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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施祖麟王亚华

（清华大学２１世纪发展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本文以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中心，采用实证研究，进一步阐
述了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生态环境状况恶化及其症结的论述，指出了以生态建设为中
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设想。
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加剧、水资源短缺、植被破坏、森林草原退化是西部地区面临的主
要生态环境问题，工业污染成为城市发展经济的后遗症。这一切问题都有其症结所在：历史上长期
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生态脆弱互为因果；“过分强调粮食自给”的发展模式导致森林破坏和水土流
失；经济建设不遵循生态环境规律，生态建设科技支撑能力薄弱；制度上条块分割，使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各项措施难以落实。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生态屏障，其生态环境事关整个民族的生存质量
和发展空间，也是西部地区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生态环境建设成为西部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
题。由此，在西部开发中要坚持生态建设与富民增收的双重原则，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大开
发中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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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是一片广阔的地域，被国家划入西部

察西北五省时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

大开发概念的１２个省市自治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共中央“十

２／３，人口占全国的１／４。有人将西部的特征简练地

五”计划建议中更明确地提出：“力争用五到十年时

概括为８个字：荒、远、边、穷、大、奇、宝、美。但是，数

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

百年来无数次的战乱、灾害，以及建国以来大规模的

进展，使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垦殖与开发，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水土流

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及症结所在

失十分严重，干旱和荒漠化问题突出，人类生存环境

西部地区支撑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越来越恶劣。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不仅阻碍西

制约资源利用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生存环境非常

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未来民族生存

恶劣。目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可以概括

环境的重大隐患。１９９９年６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视

为：生态普遍脆弱，生态保护能力低下，局部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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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施祖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资源管理、区域与城市发展。

一２Ｊ一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穗溯澜渊黼＿＿—‘巍茗罐瞽亳卤函—亩螺甄盔白

总体在恶化，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破坏及退化

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总面积达１８８万平方公里，占

问题；城市环境问题突出，污染治理水平较差；整体

全国沙化面积的７１．７％。荒漠化面积前３位的分别

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下，对中国整体生态环境构成威

是新疆（１０４．４万平方公里）、内蒙古（６５．９万平方公

胁。

里）、西藏（４３．６万平方公里）。
１．西部地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荒漠化的原因，除气候因素外，人为作用造成天

从总体上看，我国西部地区面临着四大生态环

然植被破坏和过度开垦而超量用水也是重要因素。

境问题，一是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土地荒漠化加

日益严重的荒漠化，不仅造成生态系统失衡，而且给

剧，三是水资源短缺，四是植被破坏、森林草原退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这一现实将

化。

成为制约中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经济和

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１）水土流失严重

根据水利部遥感调查，全国土壤侵蚀面积为

（３）水资源短缺

４９２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５１．６％，其中有４１０

从总体上看，除了四川盆地等少数地区，西部大

万平方公里分布在西部，占全国总侵蚀面积的

部分地区严重缺水，但缺水类型在西北和西南各有

８３．３％，西部地区土壤侵蚀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比

不同。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当地年降雨量大都在４００

重高达６０．５６％。水土流失在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

毫米以下，有的仅为１００毫米，而多年平均年蒸发量

西北地区的风蚀和西南地区的水蚀以及青藏高原的

高达１２００毫米以上，且降水量与径流量的年际变化

冻融侵蚀。水力侵蚀以黄土高原和长江中上游地区

很大，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加之人类活动对水资源

最为严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４５万平方公里，

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许多湖泊萎缩干涸，河流干

约占总面积的７０％，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

涸断流，以及冰川后退等问题。西北地区在中等干旱

区，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长江中上游地区

年，缺水率为８．７％，其中陕西关中地区、新疆绿洲

水土流失面积为５５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３５％，

地区和甘肃河西走廊和石羊河流域缺水程度较高

不但使当地土层日趋贫瘠，不少地区因土地“石化”

（见表１）。西南地区尽管年降雨量可达１０００毫米以

丧失基本生存条件，而且造成江河湖｝白泥沙淤积，加

上，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下垫面主要是山地丘陵，岩

剧长江下游洪涝灾害的发生。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地

溶广布，土壤涵蓄水分能力低，降水多蓄水少，加之

区为海拔３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土壤侵蚀以冻融

山高水深的地形特征，修建水利设施难度大，使丰富

侵蚀为主，冻融侵蚀面积１０４万平方公里。

的径流资源难以利用。

（２）荒漠化加剧

（４）森林植被破坏严重

中国已经成为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森林植被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根本，森林植

