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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大綱 

概論 

(1) 生態經濟區的範圍 

(2) 鄱陽湖在生態經濟區的角色 

 

經濟發展的狀況 

(3) 政策及例子 

(4) 效果 

 

生態保育的狀況 

(5) 生態地位 

(6) 政策(怎樣保護「一湖清水」) 

(7) 效果(鄱陽湖生態價值，污染情況)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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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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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經濟區範圍，「兩區一帶」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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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體核心保護區 

濱湖控制開發帶 

高效集約發展區 



生態經濟區範圍 

● 面積為5.12平方公里，佔江西省約30%的面積 

● 區內有38個縣(市、區) 

● 包括：浮梁、景德鎮、樂平、鄱陽、萬年、貴溪、鷹潭、

撫州、九江、永修、南昌、豐城、樟樹、高安、新余、

武寧、瑞昌等等 

● 承載江西省約50%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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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在生態經濟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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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 

陽 

湖 

 生態意義 

 經濟意義 

生態藍肺 

直接開發價值：漁業、航運 

為保育提供價值： 

生態旅遊、促進產業升級 



經濟意義 

直接開發價值： 

● 豐富自然資源，漁業開發 

● 有20多個港口，和多條主要水道，成為區域海運樞紐 
  

保育價值： 

● 湖區生態保育，作生態旅遊發展 

● 減少工業污染，作為江西產業轉移升級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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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意義 

微觀：江西市「藍肺」 
● 生態「雙肺」的建設 

● 「綠肺」：以雲居山至廬山西海風景
區為核心，加強封山育林、退耕還林 

● 「藍肺」：以鄱陽湖湖體為核心，以
沿湖3公里為緩沖，嚴格入湖水質的
管理、加大濕地恢復的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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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覽館資料 



生態意義 

何以作為「藍肺」？（保育鄱陽湖對江西的重要性） 

● 由鄱陽湖流出的水佔江西流域面積的97%，故水質控制
至為關鍵 

 

● 而鄱陽湖濕地為鄱陽湖輻聚水系的匯聚中心，早年圍湖
造田、過度放牧破壞了濕地植被，造成土地沙化，加劇
水土流失和沙塵等災害，成為江西的環境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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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意義 

宏觀：長江的重要調節器 
● 年均入江水量達1450億立方米，約佔長江徑流量的15.6% 

● 鄱陽湖的水量和水質直接影響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用水安全 

● 同時承擔調洪蓄水、調節氣候、降解污染等生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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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 



經濟發展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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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 

全省>56%GDP總量, 50%人口 

 

地區發展龍頭 

 

踞珠三角, 長三角, 閩東南經濟核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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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政策(八大板塊) 

南昌:帶動全省發展核心增長極 

九江:沿江開發 

景德鎮:世界瓷都 

新餘:新能源科技 

鷹潭:世界銅都 

撫洲:贛閩開放合作創新區 

豐(城)樟(樹)高(安):產業轉型升級 

鄱(陽)餘(江)萬(年):高效生態農業 

 
產業發展方向 

第一產業: 高效生態農業 

第二產業: 新型工業 

第三產業: 現代服務業 
13 



經濟發展政策 

高效生態農業 

發展區域: 鄱陽, 餘江, 萬年, 永修 

方針       : 加強農業基建, 推進農業綜合開發,  

                 提高產量(《全國新增100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2009-2020年）》) 

主要產品: 牲畜, 水產, 有機茶葉, 蔬果, 食用菌 

政策       : 建設生產基地(各類作物,果園) 

                鄱陽湖水產生產能力建設 

                建立生產加工基地(蔬菜,菌類) 

                    建立自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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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1：德安縣德邦種豬場 

綜合開發，資源循環，發展生態經濟 

 

背景：大量豬糞，如直接厭氧處理需要大型沼氣池；運輸困難，成本高； 

           發酵生成沼氣是嚴重溫室氣體； 

           廢水流入水體，造成富氧化，魚類死亡，水稻生長失控，影響有關產業產量 

 

(1) 豬糞分發處理 

將豬糞免費分送给附近農戶，利用其沼氣池作發酵處理，生產的沼氣、沼液和沼渣由農戶利用 

 

成果：農戶閒置沼氣池得以重新使用，獲得免費物料 

 

(2)建造發酵池 

場內建造發酵池生產沼氣發電，供應豬場及附近市鎮使用，沼液供給附近棉田作肥料 

 

成果：豬糞循環再用，減少水體污染 

 

胡振鵬&傅靜. (2014).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生態經濟建設. 鄱陽湖學刊 , (3),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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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2：余幹水產養殖加工業 

保護生態，發展養殖，壓縮捕撈，主攻加工 

背景：扶持大龍頭，培育新龍頭，發展小龍頭的發展方向 

(1) 建設養殖基地 

    8個部級水產生態健康養殖示範場，面積20萬畝 

    投入1000萬元資金，對泥鰍養殖池進行標準化改造 

 

