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19, 9(1), 91-9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19.91015

Study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Wetlands in Jixi
Di Liu, Hongxian Yu*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rd

st

th

Received: Feb. 3 , 2019; accepted: Feb. 21 , 2019; published: Feb. 28 , 2019

Abstract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t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y the analysis of Jixi wetland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Jixi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Jixi wetland conservation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wetland, and the protection suggestions of restoration period wet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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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总结了国内外湿地生态保护发展现状。通过分析鸡西市湿地保护利用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鸡西
市湿地保护生态补偿原则，建立鸡西市湿地保护补偿机制，为保护和恢复湿地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湿地
恢复后期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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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生态补偿的广义定义包括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向造成环境污染者收费。狭义定义是指前者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水源地保护区
进行生态补偿被普遍认为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的设计制度。在 20 世纪后期，各国政府就开始重视湿地
保护。美国由 1972 年实施并颁布的《清洁水法》，由此拉开一些国家在不同领域采用生态补偿机制对发
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展开研究，来改善生物的栖息环境。同时，深入研究了生态补偿理论并促进其
理论走向实践。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对湿地的保护与资源的开发利用间的矛盾却日益激化，湿
地面临被过度开垦、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平衡被破坏、水质恶化和旱涝灾害频率增大等问题。湿地生
态补偿目的在于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构建鸡西市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缓解经济发展与湿地保护间的矛盾，
解决湿地开发利用中的社会与环保问题迫在眉睫。

2. 国内外生态补偿发展现状
2.1. 生态补偿的内涵
《环境科学大辞典》中对自然生态补偿的定义是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
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1]。国内外研究人员对生态补偿内涵从不同
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2] [3]。湿地生态补偿是对湿地生态系统不合理开发利用和破坏之后衍生出的修复活
动，利用征收税、费等手段，禁止或限制湿地破坏行为，减少湿地开发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负外部
性，为湿地生态系统维护和重建筹措资金；并对湿地保护的贡献者和因湿地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相关
方给予政策优惠及技术、资金等方面的补偿，鼓励公众参与管理和恢复湿地保护工作，完善湿地生态系
统重建工作，建立公平湿地保护格局[4]。

2.2. 中国生态补偿现状
近些年来，中国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5]、饮用水源保护
区生态补偿[6]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浙江省、江苏省、海南省和上海市等地制定了关于矿产
资源开发、自然保护区、森林、流域的生态补偿方案和条例，意在保护生态环境[7]。中国对于生态补偿
机制在不同资源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湿地生态补偿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国外生态补偿现状
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通过法律体系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基本框架，采用单行立法与基本法并行的
手段确定具体补偿方式、范围、原则和实施条件等因素，制度较为科学，创造了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德国利用《联邦森林法》《土地整理法》和《建筑法典》确立了稳定森林面积、统一生态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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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维护生物多样性于一体的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框架。根据当地生态系统特点，依据森林的防护功能及游
憩功能，维护和营造森林；对更变土地利用性质、采伐等做出详细的规定，改善森林状况、所有制结构
及林道等生产基础。
美国于 1985 年在农业法案中确立了土地休耕还林计划，此后，又对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因保护生
态环境所放弃的耕种和被迫承担的机会成本由政府进行相应补偿。用土地租金向农民支付租金，分担转
换生产方式过程中约 50%的成本，合同期一般为 10~15 年。补偿金由政府提供，并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
日本是亚洲实施森林生态补偿最早也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发达的国家之一，维护良好森林生态资源主
要受益于其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确定财政补贴与金融扶持政策调控结合的补偿规制，最大程度地调动了
农户保护森林生态的积极性[8]。

3. 鸡西市湿地现状
鸡西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
全市总面积 22,488.5 km2，
坐标：
东经 130˚23'~130˚56'，
北纬 44˚50'~46˚16'。
全境属乌苏里江水系。主要河流包括乌苏里江、穆棱河、黄泥河、裴德河、滴道河、七虎林河和阿布沁
河等，主要湖泊为兴凯湖。全市现有总湿地面积 36.5 万 hm2 约占黑龙江省湿地面积的 6.6%，如图 1，包
括沼泽草甸 22.4 万 hm2 占 61.3%，人工湿地 1.9 万 hm2 占 5.2%。河流湿地 538.2 hm2 占 0.2%，湖泊湿地
12.2 hm2 占 33.3%，如图 2。湿地主要分布在鸡西市虎林和密山等两市三江平原集中地和兴凯湖周边。密
山市湿地面积 21.3 hm2，虎林市湿地面积 14.6 万 hm2，其中以沼泽湿地、湖泊湿地为主。