一。目前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２６２万平方公里，占国

被破坏是加剧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沙尘暴频发等

土面积的２７％，相当于１４个广东省面积，是全国耕

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西北地区（除陕西）森林覆盖

地总面积的两倍多，并且以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

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森林覆盖率只有

度扩展。有近４亿人受其危害，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０．３５％，新疆为０．７９％，宁夏为１．５４％，甘肃为
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４０亿元，相当于西北五省区１９９６

４．３３％，西藏为５．８４％。西北四省（陕西除外）的森

年财政收入的３倍。其中西北及内蒙古六省区是我

林面积仅有４００万公顷，只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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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西北重点地区缺水情况（中等干旱情况）
城镇缺水

新疆

河西

农村需水 总需水 总供水 总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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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１０８ ｍ３

区，但森林资源破坏非常严重。长江上游

缺水率％

的四川省森林覆盖率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合计

１３．３

４２２．３

４３５．５

３９２．３

４３．３

９．９

北疆

９．０

１５６．２

１６５．２

１４７．４

１７．９

１０．８

南疆

３．０

２４８．２

２５１．２

２２８．３

２２．８

９．１

东疆

１．３

１７．８

１９．１

１６．６

２．６

１３．３

合计

３．９

７０．１

７４．０

７１＿８

２．２

３．０

疏勒河

１．０

１１．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０．０

０．０

黑河

１．６

３２．６

３４．２

３３．６

０．６

１．６

石羊河

１．３

２５．７

２７．０

２５．４

１．７

６．１

柴达木

Ｏ．７

６．４

７．１

７．１

０．０

０．０

宁夏

６．Ｏ

８３．２

８９．２

８８．８

０．４

０．４

关中地区

１４．６

５４．９

６９．５

５６．５

１３．０

１８．７

西北

３８．５

６３６．８

６７５．３

６１６．５

５８．８

８．７

到８０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下降了６０％以
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四川森林覆盖率仍达
２０％，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对森林进行了
史无前例的掠夺式砍伐，造成６０年代四
川森林覆盖率一度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仅有９％。长江上游的西南林区与嫩江上
游的东北林区是建国以来两大森林采伐
区，由于森林资源的减少，森林的生态功
能明显下降，１９９８年长江、松花江、嫩江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九五”攻关项目９６—９１２课题资料。

３％，覆盖率为１．７５％，在大部分地区无生态屏障而

洪水与森林砍伐有密切关系。

言。西北地区草原退化率（除新疆）大大高于全国平

２．西部地区的城市环境问题

均水平，宁夏草原退化率高达９７．３７％，陕西为

西部地区主要城市面临着严重的工业污染，单

５８．５５％，甘肃为４５．１７％，西藏为３０．３６％。过度垦

位工业附加值产出的各类污染强度都大大高于全国

殖和放牧、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和乱砍滥伐是造成

平均数，省会城市空气污染指数大幅度超标。

森林植被破坏的主要原因。

表２给出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

西南地区是我国有林地和森林资源富集的地

人口、经济和工业污染总量占全国的比例结构。可以

表２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污染比较（１９９８）
指标和单位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ＧＤＰ（亿元）

工业附加值（亿元）

工业废气排放量（亿立方米）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工业烟尘排放量（吨）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吨）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０６．４５

１６５．９３

６８８．１６

（１１％）

（１７％）

（７２％）

４６０６４

４１６８８

３５５３０

（３７％）

（３４％）

（２９％）

４６２１１．５

２１９２１．３７

１４６４７．３８

（５６％）

（２６％）

（１８％）

１９ｒ７１４．４２

８７４２．８７

绷．９１

（５９％）

（２６％）

（１５％）

５８３５３

３３９４２

２８９１０

（４８％）

（２８％）

（２４％）

７１５１９９６

４０３４８７３

４７４３３４３

（４５％）

（２５％）

（３０％）

３８７１３５０

３９００７８０

３９８１９１５

（３３％）

（３３％）

（３４％）

９７９７８６

６０（ⅫＤ６

４２６１４０

（４９％）

（３０％）

（２１％）

２９８１１

２７０７０

２３１６２

（３７％）

（３４％）

（２９％）

注：括号内为占全国百分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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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９６０．５４

