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洪水专家纵横谈

《水科学进展》、《水利水电科技进展》、《河海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者按　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出现了特大洪水, 全国军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领导下, 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抗洪斗争。在取得抗洪斗争伟大胜利之后, “痛定思痛”, 水利专家

们开始对今年洪水的成因、孕灾机理、抢险经验, 以及中国防洪战略和对策等问题进行深层

次的思考。为了加强交流与切磋, 推进防洪科技进步,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河海大学学

报》、《水科学进展》编辑部于9月7日在南京联合邀请河海大学、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

所部分水利专家就 “’98洪水与防洪问题”进行了座谈。现摘要如下。部分专家的发言将分别在

《水科学进展》、《水利水电科技进展》和 《河海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 以期引起读者对我国

洪水与防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文　康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如何看待1998年特大洪水　造成1998年特大洪水究竟归咎于哪些主要因素, 国内外宣传

媒体都有大量报道,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砍伐森林、破坏了生态平衡, 1998年特大洪水正是

大自然给人们的惩罚。的确, 水土保持、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国策。治水的目的

不仅要防洪减灾、旱涝保收, 而且要给儿孙们留下一江绿水, 万丛青山。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

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泥沙, 治理下游河道与湖泊淤积的必由之路, 是防洪减灾措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但决非取代其它防洪措施的唯一治水措施。如果真像有的媒体报道所说的, 解决洪灾

的根本途径, 就是走生态经济体系良性循环之路, 那么在19世纪80年代长江上游发生的那几

场远大于1954年的特大洪水将作何解释呢?因为那个时期的长江上游, 其森林植被、生态环境

要比现在好的多。因此, 建议用1998年洪水的雨洪条件作输入, 以1980年 《关于长江中下游近

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防洪措施为边界条件, 藉助已建立的防洪系统数学模型,

分析预测在1980年提出的防洪设施已建设到位的条件下, 遭遇1998年洪水, 长江中下游将会

出现什么样的防洪形势。完成了这种分析, 很可能会从更深层次上认识1998年特大洪水的特点

以及有关江河治理对策方面的问题。

如何增强全流域的整体防洪能力　温家宝副总理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

报告中突出强调要实行综合治理,必须增强全流域的整体防洪能力。什么是全流域的整体防洪

能力?我个人体会, 就是在全流域整体防洪规划的指导下, 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按统一规

定的防洪标准, 该治山治水的治山治水, 该修水库的修水库, 该加固加高堤防的加固加高堤

防, 该分蓄 (滞) 洪水的分蓄 (滞) 洪水, 各尽其责。特别是干支流河道防洪标准一定要协调

分配, 干支流的分蓄 (滞) 洪区一定要安排好、打得开、用得上。否则, 洪水都往干流赶, 势

必造成干流中下游不可预料的防洪压力。中小河流治理是很重要的环节,中小河流域是洪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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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区, 应从其对干流的限制性供水强度出发, 研究干支流的洪水组成并据以研究干支流的防

洪标准,而不能仅从其自然的干支流洪水组成研究干支流的防洪标准。分蓄洪区的运用一直十

分棘手, 要针对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 除了限制开发利用分蓄洪区外, 还应加强分蓄洪区建

设, 采取必要的措施, 协调开发、利用与防洪减灾的矛盾。

如何加大水利投资力度　 ( 1) 在于调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这一点温家宝副总理在

其上述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到了。这些年来, 中央对水利的投资是不少的, 但与其它行业基建投

资相比较, 就显的偏低了。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1991～1997年的投资安排, 这期间的水利

投资为1150亿元, 年增加率为21%; 而对能源、交通、邮电通讯与城建的基建投资则分别为

14 000亿元, 8 800亿元, 4 750亿元与4 400亿元。因此, 加大水利投资力度是十分正确的, 也

是十分必要的。( 2) 关于地方投入问题: 水利建设要求巨大的资金, 光靠中央的投入是不够

的, 还需要地方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江苏省带了个好头, 8月19日陈焕友书记在答香港记者问

时提到, 1991年大洪水, 江苏省损失200亿元, 大水过后, 江苏省痛定思痛, 修建了一批高标

准的水利设施, 为1998年抗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江苏省1 550km 江堤, 无一处决口, 无一人