Figure 1. Jixi wetland area of the province’s wetland area ratio
图 1. 鸡西市湿地面积占全省湿地面积比例示意图

Figure 2. Proportion of each type of wetland in Jixi
图 2. 鸡西市各类型湿地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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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鸡西市湿地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3.1. 鸡西市典型湿地概况
3.1.1. 穆棱河湿地概况
穆棱河发源于长白山支脉老爷岭山脉东坡穆棱市窝集岭北麓，是黑龙江十大江河之－。穆棱河是乌
苏里江左岸一级支流和小兴凯湖、大兴凯湖的水源。穆棱河全长 834 km2，流经穆棱市、鸡西市、鸡东县、
密山市、虎林市和牡丹江农管局等六个市、县，流域面积 17,490 km2，年径流量 41.2 亿 m3。从鸡西市鸡
冠山到密山市湖北闸为中游，分布有众多灌区，是农业灌溉集中的地区，也是水资源缺乏和易受洪水威
胁的地区；从密山湖北闸到虎林乌苏里江江口为下游，鸡西市区境内流经河长 73.87 km，鸡东县境内流
经河长 57.4 km，密山市境内流经河长 144.5 km，虎林市境内流经河长 181.9 km，在鸡西市总长为 457.67
km。是粮食丰产的三江平原腹地，也是洪涝灾害频发的地区[9]。
穆棱河流域湿地降雨集中在每年 6 月至 9 月，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00~550 毫米，年内降雨量分配极
不均匀，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70%左右。湿地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植被由森林、灌丛、草甸、沼泽及水
生植被等五大类型构成。有高等植物 696 种，其中厥类植物 27 种，裸子植物 8 种，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
物 496 种，单子叶植物 165 种。湿地动物资源有脊椎动物 338 种，其中包括兽类 6 目，14 科，39 种；鸟
类 16 目，40 科，219 种；爬行类有 2 目，3 科，7 种；两栖类 2 目，4 科，7 种。穆棱河流域有鱼类 11
科 36 种，甲壳动物 1 科 1 种[10]。
穆棱河流域内有四个自然保护区，有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虎口湿地自然保护区月牙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1.2. 兴凯湖湿地概况
兴凯湖湿地是三江平原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鸡西市东部，兴凯湖距密山市 35
km，同时其位于大兴凯湖北边，是中国内湖，地处北纬 45˚20'，东经 132˚40'。小兴凯湖，东西长 34.5 km，
南北宽 4.5 km，总面积 176 km2，最大水深 3 m，平均水深 1.8 m，正常蓄水量为 3.12 × 108 m3，最大蓄
水量为 5.05 × 108 m3，海拔高度为 70~71 m，风平浪静，是天然的鱼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属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 750 mm，年平均气温为 3℃，日照时数 2574 h，七月份该地区最高气温平均达到
21.2℃，一月份最低气温平均为−19.2℃，冬季多为暴风雪天气，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三月份进入封冻
期。2002 年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并被《湿地公约》秘书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名录。