１２３２８２

８２７８０．２５

３３３５８．２

１２１２０５

１５９３０２１２

１１７５‘ｍ４５

２（１０１６３３２

８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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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各地区的污染占全国的比重与经济和人口之

都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之列１。

间的关系不成正比关系。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

３．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

人口３７％，但创造了全国的５６％的ＧＤＰ和５９％的

西部地区生态破坏严重，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先

工业附加值。与此同时，东部地区排放的工业废气、

天脆弱的自然条件固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人类不

ＳＯ：、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只占全国排放量的

合理的土地开发活动是加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和

４８％、４５％、３３％、４９％和３７％；西部地区的ＧＤＰ只

症结所在。

占全国的１８％，工业附加值只占全国的１５％，但其
排放的工业废气、ＳＯ：、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分别

（１）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展水平低，贫困
和生态脆弱互为因果

占到全国的２４％、３０％、３４％、２１％和２９％。也就是

西部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迫于眼前

说，西部地区单位附加值的单位污染排放大大高于

生存压力，毁林开荒、陡坡种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东部，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气、

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大量存在。但脆

ＳＯ：、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分别是东部

弱的生态状况和有限的环境容量，极易因人类活动

的２．０、２．７、４．１、１．７和３．１倍（见表３）。

遭受破坏，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危及人们生存基础，
反过来大大制约了西部人民脱贫致富。统计研究表

表３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污染强度比较（１９９８）

ｌ东部ｌ中部ｌ西部Ｉ全国
３

３．９

５．９

３．６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亿元）

３６３

４６２

９６８

４７８

工业烟尘排放量（吨，亿元）

１９６

４４６

８１２

３５２

工业废水排放量（吨／万元）

｝５０

６９

８７

６０

３．１

４．７

２．４

工业废气排放量（立方米／元）

明，在西部地区，贫困和脆弱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相
关关系（赵跃龙，１９９８）。调查资料表明，东、中、西部
生态脆弱县数占总县数比例分别为２９．８％、３２％和
４７．１％，贫困县数占总县数比例分别为１３．２％、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吨／万元）ｌ

１．５

２３．５％和４４％，这说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劣于
中东部，贫困发生率也大大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

注：污染强度按单位工业ＧＤＰ的污染量计算。

区的生态脆弱县大约占到全国的一半，贫困县大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９。

这表明，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内分工格局中，西

占全国的６０％。在西部地区每１００个生态脆弱县中

部地区的工业是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包括煤

就有７０个是贫困县，而在中部只有４１个，在东部只

炭、电力、石油化工、天然气、有色金属、盐化工和磷

有２３个。同时，在西部地区每１００个贫困县中，就有

肥工业，大都是耗水耗能大户，污染密集型产业，造

７５个是生态脆弱县，而在中部是５６个，在东部是５３

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从

个。这些结果也说明，生态环境破坏和贫困密切相

而形成了“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结构，加

关，因此生态建设必须和富民增收相结合，如果不能

之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落后，污染治理水平低下，污

把生态建设同提高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农民就缺乏

染强度很高。虽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比

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

较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总量并不大，但由于大部
分工业都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污染排放十分集中，

（２）“过分强调粮食自给”的发展模式，农耕地
面积过大

造成严重的城市环境污染。乌鲁木齐、兰州和重庆

建国以后，我国没有按照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

１据１９９８年联合国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依次是：太原、米兰、北京、乌鲁木齐、墨西哥城、兰
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和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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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畜牧、水利和科技等多个部门，需要根据具体区

的发展战略，片面追求粮食当地自给率，不但造成种

情和生态问题特点，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但是管理体

植业比例过大，而且各地农业产业结构趋同。西部

制不顺、政出多门、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的问题，

地区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更适宜林、牧业发展，但

目前还普遍存在。生态建设规划往往缺乏科学依据，

事实上林、牧业的产值比重甚至还低于中部和东部，

生态建设的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不能很好结合，有

而种植业比重却高于中东部。农业生产偏离比较优

限的资金被分散使用，大大降低了生态建设的综合

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陡坡种植，农

效益。

耕地面积过大，且广种薄收。不但农业生产陷入“愈

二、西部开发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

穷愈垦，愈垦愈穷”的恶性循环，而且造成森林植被

中国在世界上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环境大国，

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例如在黄

对世界环境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西部地区是

土高原，农耕地面积过大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矛盾焦点所在，因此，西部开发

因，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有４０—６０％来源于坡耕

要特别注意生态环境建设。

地。试验表明，坡耕地侵蚀产沙量为天然荒坡的５
倍，草地的５０倍，灌木林地的６６倍，乔木林地的

１．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西部生态环境
事关整个民族的生存质量和发展空间

１００倍。

西部地区处于我国的江河源区及其上游地区、

（３）经济建设不遵循生态环境规律，生态建设
科技支撑能力薄弱

西北季风的发源地，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
着极大的跨区域影响，是维持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稳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正是不遵循自然规