死亡。除了中央投资外, 江苏省率先在全国建立了 《防洪保安全资金》, 全省每个职工 (农民、

离退休及下岗人员除外) 每人每年交10元用于水利建设, 这样每年6亿元, 同时还规定修江堤

资金由省、市、县分摊, 省里每年向银行贷款2亿元, 从而保证江苏省水利建设的持续发展,

江苏省能做到的, 其它地方也可以做到。

朱元生生　 (河海大学　教授)

1998年的长江洪水是一宗引发非常严重后果的水文气象事件。目前估计洪灾造成可用货

币计算的直接损失金额, 已创历史最高 ( 1 666. 6亿元) , 若全面考虑全国生产生活由此涝所受

到的干扰, 实际所造成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失, 其严重性远远超出直接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淹没范围有限, 而成灾耕地面积却很大, 而罹难人数却非常少 (见下表)。长江中下游地区此

次特大洪涝灾害, 属 ‘低频高害类型风险事件’, 此类灾害在七大江河都有可能出现, 是我国

的心腹之患。

灾害类型 统计年份
成灾耕地

/ hm2
倒塌房屋
/万间

死亡人数
/人

全国河流多年平

均水灾损失

41年平均

( 1950～1990年)

430. 8

100%

190. 2

100%

5 500

100%

长江淮河海河发

生特大洪水年份

洪劳灾害损失

3年平均

( 1954、1963、1975年)

991

230%

1030. 2

542%

27 514

500%

长江松花江1998

大洪水洪涝灾害

损失 ( 1998年8

月不完全统计)

1998年
1 307

303%

497

261%

3 004

54. 6%

中小河流多年平

均水灾损失

30年平均

( 1950～1990年, 剔除

七大江河大水的11年)

311. 4

72%

123. 9

65%

3 76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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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与洪水是两个概念, 洪灾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的结果, 灾

害的严重程度决定于致灾的暴雨洪水等自然因素的强度, 即 “灾烈度”, 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对

灾害的敏感性, 即 “灾敏度”。各地的各次雨洪事件, 两者的组合不尽相同, 引发的洪灾后果

就会大相径庭, 相同的暴雨和 (或) 洪水, 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

灾害, 因此不难解释 “雨情不同于水情, 水情又不同于灾情”。

’98洪灾的教训之一, 是人们必须强化风险意识, 学会应付变动不定的自然。暴雨和洪水

的数量及其时空分布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任何防洪工程的设计标准都不能排除被超过的风险,

包括会引起倾城倾国之祸的荷兰海堤, 其设计标准已经提高到万年一遇, 虽然巨额洪水保险

费收入几乎是万无一失, 但精明的保险公司权衡得失后, 迄今尚无人愿意或能够承保。国内外

的经验表明, 在洪泛区采取措施, 控制或降低当地对洪灾的敏感程度, 当恶劣的雨洪事件一

旦发生, 可将灾害损失大幅度地削减下来。美国1993年密西西比河大水造成的严重后果, 引起

朝野一片震惊和众说纷纭, 有关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取得共识, 拟出一份提交总统的建议书,

《Sharing the Challenge: Floodplain M anagement into 21
t h
Centur y》, 强调水利、农业、城建、

交通、和保险等行业, 共同参与洪泛区的管理的必要性, 21世纪的目标是通过社会、经济、环

境和法律等方面的努力, 切实降低各地的灾敏度。“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两国的国情有别,

不过还是很值得借鉴的。防治洪灾应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不能囿于历史最高雨洪单一典型,

和 ‘水来土掩’单一对策, 也不能迷信通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遥感遥测、长期天气预报和

不断提高设计标准等来彻底根除洪灾。

宋德敦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灾后要大治, 到底该怎样治理江河、防御洪水, 值得深思。

明确方针, 完善规划　1971年11月～1972年1月, 原水利电力部召开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一

市的 “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座谈会”, 会议提出了 “蓄泄兼施, 以泄为主”的治理方针, 确定

以1954年实际洪水位略予提高的防洪标准。1980年6月水利电力部再次召开 “长江中下游防洪

座谈会”再次认为应在 “蓄泄兼施, 以泄为主”的思想指导下, 拟定的主要防洪措施为: 确

定沙市、城陵矶、汉口、湖口、南京和上海的堤防设防水位; 落实分蓄洪措施; 停止围垦湖

泊; 整治上下荆江, 扩大泄洪能力和加强防汛措施。1990年9月, 国务院批复了 《长江流域综

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 ( 1990年修订本)》, 确订了 “蓄泄兼施。以泄为主”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

