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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河流域水、土生態環境恢復對策 

聶福仙
撫州市水利局 

 

摘要  
文章論述了江西省撫河流域的概況，水、土生態環境的現狀及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泥

沙於積，水土流失，水污染，沿岸圩堤的防洪標準普遍偏低等，並對這些問題提出了流域水、土生

態環境恢復的目標，針對撫河流域水生態環境的恢復目標提出了水權分配，水土流失治理，水工程

治理，水質治理等方面的一系列初步的措施與建議。 
關鍵字：撫河流域  水、土生態環境  對策 

Abstract 

隨著撫河流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綜合開發力度的不斷加大，工業企業的逐漸增多，撫

河的水資源承載負荷也越來越重，撫河流域的水土流失狀況不斷加劇，水資源污染程度日趨嚴重，

嚴重威脅著撫河的生態環境安全，威脅著撫河流域及其下游省會南昌城鄉居民的飲水安全和經濟社

會的發展。因此高度重視

和全面認識撫河的生態環境問題 保護好母親河——撫河的生態環境 這對搞好撫河流域水土保持生

態建設、維持好撫河的生態健康與安全，對於城市系統的和諧運作、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人們

的生活需求都具有重大的戰略意義和深遠的歷史意義。

一、流域概況 
撫河屬於長江流域，鄱陽湖水系，全長

，流域面積為 ，它發源於廣

昌，自南向北流經廣昌、南豐、南城、撫州後

經西北向流經南昌入鄱陽湖。撫河上游有兩條

支流，一條是盱江，一條是黎灘河，盱江發源

於廣昌的梨木樁，流經南豐、南城後在南城的

萬年橋下與右岸而來的黎灘河相匯，黎灘河發

源於武夷山麓，全長 ，境內流域面積

。我們通常把盱江稱為上游，全長

境內流域面積 萬 。盱江于黎灘

河相匯後南城自撫州段稱為撫河中游，流程約

。撫河有五條一級支流，東鄉河、宜黃河、

崇仁河、盱江、黎灘河。宜黃河與崇仁河在臨

川的上頓渡匯合，我們又稱它為臨水。所以撫

河有左納臨水，右匯黎灘河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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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生態環境現狀及問題  
、泥沙於積