3.2. 鸡西市湿地存在的问题
3.2.1. 湿地过度开垦,生物多样性减少
鸡西市于 50 年代起开始大面积开垦湿地，在三江平原的 4 次开发高潮后，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全市
湿地开垦面积超过土地总面积的 60%，湿地面积损失 36.9%。过度开垦湿地导致泥沙淤积量加大，水体
垂直高度降低，水土流失，平均气温上升，降水量减少；施用农药和化肥导致水体严重污染。有毒有害
物质在食物链中的积累，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等物种种类和数量减少，导致群落结构简单化、甚至濒
临灭绝[11]。盲目抽取地下水开发灌溉水田导致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水质污染导致鱼类死亡、生物多样
性减少；围垦湿地导致兴凯湖失去水源涵养地和鸟类丧失迁徙栖息地；水土流失导致大小兴凯湖之间的
生态屏障–湖岗开始沙化等等。
兴凯湖湿地是许多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其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但是，当年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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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围垦开荒对目前的生态环境影响很大，导致兴凯湖流域丧失了涵养水源的湿地，加剧了黑土地的流
失，引起土壤风蚀，局部出现土地沙化，水资源存量大幅度减少，局部小气候改变。
3.2.2. 湿地水环境恶化，泥沙淤积严重
穆棱河流域湿地工业与生活废水年排放量高达 6000 余万吨以上，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导致水环境恶
化，水体中悬浮物含量化学需氧量等超标。草地、森林破坏严重，导致湿地水位降低，水量减少，大量
的水土流失，河床、湖底上移，河流泥沙含量增多，湿地功能衰退、湿地面积不断减小。
兴凯湖流域湿地污染主要包括农业污染、生活污染、旅游污染和禽畜粪便污染。农业污染主要是化
肥残留污染和畜禽粪便。化肥残留污染是由氮肥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兴凯湖流域每年使用大量的氮肥、
磷肥和复合肥，化肥残留污染流入小兴凯湖，造成小兴凯湖水质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生活污染源主要
包括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排放。兴凯湖流域中国共 9 条河流直接流入大小兴凯湖，这些河流两岸基本被
大量农田覆盖，农田废弃物严重污染兴凯湖水质。每年春夏秋季节，河水携带大量残破的塑料地膜、废
弃的农药瓶和腐烂的秸秆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流入大小兴凯湖，在湖面沿岸带形成大面积的漂浮物，既影
响水体景观又污染了水质；小兴凯湖上游城市、乡村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导致小兴凯湖水质逐年
下降，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冬季出现大量死鱼现象。旅游业污染源主要是游客在保护区内游览期间所产
生的污染。
3.2.3. 建设管理投入不足，湿地保护区有待完善
鸡西市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缺少系统性，环保局、水务局和林业局等多部门交叉管理，湿地污染并
没有得到重视。部分区域缺少专项资金投入，湿地保护的经费不足中国现有湿地面积约 6.5 × 107 hm2，
其中，国际重要湿地约 3.8 × 102 hm2，国家级湿地保护区约 2.3 × 103 hm2。并且保护区设施有待于完善，
保护区内缺乏正规的管理机构[12]。

4. 鸡西市湿地保护生态补偿对策
4.1. 湿地保护生态补偿原则
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目的在于保证湿地生态功能的恢复，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明确补偿机制的原
则，有助于建立湿地补偿机制[4]。鸡西市水源地湿地补偿机制可遵循以下原则：① 可持续发展原则。即
在湿地恢复承载力的范围内，对湿地进行开发和利用。② “谁受益，谁付费”原则，即湿地所在区域的
渔民、农民和湿地开发者，针对不同的利用形势，每年对湿地进行经济补偿；“谁保护，谁受益”原则，
即对湿地保护者进行奖励；“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即对湿地污染程度进行负责，提供资金补偿或对
破坏的部分进行修复[11]；③ 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差异性原则。对于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方式，改
善补偿制度，在正确的指导下，按照湿地的不同情况逐步进行补偿；④ 在实施补偿过程中要运用合理的
方式并且客观条件可以承担的条件下对湿地进行补偿，使用各种合理的形式补偿；⑤ 调动群众主动性、
积极性，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规律，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湿地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在维护湿地生态
环境系统的条件下，对湿地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12] [13]。

4.2. 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
开发重建补偿。在物种多样性丰富，矿场资源优渥、自然风景优美的条件下，可采取开发建设的补
偿方式，展开全市湿地资源及生物多样性调查，进一步对全市现有湿地面积、类型及开发利用现状摸底，
对湿地生态环境及物种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制定相应的湿地保护和恢复规划。建立保护区和湿地公
园等旅游和保护相结合的补偿形式。如涉及国家级濒危野生动物的分布，应建立自然保护区，不涉及濒
DOI: 10.12677/aep.2019.91015

95

环境保护前沿

柳迪，于洪贤

危的动物分布，应建立重点湿地保护地。近年来鸡西市积极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先后建立了
乌苏里江国家森林公园，兴凯湖国家濒危植物自然保护区，卧龙湖省级森林公园，虎头省级湿地保护区
及月牙湖草原保护区等。同时加强开发保护区域内的湿地资源，防止过度利用和破坏资源。
封闭和立法补偿。一旦湿地破坏程度严重或者所处环境极其恶劣、物种多样性单一，应进行全缘封
闭式管理，同时需要政府部门明文规定，如果有违反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鸡西市从 90 年代开始
就十分重视湿地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市政府及各县(市)先后制定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和《自然
保护区建设规划》，加强了保护管理湿地的工作。湿地重点区域虎林市、密山市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自 1998 年起不再审批新的开荒项目，对湿地开发进行严格控制。
一律不准开垦江湖周围 2 km 区域内，公路两侧 250 m 内的湿地，开始挖坑排水的要限期填平，恢复湿地，
退耕还沼。
湿地银行补偿机制源于美国，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4]，对于鸡西市湿地补偿具有可行性。其目标
是对湿地的某些功能进行强化或者对现有湿地特别保存，恢复已经受损的湿地，并在开发商对其开发之
前将湿地通过信贷的方式，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给损害湿地的主体。
湿地替代费补偿是在湿地开发者获取许可证前，先向第三方主体支付一笔费用，由第三方主体用在
恢复和新建其他受损湿地、或对现有湿地的某些功能进行强化，并在特殊情况下特别保存现有湿地[15]。
对于鸡西市湿地，沿岸经济的发展，生活用水、工业废水以及各种突发事件导致水体污染加剧，针对可
以采用这种补偿机制的具体情况。由相关执法部门进行评估，破坏主体进行经济补偿，地政府负责安排、
监管人员进行后期治理工作。
湿地被许可人自行补偿是一种传统的补偿形式[16]，湿地范围内居民在利用湿地进行种植水生经济作
物或水产养殖等活动时，可以采取湿地被许可人自行补偿。被许可人主动承担湿地受损恢复和强化现有
湿地的某些功能或新建工作，对现有湿地进行特别保存，用这种方式来补偿自己在开发过程中受损的湿
地，同时对湿地补偿的成功与否和具体实施承担责任。