还应考虑 “江湖两利, 左右岸兼顾, 上下游协调”等指导思想。今年起, 正式实施的 《防洪

法》其重要指导思想仍是 “蓄泄兼施, 以泄为主, 综合治理”。通过今年防汛抗洪的检验, 证

明这是符合国情和客观规律的指导方针。根据今年的洪水情况应对原防洪规划应进行分析和

完善, 认定目标, 逐年投入, 直至达标, 使之逐步达到以三峡工程为骨干, 江河堤防为基础,

支流水库和分蓄洪区配套以及一系列非工程措施, 形成一个系统、完整和科学的防洪体系。

合理安排洪水的 “出路”　目前长江行洪能力有限, 大体是5、6、7、8水平 (即沙市5万

m
3
/ s , 城陵矶6万m

3
/ s , 汉口7万 m

3
/ s和大通8万 m

3
/ s) , 当遇到1954年洪水, 就有超额洪水

1 023亿 m
3
(致灾洪量)。根据规划适当加固加高堤防可争取多泄500万m

3
, 而剩下500万 m

3
必

须通过中游的分蓄洪区予以合理安排。目前已建支流水库虽能起到蓄洪削峰作用,但由于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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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域的制约, 妥善安排超额洪水, 在适当加高堤防, 增加下泄能力的同时, 采用分蓄洪区

滞蓄和合理调度是长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措施。

结合重建家园, 加强分蓄洪区的建设　分蓄洪区的建设首先要做好规划, 包括: 住宅庭

院、公共避洪设施、交通道路、供水供电、通讯设施等的规划, 使分蓄洪区, 既可分蓄洪水,

又能保障安全减少损失。同时对分蓄洪区的分洪闸、隔堤等水利设施要运用方便, 使损失减少

到最低程度。结合重建家园, 对分蓄洪区的住房地面高程、地基处理、房屋结构, 建筑材料等

均应进行研究, 提出科学、可行的方案, 这是分洪时减少损失的保证。

下大力气整修大堤, 根除隐患　长江中下游干堤长达3 000余 km , 且成堤历时跨越数百

年, 进一步加固堤防带来诸多困难。今年抗洪过程中出现7 000多次险情, 必须痛下决心, 做好

整修加固工作。这要求科研人员对堤防防渗、堤脚加固方面提出方案。要认识研究灌浆、防渗

墙、板桩、抛石⋯⋯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应加强对堤防加固的管理, 要实行象防汛

抢险时的领导责任制那样, 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努力, 使千里大堤真正成为防御洪水的铁壁

铜墙。

加大科技投入　江河治理是几代人甚至更长时期为之奋斗的安邦定国之举, 除了大灾之

后要大治外, 必须持续、系统地按规划列入每届政府的议事日程。在确保足额的经济投入的同

时应把科技投入提高到足够的高度, 在对流域防洪减灾能力作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有计划, 分

层次地组织防洪中一些难点问题进行科技攻关, 多学科的相互协作和渗透, 尽快建立全国防

汛指挥系统, 把科学治水渗透到江河治理的每一个环节。

增强全民水患意识, 建议设 “防洪日”　提高全民的水患意识, 组织学习、贯彻 《防洪

法》, 树立以法治水的观念是夺取抗洪胜利的思想基础。建议在每年汛前某日定为 “防洪日”。

在这一天, 受洪水威胁地区要组织学习 《防洪法》, 回顾历次抗洪斗争经验, 学习抗洪英模事

迹, 学习抗洪自救的方法和演习抗洪的组织活动, 水利科技人员要落实汛前检查工作, 通过

一系列活动, 在提高全民防洪意识的同时, 落实每年的防洪抢险准备工作, 确保防洪斗争的

胜利。

芮孝芳　 (河海大学　教授)

　　今年长江特大洪水留给人们的思考很多, 其中之一是有些河段的洪峰流量并没有达到历

史记录最大, 但为什么最高水位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记录?例如, 宜昌今年出现的最大流量为