    成果：特種水產產量達43260噸，產值達5.28億元 

               泥鰍產量達3600噸、產值達1200萬美元 

 

(2) 發展自家品牌 

    鄱浪牌烏魚、益人牌河蟹與鳙魚、及興鄱牌鱖魚 

    成果：6家養殖龍頭企業獲得綠色食品、無害水產品認證，9種水產及加工品獲得無公害食品認證 

 

江高夢&李軍民. (2012). 發展養殖主攻加工 江西省余幹做大做強漁業經濟. 上饒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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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政策 

新型工業 
方針: 工業轉型升級, 循環經濟 

發展區域及主要產業: 

 

 
交通重工業:航空, 汽車, 船舶(南昌, 景德鎮, 環湖中心城市) 

原料: 鋼鐵(新餘, 萍鄉), 石化(九江), 新材料(新餘), 先進裝備(南昌, 新餘) 

輕工業:電子信息(南昌), 生物醫藥(樟樹), 食品, 紡織 

政策: 建立資源循環工業園, 延長產業鏈, 發展高技術產業,  

           引入先進技術改良傳統產業(陶瓷,鋼鐵), 產業信息化,  

           培育自主品牌 

高科技, 高效益, 低耗能,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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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1：江西銅業集團公司 

致力於資源綜合利用及發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環境) 

背景： 

投入科技創新經費超過 20 億元以上 

投入技術：資源減量技術和替代技術、能量梯級利用技術、延長產業鏈技術、污染物“零”排放技術、回收處理技術以及降低再利用成
本的技術等 

 

(1)   廢棄物再利用 

       例如，閃速熔煉、轉爐吹煉產生大量的 SO2 氣體，直接排放將會對大氣造成嚴重污染。 冶煉廠採用洗滌、乾燥、吸收、轉化 

       等一系列先進工藝，每年用 SO2 年產100 萬噸濃度為 98%的高品質硫酸，硫的利用率達到 96.83% 

       成果： 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66 萬噸，創造經濟效益 3 億元 

 

(2)   伴生金屬的充分利用 

從廢棄物中回收稀有金屬。利用廢渣、殘液提取出多種稀有稀散金屬，如高純碲、硒粉、二氧化硒、高純錸酸銨、錸粉等系列產品

和鉍、鉛粉等重有色金屬產品 

成果：從銅冶煉還原液中回收錸酸銨技術， 不僅使回收錸變為可能，而且一舉成為我國最大的錸酸銨生產基地，使我國錸產量增

長了 6 倍 

胡振鵬&傅靜. (2014).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生態經濟建設. 鄱陽湖學刊 , (3),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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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2：豐城電廠的靜脈產業 
 

背景：豐城電廠：坐落市內，曾經歷過資源消耗過大，產生環境問題。 

 

努力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 

  

靜脈產業：保障環境安全為前提，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目標，運用先進的技術，將社會上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

廢物轉化為可重新利用的資源和產品 

  

(1) 每天排放的粉煤灰就有 1500 多噸，過去每年要花1000 萬元以上的費用處理。 2008 年，同宇新型建材有限責任

公司投產 

  

成果：依靠豐城電廠源源不斷的粉煤灰， 每天生產 800m3 的新型環保加氣混凝土砌塊,一年消化粉煤灰 12 萬噸，生

產砌塊 25 萬 m3，年產值達 2 億元，繳納稅收 1000 萬元，同時帶來了近 800 個就業崗位 

 

 

 

胡振鵬&傅靜. (2014).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生態經濟建設. 鄱陽湖學刊 , (3),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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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政策 

現代服務業 

方針: 發揮地區生態, 交通優勢, 支撐其他產業發展 

主要產業及政策: 

旅遊(紅色, 生態, 文化):環鄱陽湖生態旅遊商品研發基地 

特色文化產業: 陶瓷, 中藥, 道教文化 

商貿物流: 航空(昌北機場), 水運(九江), 鐵路, 公路 

環保: 能源審計, 環保科研開發, 產品營銷 

金融: 引進境內外金融機構 

 

節能環保, 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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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政策 

主要理念:  

1. 善用既有優勢 

2. 有效利用資源 

3. 減少浪費,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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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vs保育 

1.水產 
養殖取代捕撈 

休漁，漁苗補充 

 

2. 工業轉型 
發展新產業，減少資源消耗 

技術提升，綜合發展，減少污染 

 

3. 發展地區 
清晰功能分區，與保育區有一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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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方針顧全保育需要 



經濟發展vs保育 

生態保育: 經濟永續發展 
 

漁業:  

過度捕撈 

生態環境持續惡化 

物種消失 

 

航運:  

枯水期水位過低, 不利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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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不會對經濟造成損失 



生態保育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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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兩種生態 