由於撫河河道生態環境的變化，撫河的泥

沙日趨嚴重。據有關資料顯示， 年以來

撫河中下游河床最大淤積抬高達 米。廣

昌縣盱江在百年前是一條 ～ 寬、深可通

航的河道 由於淤積 現在水面寬增加到 ～

水深很淺 已無法通航。 年樂安省

虎山站洪峰流量 比 年小

但水位卻高出 多。泥沙的嚴重淤積，

使得撫河水資源形勢每況愈下，防汛排洪能力

嚴重萎縮。泥沙淤積使河湖對洪水的調蓄能力

大大降低，往往出現 小流量，高水位，小洪

水，大災情 的異常現象。

、水土流失

根據 年衛星遙測資料，全省現有水

土流失面積 萬 ，占土地總面積的 ，

占山地面積的 。其中，輕度流失面積

萬 ，中度流失面積 萬 ，強度及其以

上流失面積 萬 。水土流失最直接的

危害除了惡化生態環境 降低土地生產力，制

約農村脫貧致富外 還導致江河湖庫泥沙淤

積，河床抬高，加劇洪澇災害。

我們以撫河流域的撫州市為例來看水土

流失的嚴重性，據撫州市有關部門的統計，

年全市現有水土流失面積達 ，列

全省第四位，年土壤侵蝕總量為 萬噸，

相當於 耕地 厚的耕作層流失掉，

所損失的養分折合有機質約 萬噸，無機

肥 、 、 約 萬噸。水土流失在中上

游流走的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在下游

抬高河床，留下的是隱患。

、水污染

撫河受污染的結構性突出，主要集中在

紙業和食品業，而且排汙大戶的廢水達成率很

低，只有 ％左右，這是撫河受污染的重要

原因之一。撫河的Ⅲ類水斷面主要是位於撫州

市的文昌橋，西津渡，嚴家口斷面。這三個斷

面都是工業集中區，污染物主要來自于紡織，

印染，造紙，製藥，制銅等多家企業。而這三

個斷面所在的撫州市汙水處理能力滯後，一些

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未經處理直接排入撫

河，造成了城鄉生活飲用取水口水資源的嚴重

污染。撫河接納的污水總量不斷上升，水源水

質呈下降趨勢，農村面源污染日趨明顯。

受污染的河段主要分佈于東鄉水東鄉河

段和崇仁水崇仁河段，主要超標項目為氨氮和

， 年全市廢污水排放量為 萬 ，

其中城鎮居民生活污水排放量為 萬 ，

占總排放量的 ％，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的排放量分別為 萬 和 萬 ，占

總排放量 ％和 ％。

、沿岸圩堤的防洪標準普遍偏低

撫河沿岸圩堤的防洪標準普遍偏低，僅上

世紀八十年代以來，就曾發生過多次潰堤事

件，給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造成了

巨大損失和威脅。

上述問題的存在，嚴重威脅著撫河的生態

環境安全，威脅著撫河流域及其下游省會南昌

城鄉居民的飲水安全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三、流域水生態環境恢復目標 
通過實施水資源的優化配置；上游抓好植

樹造林，防治水土流失，搞好生態建設；中游

規範污水排放，整治河道采砂，加強水環境保

護；下游加大河道疏浚，加強堤防建設，提高

抗洪標準等綜合措施，同時推廣農業節水技

術，提高工業用水的重複利用率並依法加強城

市建設和環境保護管理。全面治理和保護母親

河，建設一個人水和諧、環境友好、生態平衡

的撫河流域水環境體系，為撫河流域經濟和社

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力的水資源支撐和

保障。

四、流域水生態環境恢復的措施和建議 
、水權分配：

水權是指水資源的使用權，水資源在我國

曾一度是免費品，但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

發展對水資源需求的不斷增長，水資源變得稀

缺起來。因此，必須使水權法定化，對新開發

利用水資源的活動，必須按新的水權制度規

則，實現水權初始分配和再分配，最終達到水

資源的持續利用，實現收益的持續增長。在省

水利廳的指導下，開展撫河流域水權分配研

究。

首先，以礁石壩為界，劃分撫州與南昌可

用水量；然後，進行撫州市內 縣區的水量

分配，明確各自水權，實行總量控制，定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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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市場調節，優化配置。

適當提高排汙收費標準。實施污染物排放

總量與濃度雙控制的作法和頒發排汙許可

證，配套收費，所徵收的排汙費要略高於由排

汙單位自己治理污染所需費用，從而實現上下

聯動、共同治理的目標。

、水土流失治理

江西省在水土流失治理方面已有豐富的

經驗，但在科學研究方面尚不夠系統。定性分

析較多 定量分析較少，與國際甚至國內的研

究水準尚有較大差距 ，全省缺乏統一協調和

分門別類的系統研究 甚至出現了一些重複研

究，這一點值得我們認真反思。我省今後防止

水土流失的發展方向應是 堅持《水土保持法》

提出的“預防為主、全面規劃、綜合防治、因

地制宜、加強管理、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工

作方針 採取預防監督、規劃治理、鞏固成果

“三步走＂的戰略措施 以實現紅土地山川秀

美的宏偉藍圖 。

植樹造林

植樹造林可以防治水土的流失，但在植

樹造林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以下幾點。一、要

科學規劃，植樹造林時要合理佈局，儘量減少

不必要的鬆土。二、要因地制宜，科學搭配，

要根據當地的立地條件，適宜植樹就植樹，適

宜植草就植草。三、要儘量做到等高種植，這

樣可以做到逐級攔截，防止水土流失。四、要

加強對所種樹林的管理，防止年年種樹年年不

見樹現象的發生。

把防治水土流失與人民群眾脫貧致富緊密

結合起來。

以前我們單純的追求防治水土流失，忽

略了人民群眾的利益，這樣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得不到提高，防治水土流失得不到顯著的效

