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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湿地的价值表现往往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现有的规划体系大多是基于对湿地保护

的感性认识和分析，没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服务进行量化分析，由于湿地的保护、恢复和治理

需要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城市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只见投入而未见收益，往往导致在决策和经济活动中

出现偏重可见的经济效益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本文通过对大东湖湿地公园的价值评价，将湿地资源的消耗

和价值表现在价格信号中反映出来，既为湿地保护和开发提供管理选择的依据，促进政府决策，又提升社

会公众对湿地服务价值的直观认知，将显著的提高湿地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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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2005 年 4 月联合国发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

60%正处于不断退化状态，地球上近 2/3 的自然资源已经消耗殆尽。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滨

水区经济价值与生态脆弱性之间的矛盾激烈，滨湖开发和硬质化导致湿地的大规模减少，至

2010 年，武汉湿地面积已由 2000 年的 3358.35 平方公里减少到 3195.85 平方公里，10 年内

净减少 162.5 平方公里。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指明了今后努

力的方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作为“百湖之市”的武汉，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管理和保护成为了武汉现阶段城市生态发展重要目标和挑战。 

规划大东湖湿地公园位于武汉市三环线以东，武黄城际铁路以北，包含严东湖、严西湖

及周边区域，规划面积约 83 平方公里。由于城市的不断向外扩张，原本处于城市郊区的严

东湖、严西湖地区逐渐被城市建设包围， 严西湖北面化工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严西湖和

严东湖中间华山生态新城的建设硬化了临湖一线的湖汊，作为曾经武汉东部区域水质条件最

好的严西湖，生态环境前景堪忧。但由于规划范围面积大，涉及四个行政区，现状环境复杂，

影响因素多，大东湖湿地公园的建设处于搁置状态，政府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进行建设。本文

试图对大东湖湿地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量化，并探讨建设的成本-效益比较，为



 

 

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 

2、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简称 CEA）是指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

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常用于评估需要量化社会效益的

公共事业项目的价值。 

成本效益分析在美国和欧盟的政府决策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正在被推广到

世界各地。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是直接的：它寻求监管对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净效益的

计算方法是：用监管的效益减去监管的成本。通过对监管成本与其带来的收益作比较，成本

效益分析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识别监管所产生的净福利收益。成本效益分析的合理运

用，可以为政府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帮助。 

3、大东湖湿地公园保护和发展规划成本评估 

3.1 大东湖湿地公园规划 

大东湖湿地公园在总体布局结构上突出“一环四湖串七珠”结构形态，即以严西湖、严

东湖、竹子湖、清潭湖以及各湖泊之间的联通渠组成的环状湿地串联七大景区和功能区，并

且从体、线、区三个层次反映大东湖湿地公园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本次研究取功能区划、植

被规划和项目策划作为成本评估基础。 

3.1.1 大东湖湿地公园的功能区划 

根据大东湖湿地公园空间分布总体特点，考虑到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流域连续性以

及实际可操作性，借助 ArcGIS 下的空间叠加方法，结合《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导则（试

行）》的要求，将大东湖湿地公园的结构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游憩活动区

三个层次。 

编号 分区 面积（ha） 功能区特征 功能区建设要求 

1 
核心保护

区 
667.86 

生态敏感性高湿地

形态完整、水生植物

群落面积和存量较

高的区域 

绝对保护区，核心区内仅供开展保护、监测等必

需的保护管理活动，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

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 



 

 

2 
生态修复

区 
4245.54 

中心湖面及其 

周边生态敏感度高

的地区；生态廊道和

迁徙通道；需要进行

生态修复的区域 

重点展示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自然

景观，开展湿地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对于湿地

生态系统和湿地形态相对缺失的区域，应加强湿

地生态系统的保育和恢复工作。 

3 
游憩活动

区 
1992.46 

湖泊三线划定的绿

线范围内其他区域；

基本生态控制线中

划定的其他生态底

线区 

可以开展以湿地为主题的休闲、游览以及相配套

的湿地公园管理者开展管理和服务活动。 

3.1.2 大东湖湿地公园的植被规划 

结合东湖风景区现有植被实际情况，对景区内的植被景观进行区划，共分为湿地植被景

观区、风景丛林植被景观区、山地森林景观区、疏林草地景观区、农业生产植被景观区五个

植被景观区。 

3.1.3 大东湖湿地公园的项目策划 

充分考虑生态资源的完整性、行政区划、交通、实施项目等因素，综合划定五大景区。

景区包含 38 个景点，其中景点分为生态修复区景点、游憩活动区景点和花山生态新城内景

点，核心保护区禁止设置景点。 

3.2 大东湖湿地公园投入预测 

3.2.1 建设投资 

（1）建设规模预测 

根据大东湖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内容包括生态修复与游憩设施建设、绿道与基础设施建

设、宣传与教育设施建设等内容 

自然湿地修复：2912.75 公顷 

人工湿地：663.89 公顷 

景观绿化：2152.2 公顷 

观景平台：20 个 

观鸟塔：5 个 

观鸟掩体：10 个 

解说牌：80 个 

建筑改建：（主要含湿地学校、湿地修复展示中心、湿地植物保育中心）182560 平方米 



 

 

建筑新建：（主要含游客服务中心和服务点）192700 平方米 

宣教中心完善:实验室设备——400 平米；科研基金——200 万；陈列演示、宣传资料—

—2000 平米；办公设备——2000 平米 

园内道路：绿道总长 97.2 公里，其中新建部分 52.8 公里，改造部分 17.8 公里，沿城市

道路部分 26.6 公里。 

（2）建设总投资：253870 万元 

自然湿地修复：58255 万元 

人工湿地：26555 万元 

景观绿化：100 万元 

建筑改建：7302 万元 

建筑新建：（主要含游客服务中心和服务点）154160 万元 

宣教中心完善:2000 万元 

园内道路：约 5500 万元 

3.2.2 品牌推广和运营投资：2540 万元 

投入工程投资的 1%和部分运营费用（每年 80-100 万元）作为专项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