68 100m
3 / s, 比历史记录最大71 100m

3 / s小3 000m
3/ s ,但下游沙市的最高水位达到了45. 22m,

比历史记录最高44. 67m 高出0. 55m ; 大通今年出现的最大流量要比历史记录最大92 600m
3 / s

小10 000m
3
/ s 左右, 但下游南京的最高潮位达10. 14m。仅比历史记录最高10. 22m 低0. 08m。

近些年来, 在我国其它江河, 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 1991年太湖流域降水量未达到1954

年的量级, 但太湖最高水位比1954年高出0. 16m; 1996年黄河花园口仅出现7 600m
3 / s的常遇

洪峰流量, 但相应的水位竟达到94. 73m, 比1982年相应于洪峰流量15 300m3 / s的水位93. 99m

还要高出0. 74m, 重现期超过了100年一遇, 象这样 “小雨量, 高水位”和 “小流量, 高水

位”的现象, 在淮河、汾河、渭河等均有出现。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泥沙淤积。以长江为例, 长江上游地区年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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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量已达到22. 4亿 t , 超过了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年侵蚀量为18. 7亿 t ) , 宜昌的年输沙量也由

60年代4. 4亿 t , 增加到现在的5. 3亿 t , 估计现在长江干流的淤积速度约为0. 01m/ a。洞庭湖自

1951～1996年平均每年淤高0. 029m。鄱阳湖的淤积也较严重。二是与水争地。以长江为例, 长

江中下游地区1949年有湖泊面积25 828km
2
, 目前仅剩下14 073km

2
, 减少了45. 5% , 其中洞庭

湖面积和湖北省的湖泊面积均减少70%, 鄱阳湖减少25%。一些行洪河滩也被占用。三是支流

的防洪标准在逐年提高, 有的已经接近或等于干流防洪标准。四是城市化速度加快。不透水面

积比例增加, 排水系统得以改善。以上原因一和二, 必导致调洪容积减少和行洪断面缩窄。初

步估计, 长江中下游地区1949年以来, 由于这两个原因减少的调洪容积大约为400亿 m
3
, 这相

当于化巨资修建的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的1. 8倍多。原因三必导致“束水归槽”, 增加了干流的

防洪负担。原因四显然是出现 “小雨量, 高水位”的原因之一。目前来看, 原因一和二是主要

的, 但原因三和四也不可掉以轻心。

江河防洪, 尤其象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的防洪,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认为, 只

有实行上中下游统一规划, 标本兼治, 蓄泄分兼用, 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有机结合, 才能

取得持久良好的防洪效益。治水, 治水, 总希望越治防洪标准越高。如果水位越治越高, 防洪

标准越治越低, 那就值得反思了?

张海仑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教授)

　　1998年大洪水后, 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是形成洪水灾害的原因。洪水和洪灾是不同的。形成洪灾有三个因

素: 一是自然因素, 主要是暴雨洪水; 第二是人为因素; 第三是防洪能力。今年江苏遇大洪水

而有险无灾就是有了高标准的防洪体系。第一个因素属自然因素, 目前人们无能为力。要减轻

洪灾只能从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因中去寻找对策。

我国目前防洪工程措施主要有三, 水库、堤防和分蓄洪区, 其中堤防是主要措施。过去对

于病险水库比较注意, 但是对于如何加强堤防, 似乎仅有计划, 实际行动不够。各河流各地方

对加强堤防建设也很不平衡,这次洪水就看出来了。虽然堤防战线很长, 大多数堤段历史悠久,

质量参差不齐, 全面加强堤防有一定难度, 但无论如何要有计划地按设计标准要求, 逐步实

施, 切不可等待或存侥幸心理, 通过国家投入, 地方的资金, 多种筹资渠道集资, 不管是连

年洪水还是长期干旱, 一直坚持下去, 做到达标为止。

另一个问题是分蓄洪区, 这是个大难题。我国防洪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上游来水量大, 中

下游河道泄洪能力小, 堤防仅能防御一般性洪水, 遇大洪水或特大洪水非启用分蓄洪区临时

蓄洪不可。但多数蓄滞洪区又不经常使用, 使区域内老百姓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又容易引起