定的重要地区。长江、黄河、珠江地区涉及２０多个省

律发展经济的结果。违背自然规律的发展，必然逐

区，这里的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

渐丧失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使一时的经济

的生存与发展，其上游生态环境一旦受到破坏，就很

发展得不偿失。西部地区过去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

难治理甚至不可逆转，这不仅使当地无法持续发展，

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生态投资效益较差，生态恢复

而且直接影响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和建设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黄土高原植被的恢复重

西南地区位于长江上游，汇聚了长江的十几条

建进展缓慢，现有林地覆盖率（包括灌木林）仅

主要支流，西南地区还是珠江的发源地，从加强水源

１５％。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水分条件等科学问题，造

涵养，防止泥沙冲淤，保证航道畅通，调节洪水流量，

成植树成活率低的现象在西北地区普遍存在。植被

保障水能资源，维持我国两大经济金三角——长江

建设成活率低、保存率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解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安危等作用看，其生态屏障的

决好科学植树种草及其管护问题，使得几十年来造

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建国后急

林不成林，种草不见草，人工植被结构单一，水土保

功近利的大开发，已经造成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大

持效益低下。

破坏。森林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加剧，１９５７年

（４）管理体制不顺，条块分割，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各项措施综而不合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３６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
面积的２０％，到１９８６年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到７３万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

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４１％，增加了１倍。上游

取工程的和非工程的多项措施，涉及计划、农业、林

地区的生态破坏不仅危及上游生存，对中下游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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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构成更大威胁，长江中下游河水泥沙含量猛增，

原沙化和荒漠化加剧，是沙尘暴的罪魁祸首。２

河床抬高，洪水泛滥，经济损失越来越大，１９９８年长

１９９８年的长江洪水、２０００年频发的沙尘暴和

江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３００７亿元，相当

９０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黄河断流，这三大生态警报

于当年ＧＤＰ的３．８％。

不但使全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乃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从西部到东部流经９省

是防灾兴利之本，而且也深刻教育了国人，西部地区

区，黄河错综复杂的防洪问题、断流问题和水环境问

的生态安全是全国性的公共利益，应当放在国防安

题，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上中下游其实已经

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西部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

密切成为一个整体，黄河的整治必须从全流域整体

程，诸如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源头生态保护和中

着眼。如果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得不到有效治

上游地区的植被保护、水土流失治理，西北地区的防

理，水源得不到涵养，不仅造成黄河的生态水被挤

沙治沙工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建设等是全

占，黄河常年断流，而且会在中下游形成大量的泥沙

国人民共同的责任，要由中央政府动员全国特别是

淤积。青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产流区和水源涵养

东部地区的财政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

区，境内流域面积占全流域面积的１９．６％，径流量

源进行整体建设。

占黄河总径流量的近５０％。但多年来由于过度放牧
等原因，植被大量破坏，导致草地沙化和水源涵养功

２．生态环境是西部开发的铷约性因素，生态环

境建睃是西部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能下降。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黄河上游径流开始出现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逐年减少的趋势，１９９７年１—３月的径流量减少

带来了极大危害。一是加剧了贫困程度。目前西部农

２３％，源头首次出现断流。这一年，下游断流天数达

村贫困人口９０％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

到破记录的２２６天。黄河上中游的黄土高原区，水土

地区，生态恶化和贫困问题呈双重恶性循环，贫困既

流失严重，泥沙俱下，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１６亿

是恶劣生态环境的结果，也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

吨，淤积在下游河床的泥沙年均达４亿吨，河床每年

因。二是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脆弱生态环境

抬高１０厘米，形成了下游近千里的地上“悬河”。黄

使区域开发治理成本较高。三是生态破坏加剧自然

河断流降低了径流行洪排沙的能力，加速下游河道

灾害发生，日益频繁的旱灾、风灾、洪灾和地质灾害，

萎缩，下游面临更为严峻的“小水大灾”的洪涝威

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

胁。

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例如，新疆处于我国
２０００年春季，连续１２次沙尘暴袭击了我国北