果。我們應該做到 治理一方水土，發展一方

經濟，致富一方群眾 始終把群眾利益放在

首位，實行開發性治理。如宜春地區的獼猴桃

生產基地、九江地區的板栗生產基地等果業基

地 不僅對促進水土保持工作具有積極效果，

而且對“水保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

作用，在水土保持和人民群眾致富方面都取得

了顯著的成效。

、水質治理

污染源截流

污染源的治理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它與社

會經濟、產業結構和人們的意識形態密不可

分，應對整個流域綜合規劃全面治理和區域自

治相結合。截汙可以減少進入河流水體的污染

物數量。應逐步搬遷流域內重污染源的工廠，

減少工業污染源，對重污染的工業污水進行廠

內處理，迴圈再利用，減少並控制生活污水和

工業污水向河流的排放量，使點源污染得到截

流。大力推行生態型農業，控制農藥和化肥污

染，減量面源污染，這樣才能從源頭上保證被

污染的河流水體得以最終淨化和恢復。

河道采砂的整治

長期以來，在撫河幹港孔家橋上游洋洲段

一些采砂戶不規範作業，濫采亂挖，造成河道

中坑砣遍佈，河床高低不平，嚴重影響了汛期

撫河行洪安全及河道兩岸群眾的生命財產安

全。為此，水政監察隊應該加強汛期執法巡

查，嚴厲打擊撫河非法采砂活動，對於無證的

非法采砂案應嚴肅處理，給予一定的處罰，對

采砂設施進行強行拆除，責任人應到水利局接

受處理，不予執行的申請法院直接執行。有證

並造成過度開採的要求停止作業。尾沙沒有處

理的應要求及時處理。

底泥的疏浚

河床底泥與水質惡化、水體黑臭有著直接

的關係。底泥疏浚是是治理河流污染源的重要

措施 通過去除底泥所含的污染物 清除污染

水體的內源 減少底泥污染物向水體的釋放。

、水工程治理

加強撫河幹流及其重要支流沿岸城市村

鎮的防洪工程建設，在適宜地段進行雨水集蓄

工程等水源點建設，提高撫河流域各縣區的防

汛抗旱標準。有計劃地擴建、新建水庫，開發

水利資源。根據下游水體污染的季節性，不定

期地放閘沖汙，增加水體的稀釋自淨能力。建

立健全城市下水道系統，達到城市排汙有序

化，控制面源污染。建立較完善的綜合汙水處

理系統，合理截流污水，經處理達標後排放。

、推廣農業節水技術 提高工業用水的重複利

用率

積極推廣節水灌溉工業用水重複利率，減

少引水和開採地下水，吸收國內外先進治汙技

術，提高再生水的重複利用率，對減少水資源

耗用量和工農業污染水排放量，改善河流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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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淨汙與稀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略意義。

、依法加強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管理

加強撫河治理保護的政策法規，使撫河開

發利用和保護納入規範化、法制化的軌道，加

強對城市建設和環境衛生的依法管理，城市管

理部門應加大依法管理的力度。城市環境保護

管理部門應對排汙企業明查暗訪，一旦發現非

法排汙現象，堅決依法嚴懲。同時有效地引入

市場機制，實現水污染防治產業化，以解決城

市河流污染治理中資金不足的難題，並促進城

市發展。

、加強水源地保護

採取行政措施，依法管理水源地，新水法

的施行，重新明確了水務部門在管理水源地和

水源地保護工作中的職能、職責，為我們更好

的實施水源地保護提供了法律保障；加強基礎

研究力度，以科學的發展觀管理水資源，保護

水環境實現水資源的永續利用，必須堅持科學

的發展觀，堅持預防為主，水源地的保護不僅

僅是水利工程的簡單保護，要在保護水環境的

基礎上實施水源地的保護，逐步改善城市水環

境，保護好生態環境，加強工程措施，確保水

源地安全正常運行，加強水源地管理，確保供

水安全。

對於撫河這樣存在著淤泥於積，水土流

失，水污染，沿岸圩堤的防洪標準普遍偏低等

一系列問題的流域。我們從水權分配，水土流

失治理，水工程治理，水質治理等方面提出了

相應的措施。在制定相應的措施時我們摒棄經

濟高速發展時期形成的“唯效率主義＂的河

流管理理念，尊重河流系統的自然規律，注重

河流自然生態和自然環境的恢復和保護，使河

流的綜合服務功能得到充分發揮 。在制定適

合撫河流域的生態恢復技術路線時，應考慮河

流治理技術的有效性，長效性，經濟性和生態

相容性，並爭取把他們統一起來 ，根據撫河

自身的特點，選擇符合它的治理技術並加以組

合，使各技術充分發揮其優越性，使撫河治理

取得有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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