侥幸心理。现在不少蓄滞洪区, 人口不断增加, 经济也不断发展, 一旦要运用, 阻力很大。要

明确一点, 就是蓄滞洪区的运用是从全局出发, 事先经过了充分的研究损失最小的方案。现在

的问题是要加快蓄滞洪区内的防洪保安建设, 特别是居民住地的建设, 加高地基, 加强建筑

物抗御洪水的能力, 公共建筑兼作避水栖身场所等, 总之要首先保持区内人民的生命财产, 它

的防洪标准应高于堤垸的防洪标准。后者战线太长, 难以全面提高,’98洪水后, 重建家园, 恢

复生产, 切不可恢复原样, 以免重蹈复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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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我国虽已建了8万多座水库, 但总的来说水库对防洪特别是对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

流的防洪作用有限, 长江中下游就是一个例子, 今后应加快水库防洪的建设以分担堤防的压

力。

以上这一切都要求增加投入, 由于防洪只是产生社会效益, 和其他产业如交通, 能源等

性质不同, 容易被忽视。此外, 又加上洪水发生的随机性, 明年可能再来大洪水, 也可能几十

年内不发生类似的大水。基于这一特点, 只能逐年投入, 认定目标, 一直做到达标为止, 且越

早动手, 越主动, 舍此之外, 别无他法。

左东启　 (河海大学　教授)

堤防工程质量的提高问题　大水把几千年来 “堙塞”与 “疏导”的论争和几十年前

“蓄”“滞”的探讨又带到现实热点中来了。其实, 这对立的方面从来就不可分离地相互依存在

一个整体之中。至于其主次、轻重、先后则必须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来合理决定。

但当前必须肯定一点: 根据中国国情, 堤防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今年的某些突出险情似主要

不是水大而因堤弱。问题是如何加强。而堤防决不可以, 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加高培厚。追求尺

寸、形体的扩大是没有出路的, 主要靠堤身结构的改进。改进的途径似也只有现成的一条, 就

是堤体的 “土坝化”。土坝和土堤的差别主要就在迎水部分的防渗面和背水部分的导渗、排渗

体的设置。近年来这一思路的采用在防汛工程中已有萌芽和雏形。对于战线极长的堤工,“土坝

化”必须做到简易化、高效化、经济化。目前似应正确选用在必要的坝段上, 不仅节约投资,

而且应无一例外地保证质量。土工织物提供了经济简易的材料,但要保证可靠高效却取决于设

计、生产、施工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对堤防所用土工织物结构应组织专门队伍进行总结、实验

和改进提高。对不同的堤工条件, 制订不同的典型设计、产品制作和施工要领、管理规范, 这

是当务之急。今年洪灾中最为普及的科技名词大概莫过于 “管涌”了, 但也有实例说明, 即使

从事防汛的人员中也还有待学习和理解有关防汛抡险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技术。

水利经济科学的发展和提高　这有两种涵义。一是防洪必须在分析自然现象的基本规律

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两方面的科学基础上进行研究, 一切防洪工程的规划设计必须结合技术

经济方面的改进和制约来进行决策; 另一是结合水毁工程的修复和新的水利建设任务, 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利行业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加大投资以拉动经济和市场消费中求

得水利这一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今后长期切实有效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水利建设和环境生态问题

水利必须结合环境生态的改进, 水利又是生态、环境所紧密联系的最重要的因素, 水利、

水环境自身就是地球上生态和环境科学研究的主体。

我国水利最早的环境系统研究也许就是汉朝的 “不与水争地”理论。到近三十年, 因全球

人口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环境生态要求突出以后, 又回到这个老命题了。必须有所争, 有所

不争。该争的必争, 不该争的必不争。关键在于: 正确决定究竟什么地该争?什么地该不争?不

该争的能否列入必不争, 该争的能否做到必争。

实际的水利问题主要是泄洪、分洪、滞洪、蓄洪问题。中国水利工作者从来没有否定过分

洪、滞洪和蓄洪的建设。人口特别密集与膏腴之地特别集中在冲积平原上这两大特点, 结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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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气象特性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频仍的状态, 也决定了作为灵活调节和调度的分、滞、蓄洪

区存在的必要性。重视了, 规划了, 也建设了, 但经常保不住, 用不上。这不是个认识问题, 而

是人口的压力迫使执行者不能不以极大的慎重态度来对待和处理,常常不能不以极大的物力、

人力, 甚至生命的昂贵代价来煎熬争取挺过去, 而最终还是保持这个现状。年复一年, 这个现

状就越难改变。不认识这一点, 不解决这一点, 一切都是空论。

实际水利的另一个问题是水土保持　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事业。虽然不一定能改变由气