生态极强度破坏地区之列，《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

方。其中３月底的一次沙尘暴，２２日形成于蒙西的

坏现状及其恢复利用研究》项目的成果显示，新疆

阿拉善沙漠地区，由西而东，掠过内蒙的广大沙漠和

１９８５年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值达８９．４６亿元，

沙地，２３日袭击了北京，当日北京和太原空气质量

占同年新疆国内总产值的３８．３６％，平均每平方公

降为四级，而银川、兰州和呼和浩特则高达五级。沙

里损失值约０．５４万元，亩均耕地损失１４９元，人均

尘暴东进南下，２３日还袭击了环境优美的滨海城市

损失６５７元。

大连。２４日又跨越黄河和长江，直扑江南，江苏全境

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生

数日被沙尘笼罩。２７日上海和南京下起了罕见的

态环境如果不改善，经济就不能发展，以牺牲环境为

“泥雨”。西北地区的过度放牧、毁林开荒，造成的草

代价的经济发展，会更加严重地影响生态环境，从而

２李永增．沙尘暴再度拉响西部生态警报．嘹望，２０００，（１５）
一２６—

‘蚕蕾罄墨备盍缸＿苗罐雪函嗣昏——翻黼㈣鬻：一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使已有的经济成果付之东流。只有生态环境建设好

式。应以生态建设为中心，建立资源节约型生产体

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存和生产条件才能改

系，从资源高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转向可持

善，经济才可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西部部分地区

续发展模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性资源，保护

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例如

黄河、长江源头。

在贵州毕节贫困山区，过去由于森林植被破坏造成

３．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战略设想

水土流失，土壤石化使可利用土地减少，为了满足粮

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要解放思想，跳出生态谈生

食需求，当地居民毁林开山，垦殖率非常之高，形成

态，实现三大突破，即突破局限粮食生产的封闭观

“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事实使当地人

念，突破治理措施的部门束缚，突破生态建设与富民

民深刻认识到水土保持是山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

增收的悖论，相应实施生态建设与富民增收这两大

路，在民间流传着“一捧土、一碗饭”、“保土就是保

相互联系的举措。生态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

命”的说法。

提高收入是生态建设的保障。西部开发应该实现生

西部开发可能会加大生态环境压力，应避免大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生态建设和环境治

开发带来大破坏。西部生态环境的压力既有来自内

理既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又具有较高的经济收

部的压力，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外部的压力是指

益，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生态环

东部的污染“西迁”问题。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防灾减灾就是增加ＧＤＰ和增产

成，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竞争加剧，高物耗、高能

粮食，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是关系西部地区人民生

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市场压力会越来越大，东部地

存与发展的根本大计。

区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能耗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

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总体思路是：把恢复植被

业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３由于劳动力成本上

作为主攻方向，大幅度提高植被覆盖率，带动土地利

升，一方面会吸引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向东部转

用结构调整与优化，恢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建立

移，另一方面，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在一定程

西部地区生态安全体系；寓富民增收于生态建设之

度上向西转移，例如蔗糖业由广东向广西、云南的转

中，调整农业结构，开发替代产业和增加就业，发展

移，上海粗纺业向新疆的转移。新的产业分工和布

特色经济，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生态建设应相应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是生态建

局，必然对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造成更大压力。内
部的压力主要指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设与富民增收和当地发展相结合，在生态建设中必

西部地区长期实施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须考虑能够改善当地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保

形成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西部地区正处于

证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有所增加；第二是生态建设要

工业化初期，人口不断增长，经济较快发展，自然资

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水资源，科学地进行林草植

源大规模开发，但是普遍存在“边开发、边破坏、边治

被建设，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第三是生态建设要因

理、边污染”的现象。

地制宜、分区治理，治理和保护相结合。

西部大开发不能以资源开发为中心、以环境破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目标设想为：用大约１０

坏为代价，要避免“高增长、高消耗（资源）”“大开发、

年的时问，西南地区实现“江河清澈”的建设目标４，

大破坏（生态）”、“先污染、后治理”，必须改变发展模

即开展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提高植被覆盖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经贸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遏制向西部转移污染的势头，中华工商时
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江河清澈”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意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排入江河的泥沙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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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幅度减少水土流失，使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明

系，西北地区基本实现“山川秀美”ｓ。

显好转，黄土高原的生态状况有较大改观，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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