季節性的水位變化造就了不同的景觀及生態 

豐水季: 河湖一體 

● 湖水上漲，水面迅速擴大 

枯水季: 水落灘出 

● 形成眾多的淺水湖和洲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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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的生態重要性 

1. 國際重要濕地之一 

● 受《拉姆薩爾公約》(Ramsar Convention)保護 

2.候鳥棲息地 

● 大批越冬候鳥的重要驛站 

● 食物補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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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的生態重要性 

3. 生物多樣性 

植物: 水生維管束植物102種 , 浮游植物158種 

動物: 魚類122種 , 浮游動物59種 , 底棲動物50種 

國家一級及二級動物: 江豚, 白鰭豚 

 

全球稀有候鳥白鸛, 90%在鄱陽湖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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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的生態重要性 

4. 調蓄洪水 

● 擔當緩衝區 

● 保護長江中下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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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的生態重要性 

5. 調節氣候 
● 擔當海洋的角色 

● 水較陸地吸熱/散熱慢, 夏天時溫度上升較
慢,冬天時下降較慢, 減低附近內陸地區夏
天溫度及提高冬天的溫度 

● 蒸發->提高當地濕度, 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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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鄱陽湖設立的各類保護區 

● 國家級: 江西省鄱陽湖自然保護區、鄱陽湖生態功能保護區 

● 省級: 江西省鄱陽湖南磯濕地自然保護區、江西省鄱陽湖河

蚌保護區、江西省鄱陽湖湖鯉鯽魚產卵場自然保護區、江

西省鄱陽湖銀魚自然保護區、江西省鄱陽湖長江江豚自然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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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區 VS 生態區?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目標為保護鄱陽湖的「一湖清水」 

2008年全國政協第十一屆會議期間，江西政協委員向大
會提交了《世界上只有一個鄱陽湖》的提案，顯示要保
護鄱陽湖對全世界的巨大生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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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減少旅遊業對鄱陽湖的影響 

2. 減少經濟區工業發展對鄱陽湖的影響 

3. 生態水利發展, 減少基建發展對鄱陽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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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政策(八大工程) 

1. 污染防治工程 

2. 濕地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工程 

3. 生態文化工程 

4. 鄱陽湖綠化帶工程 

5. 藍天行動示範工程 

6. 循環經濟和節能減排示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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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對鄱陽湖生態的影響和控制 

生態旅遊業 

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 

(1) 拉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2010年底鄱陽湖國家濕地公園將發展農(漁)經營戶1000家，增加鄉村就業人數10000人，接待遊客量達
到40萬人次，實 

現旅遊總收入1.3億元 
 

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1)  水質磷和氮含量超標，60％來源於旅遊經營場所的排放 

(2)  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指標也未達到II級標準，主要原因是建築業和餐飲

業的迅速發展，汽車尾氣排放量的迅速上升 

(3)  比較常見的水生、濕生和沼生植物在近兩年減少了2種，物種消失的速度讓人震驚 

(4)  濕地植被減少，平均每年減少5．2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不斷加劇 

 

 

祝建霞. (2010). 鄱陽湖國家濕地公園旅遊環境影響評價研究. 江西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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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對鄱陽湖生態的影響和控制 

1. 河水、湖水的污染(生活污水,工業污水,農業污
水控制)水質磷和氮含量超標 

 
 - 污水防治工程: 五河源頭綜合治理,加快建設城鎮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嚴格防控工業污染, 防治農業
 面源污染,治理重金屬污染, 控制旅遊業和船舶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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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污水處理廠 

新干縣污水處理廠 
 

2011年1-12月污水處理量達3521885噸，減少水質中主要污
染物氨氮含量及化學需氧量，2011年全年削减氨氮46.13噸，
化学需氧量減少了478.98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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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企業排污量 

否決高排放企業和經濟項目落實 

 

2011年先後否決6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落戶新干縣 

 

2011年新干縣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削減總量為726.94噸，
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削減總量為1200.43噸，主要污染物氮
氧化物削減總量為338.71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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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對鄱陽湖生態的影響和控制 

2. 鄱陽湖地區空氣污染 

 

-藍天行動示範工程 

 減低空氣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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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對鄱陽湖生態的影響和控制 

3. 物種消失 

 

-建設候鳥保護監察站和設施 

-建設鄱阳湖江豚自然保護區以及水生生物資源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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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對鄱陽湖生態的影響和控制 

4.綠化地區, 濕地植被減少 

 
-環鄱陽湖平原植樹造林, 建設防護林帶和血防林 

 鞏固泥土, 防止濕地水土流失 

-建設濕地保護區, 濕地公園 

 恢復濕地植被50萬畝以上, 監察濕地範圍30萬畝 

-退田還湖, 建立濕地自然恢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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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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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展現對保護鄱陽湖的明確決心（具備生態和經濟意義） 

● 經濟：發展生態旅遊（直接開發價值）、加快產業升級
（原動力） 

● 生態：推動八大工程，包括建設循環經濟和節能減排的
示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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