象因素所决定的洪水形成, 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泥沙淤积而有利于减轻洪水形成后的灾情。

其实, 环境评价中各个因子的演变结合, 相互作用是十分复杂的。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只能

认识其重要性和研究方向, 距离弄清规律、作出结论、订定方案的程度还差得很远。水是宝贵

资源, 也能成为祸害, 没有泥沙淤积, 一片云梦泽中如何形成江汉平原, 而如今泥沙减少调

蓄容积又增大了保护江汉平原的困难。由于长期一贯着重确保荆川江陵的安全、不让洪水侵

袭, 也就不会淤沙。保护了几百年, 反而恰恰因此造成了现今荆江北岸的艰险态势。科学地主

动调节、调度水、沙资源是对付解决冲积平原的关键。我们曾提出利用自然水流的营力结合人

工机具有计划的改造黄、淮、海下游的微地貌: 深浚河槽, 抬高岸区, 是根治入海多沙大河

的重要途径。“根治”决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相反是不断的研究和劳作。治河就是改善水环境。

江泽民同志提出 “救灾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讲科学态度和

科学方法。”恢复之际, 也许首先要重建的就是这 “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骆承政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今年珠江、长江、松花江都出现了接近或超过历史最大洪水, 灾情严重。从公布的一些数

字分析, 长江今年洪水、峰、量都没有超1954年。今年洪水的特点是洪峰次数多。宜昌下来的

川水接连出现8次洪峰, 第4次洪峰, 沙市最高水位44. 95 m , 距分洪争取水位只差5 cm , 第5

次洪峰, 沙市水位达45. 22 m, 情况万分危险, 经军民全力死守, 才保住了大堤安全。如果雨

区稍向东扩展, 洪峰次数减少, 出现洪峰叠加,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

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1870年洪水, 就由于上游寸滩洪水与区间洪水发生遭遇, 造成宜昌105

000 m
3/ s特大洪水。

从全国来看, 七大江河洪水地区组成关系有一定规律性。据近110年资料分析, 大致可归

纳为6种不同的类型, 今年的情况是南北两头热, 中间 (黄淮海地区) 平静, 称之南北型分布。

这种分布类型比较少见, 其出现频率约为5% ; 常见的是中部型, 洪水出现在江淮或黄淮海地

区, 其频率为23%。

从大洪水的时序分布来看, 本世纪内我国有过三次洪水频发期。第一个频发期是1930～

1939年, 第二个频发期是1949～1963年。在频发期内七大江河几乎都发生了特大洪水, 有的江

河甚至连续出现特大洪水。进入90年代以后, 我国正处在第三个洪水高频期。因此在今后一段

时期内, 要特别警惕江淮流域或海河流域暴发特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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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平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这次防洪抢险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立下了历史性的功勋其意义不仅仅在

于防洪抢险的本身。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也颇有新意。形成这次洪水高水位的原因, 涉及到暴雨

的总量、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调度方式及河道变化等诸多因素。

抗御一次特大洪水, 可以有许多对策方案, 熟优熟劣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和技术经济比较。

一条大河的洪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社会、经济、工程科学技术等问题。这次

采用争取不分洪, 严防死守的方案, 减少了分洪区的损失, 但也加重了干流堤防的负担和风

险, 防洪的投入也会增加。希望能作专题研究。

关于防洪标准问题, 每次大水过后往往认为是防洪标准低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目前长

江干流防洪标准是以1954年实际洪水为标准的, 当然会有一些问题, 但要回答是多少重现期

的标准, 目前还无法解决, 这也是以1954年洪水为标准的原因之一。标准高还是低没有绝对的

衡量标准。除了自然因素外,社会经济因素也许更重要一些。几千公里的堤防要加高堤顶高程,

压地和取土所占用土地面积就会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另外还有不少工程技术问题。

关于高新技术问题, 新闻媒体介绍了遥感技术的应用等。先进的通讯、测量、计算机等技

术应用是一个方面, 但这些都是工具, 就水利科学本身而言有大量的问题要研究。我认为科技

兴水除了应用先进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防治洪涝灾害本身的研究创新。大江大河的防洪问题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研究、制定、和实施一个防洪规划是高新技术的综合体现。