4.3. 湿地生态补偿关键问题
目前，生态补偿框架理论性较强，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同时借助法律法规的约束和监督，
在实施过程中对补偿行为进行规范[6]。需要注意到“补偿主客体”、“怎样补偿”、“补偿多少”和“补
偿的成效”这 4 个问题[12]。确立一种湿地补偿机制之前，需要有相应的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水资
源学等学科知识，从而全面的理解和认识生态系统中结构–过程–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给生态补偿提
供科学基础。主要补偿的融资和支付问题，需通过湿地替代费补偿机制、政府补贴、非政府组织捐助来
筹集项目经费，并做好周围居民的退耕安置工作。
湿地生态修复补偿费的征收标准，需要充分结合国情，不仅要为改善湿地状况积累资金，也需要保
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7]。同时，还需要注意湿地生态补偿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且
做到补偿范围全面化、补偿标准合理化、补偿渠道丰富化[5]。

4.4. 建立湿地水权制度
除了水质方面的生态补偿外，还需要将水资源数量因素纳入鸡西市湿地生态补偿的范围，鸡西市湿
地水资源污染，生态系统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流域水资源的公共属性，外部效应性和使用博弈属性
产生的“公地悲剧”。对湿地水资源产权进行科学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湿地水资源危机。可根据鸡
西市区、鸡东县、密山市和虎林市等四个市(县)的人口数量、湿地生态用水情况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确定各
个行政主体的水权配置，在水质和水量方面进行确权登记，并建立湿地水市场，允许四个行政主体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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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水权进行市场交易，通过市场主体实现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目标。

4.5. 湿地生态补偿保障措施
对生态补偿的机制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为保证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双方按照约定进行生
态补偿。应该成立跨部门的监督委员会来实施对自然保护区态补偿基金进行监督管理。同时自然保护区
的管理部门要对生态补偿的现状进行及时的检查和摸底，确保生态补偿机制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随时
能够为调整补偿的地域与具体措施工作做好准备。
为加强部门协调配合与民众参与。管理部门应该对生态补偿的各项情况进行系统了解和掌握，在合
理安排生态补偿资金的同时，积极协调各部门工作，为湿地保护的公众参与依赖政府主导，提供必要的
基础工作。公众缺乏独立性，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努力发动群众，提高受益者的补偿意识，并积极参与
到生态补偿工作中来。

4.6. 湿地恢复后期保护管理
对于湿地保护区管护站建设及设备配置问题。湿地恢复后期，需进一步完善管护站基础建设，如建
立湿地瞭望塔，增加湿地巡护车、望远镜、摄像器具同时维护和新建巡护路等，扩大巡护半径，延长巡
护时间。做到保护与管理工作齐头并进。执法上依法监管，公安局机关配合立案；责任方面采取层层落
实责任制，制定与周边市、县联防机制。
野生动物物种和植被资源的恢复，需对野生动植物进行监测，整理监测数据。湿地补偿进行到可以
进行自我修复时，需重点关注自然资源恢复，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改善野生动植物生存环
境，将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顺利进行。

5. 总结
本文从介绍国内外湿地生态保护的发展现状入手，列举了穆棱河湿地、兴凯湖湿地等鸡西市典型湿
地概况，同时分析鸡西市湿地存在的问题，并从生态补偿的角度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分析了不同生
态补偿机制下，鸡西市湿地采取的具体措施。针对鸡西市湿地的具体情况，在水权制度建立、生态补偿
保障措施、湿地恢复后期保护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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