费用，设立专门的品牌营销部门和专职工作人员 5 名，负责日常营销工作。 

3.2.3 应急维护投资：12700 万元 

以总工程投资的 5%计算。 

3.2.4 对于大东湖湿地公园建设的投资总计约 25.8 亿元 

4、武汉市大东湖湿地公园系统效益评估 

4.1 城市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构成 

城市湿地公园，是指利用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适宜作为公园的天然湿地类型，通过

合理的保护利用，形成保护、科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园。城市湿地公园的价值构成包

含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本文将城市湿地公园的系统服务功能分为供给服

务、供给能源、调节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等。 



 

 

 

（2）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 

国内外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采取的方法和角度各有不同（表），本文中将湿地

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分类评估[1]，最终取各价值占总价值的

比例进行整合。 

 

 



 

 

 

4.2 武汉市大东湖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4.2.1 直接使用价值 

大东湖湿地公园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38%，严东湖和严西湖均属于浅水湖泊，按照广义

的湿地定义，严东湖、严西湖均属于湿地范畴。 

（1）动植物产品 

动植物产品是生态系统提供里最直接的服务功能，选取主要产品进行统计：莲藕、水产

品。根据水产公司资料，得到严东湖、严西湖的养殖水产品的产量，根据市场调研得到水产、

莲藕等价格。根据统计的出严东湖和严西湖养殖水产品年总价值约为 600 万元，养殖荷花池

塘年总价值约为 8000 万元。 

（2）旅游资源 

规划建立生态安全评价模型，通过案例类比法和时间预测法的分析，案例类比法求的规

划区人口在 28000-170000 之间，时间轴变化统计得到规划区人口在 36000-42000 为生态容

量稳定且较好的分界值。整个大东湖湿地公园日游客容量为：54500 人，其中峰值日不超过

106000 人。从舒适度来看，大东湖湿地公园每年 1－12 月份，每个月均有对应的适合开展

旅游活动，每年按 300 天计算游客容量。年游客容量为：全年宜游天数为 300 天，则年游客

量约为 1635 万人。 

公园的休闲旅游收入=游客规模×人均消费+其他运营收入 

根据对全国其他湿地公园的调研，按照人均每人约 96 元计（其中，平均门票收入为 30

元，平均园内餐饮收入为 25 元，平均园内购物收入为 15 元，平均园内休闲娱乐收入为 23

元，其他收入 3 元），其他运营收入，包括游客服务中心运营：4 星级，840 床，55%入住率，



 

 

每人住客房收益按 850 元计，生态客栈运营收入：经济性，700 床，45%入住率，每人住客

房收益 300 元计。 

公园旅游年收入=1635 万人×96 元/人+11780 万元+2835 万元=171600 万元 

（3）教育科研 

根据我国单位面积湿地生态系统的平均科研价值与 Costanza 等人对全球湿地生态系统

科研文化功能价值的平均值为 3897.8 元/hm2 计算。大东湖湿地公园中湿地面积总计为

1576.9hm2，则科研文化功能价值约为 615 万元。 

（4）水质净化价值  

从武汉市环保局公布的 2013 年武汉市环境状况公报得到严东湖与严西湖主要污染物均

为无。 

（5）均化洪水及涵养水源价值 

涵养水源价值为湖泊常水位时水源涵养量与单位蓄水库容成本之积，均化洪水价值为汛

期湖泊水源涵养量与常水位时湖泊水涵养量之差与单位蓄水库容成本之积，单位蓄水量库容

成本以全国建设投资计算，每建设 1m3 库容需年投入成本 0.67 元[3]。根据严冬湖和严西湖

的蓄水量，两湖均化洪水和涵养水源价值总计 3331 万元。 

（6）根据上述统计得出，大东湖湿地公园直接使用价值为 18.42 亿元 

4.2.2 间接使用价值 

间接使用价值以测定的水生植被干物质量为基础，经货币化转化得到其经济价值量[2]。

间接使用价值量合计约为 2800 万元。 

4.2.3 非使用价值 

由于非使用价值大多处于感性的分析，国内外对于湿地价值研究多采取调研问卷的形

式，并呈现湿地的非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的特征，本文根据王凤珍等提

出的严东湖非使用价值为调查样本法，经过调查问卷的出居民支付意愿率 65.3%。通过线性

插值法计算得到人均支付意愿值为 45.8 元/a，按照 2013 年武汉市统计公报公布的全市常住

人口 1022 万，得出大东湖湿地公园的间接使用价值为非使用价值约为 3.05 亿元。 

4.2.3 价值总计 

根据以上对于大东湖湿地公园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得出大东湖湿地公园系统服务功

能总计为 21.75 亿元。 



 

 

5、结语 

通过成本-效益量化分析得出，大东湖湿地公园总投资约为 25.8 亿元，年总收益可达到

21.75 亿元，大东湖湿地公园的建设将带来巨大的综合效益。 

湿地的价值表现往往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现有的规划体系大多是基于对湿地保

护的感性认识和分析，没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服务进行量化分析，由于湿地的保

护、恢复和治理需要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城市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只见投入而未见收益，

往往导致在决策和经济活动中出现偏重可见的经济效益而造成的决策失误。只有通过科学手

段定量评估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水平，将湿地资源的消耗和价值表现在价格信号中反映

出来，既为湿地保护和开发提供管理选择的依据，促进政府决策，又提升社会公众对湿地服

务价值的直观认知，将显著的提高湿地资源的保护，对湿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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