今年中央大大增加了水利投入, 时间又紧。钱多是好事, 但用之不当就变成了坏事。我们

搞水利的科技人员要及时提出正确的意见和技术数据供决策参考。

胡维松　 (河海大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今年发生的洪水是历史上罕见的, 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截至8月22日, 据各地估报, 直

接经济损失达1 660多亿元。根据国外资料, 间接损失占直接损失的比例, 交通运输 (铁、公

路) 为24% , 工农业为30% , 商业为37% , 公共事业为10%。三峡工程的论证中, 通过对荆江

地区1954年洪水的灾情调查, 与洪水前后历年农业发展情况的分析, 农业间接损失约占直接

损失的28%。按此计算, 今年我国洪水造成的损失约2 500多亿元。今年投入抗洪救灾物资总价

值达2亿多元, 为历次抗灾之最。据估计, 洪灾可能拖累全国 GDP 负增长1个百分点。

1949年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几十年来, 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

投资的5%以上, 至今仍占农、林、水、气基建投资的50%左右, 形成了3 000多亿元的固定资

产, 实现了很好的防洪减灾效益。1950～1990年大江大河防洪工程投入260多亿元, 减少淹没

耕地0. 65亿 hm
2, 减免直接经济损失3 000多亿元 (当年价) , 防洪工程的投入产出比达到1 10。

近年来,水利工程直接减灾效益每年都超过3 000亿元。1996年全国防洪经济效益4 083亿元,灌

溉经济效益1 181亿元。三峡防洪库容220多亿 m
3
, 为荆江分洪区分洪能力50亿 m

3
的4倍以上,

可使100年一遇洪水流量83 700m
3 / s降低到56 700m

3/ s。三峡防洪经济效益多年平均为6. 0～

8. 8亿元/ a。但是, 自1980年以来, 水利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从7%～8%急剧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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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右, 这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民经济极不相称。据世界银行估计, 如果中国经济保持预定

的8%～9%的增长速度, “九五”期间, 每年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的比重应达到7%～9%。据

统计, 我国预算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 1994年降至

3. 2%, 这是极不正常的。世界银行在 《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一

项抽样调查表明, 基础设施投资占公共投资的比重, 一般为40%～60% , 占总投资的比重一

般为20%”。这表明,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还赶不上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投资相对不足, 必然

造成基础设施缺乏, 构成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 “瓶颈”。

制约水利发展的关键是水利投入有限。当务之急要加大投入, 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

大湖的治理, 提高防洪标准。水文、气象等各项事业, 也要增加投入。一方面应根据需要, 研

究提高水利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 并从多方面开辟资金渠道, 以增加水利的投入; 另一方面

要努力提高资金的效果, 使有限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要通过科技进步和集约经营, 降低水

利建设的成本, 提高水利事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并促进水利机制内部的资

金良性循环。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利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决定于国民经济的统筹安排。

最近, 国务院决定增发1 000亿元国债和1 000亿元银行贷款, 用于加快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等

6个方面的建设。在新增1000亿元国债的6个使用方向中 “农林水利”建设首当其冲, 得到304

亿元的巨资支持。“农林水利”是这次新增国债的投入重点, 其中 “水利”又是重中之重。304

亿元资金中, 仅投向水利建设的, 就达到254亿元, 所占比例超过80%。如果再加上年初计划

投入部分, 今年我国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将达到356亿元, 是以往年度投资额的4倍多。

洪灾带来的深刻教训, 使我们在确定投向时更能突出重点和针对性。比如, 这次安排了一

部分资金开展大江大河堤防和城市防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它们抗御洪水的能力。建设堤防

只是 “治标”之举。开展积极的生态环境治理, 实现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的结合, 才是防患于

未然的 “治本”之策。为此, 国家此次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长江、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 在林

业上也投入31亿元, 下决心在今年内开始全面停止对天然林的砍伐。高强度资金投入使 “久

旱”的农林水利建设喜逢 “甘雨”。灾后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都

将强劲地刺激需求, 给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市场空间。据分析, 灾区的房屋道路、车辆、电力、

水利和居民消费品等方面的重建至少需要3 000亿元人民币, 可以带动全国经济增长1～1. 5个

百分点。

加大水利投入, 加快水利建设, 应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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