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9 月 30 日召开，中国

发出了最强声音。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

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

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

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

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

和谐的美丽家园。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风险，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我国建立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政策体系，贡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峻挑
战和威胁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高等植物种类约占全球高等植物总数的 10%，

居世界第三位，但受到的挑战和威胁也最为严峻。

《2019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我国

34450种已知高等植物中，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

高等植物 10102 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 29.3%，近

危等级 2723 种。4357 种已知脊椎动物（除海洋鱼

类）、9302 种已知大型真菌中，需要重点关注和保

护的脊椎动物 2471 种、大型真菌 6538 种，分别占

评估物种总数的 56.7%、70.3%。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丧失、生境破碎化、资源

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

外部因素，以及植物自身繁育障碍，我国有 3800多

种植物被列入受威胁物种清单。”中科院华南植物

园主任任海说。

系统的保护政策体系涉
及5大方面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

中国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主任高吉喜表示，我国建立的系统生物多样性保

护政策体系及其实施经验，对 2020 年后各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可概括为实施

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建立“三区三线”管控体

系、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扶贫协同发展模式、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生

态补偿机制 5个方面。

高吉喜强调，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总体规划，将

国土空间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

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4大类型。特别是将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域列入限制开发区或

禁止开发区，从源头上避免了生物多样性丰富区

域被大规模开发利用。

建立“三区三线”管控体系，在使用功能上将

国土空间划定为城镇、农业和生态三大空间。并

在此基础上，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

生态保护红线，确立了“三区三线”国土空间管控

体系。“这对保障生态空间的独立性、动植物栖息

地与生境不受或少受干扰具有重要作用，为科学

和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奠定了基础。”高吉喜说。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

底线和生命线，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和极脆弱区域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并对各类主体功能区分别制

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政策。

高吉喜认为，从目前国家生态保护红线顶层

设计来看，至少 95%的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地会

被纳入保护范围。

目前，很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

补偿已付诸实施。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在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推动下已基本建立起来；草原、森

林、湿地等领域生态补偿已全面铺开，公益林生态补

偿已实施2期，禁牧补贴和草畜平衡奖励、荒漠化补

偿试点、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生

态保护补偿都在逐步推开。“这些补偿制度的实施，对

提升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广大群众的保护积极性、保

障区域生态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吉喜说。

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
群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

泽表示，我国持续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建立了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创新形成

了评价考核、督察问责等制度，显著提升了生物多样

性保护水平。过去10年，我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

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稳步推进25个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建设，90%的陆生生态

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中国履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2011—2020）>

进展报告》指出，我国已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约

70%的目标，形成了较完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10年新增森林资源超 7000万公顷，90%的陆生生态系统获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方案”让人与自然更和谐

一栋栋崭新的居民楼拔地而起，宽敞的水泥路面干净整

洁……

走进云南省盐津县牛寨乡敦厚村和落雁乡龙塘村小岩扶贫安

置点，温馨宜居的新农村景象尽收眼底，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

令人惊喜的是，在东华大学的帮扶下，垃圾和污水污染这个困扰农

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盐津县由此脱掉了国家级

贫困县的“穷帽子”，正走出一条天蓝山绿、水清人美的绿色发展新

路子。

教授团队“把脉”，千里调研拿出“绿
色”方案
“云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珍惜，不能在我们手里受到

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在大理州考察时指出。总书记的嘱咐成为了

东华大学在推进定点扶贫盐津工作中一直绷紧的绿色“警戒线”。

2016 年 7 月，东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陈泉源冒着酷暑，带领

“美丽乡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学生社会实践团走进盐津县进行

调研。师生一行十余人，他们深入庙坝镇、豆沙镇、兴隆乡、牛寨

乡、落雁乡等地考察农村垃圾收集点、异地搬迁安置点等生活、农

业、工业方面的污水及垃圾处理情况。

“这些年，农村的路在修建，楼房也在造，老百姓在脱贫的道路

上一步步往前走，但是对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还处于‘弃

之任之’的状态”，“有些村庄甚至存在‘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的情况……”一圈调研下来，扶贫的村干部们纷纷反映农村治污老

大难问题。

“要脱贫致富，更要守护好青山绿水！”作为一位在环境治理方

面经验老到的专家，这样的调研结果可是急煞了陈泉源。

上海到云南，相隔2000多公里，飞机转大巴再走山路，陈泉源带

领团队成员来回奔波。山路崎岖，遇上雨季更是难走，他们不畏艰

难险阻，多次深入山区考察当地人口、地形地貌、地质气候及排放要

求。走访盐津县政策研究室，调研盐津县水务局、环保局，挨家挨户

访问居民实际需求……陈泉源团队就乡村“一水两污”治理、人畜污

水处理、安置点给水排水工程规划等进行深度调研。

东华大学设立盐津科研专项，全力支持陈泉源团队深入定点

扶贫第一线，为盐津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规划并设计“两

污”治理扶贫科技示范工程。

生态治污有成效，科技示范形成可
推广的模式

牛寨乡西部的敦厚村，是盐津县第一个乡村旅游示范区。作

为“两污”处理科技示范工程项目重点实施地区，山地地形的施工

难度超乎想象，在平原地区广泛推广的垃圾及污水处理方案在这

里照搬照抄绝不可能，陈泉源给自己下了军令状：“科技扶贫任重

而道远，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因地制宜地设计一套绿色、

经济、有效的治污方案，与盐津当地山区美丽风景相协调，成为科

普教育基地和美丽乡村旅游新景点。”

如今，在东华大学及当地政府的合力支持下，“两污”处理工程

卓有成效，生态治污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陈教授开的治污‘妙方’真神了，将住宅雨水、粪便污水排水和

生活杂排水等分开收集，处理过的污水还可用于农作物灌溉，既环

保又实用。”盐津县环保局负责人谈到，东华大学送来的生态治理秘

方真正实现了让当地“建得起、用得起、管得好”，目前已覆盖21个村

社区，可帮助当地3000余人解决生活垃圾及污水排放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治污方子解决了这老大难问题？面对记者的

疑问，陈泉源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上一方被绿植覆盖的景观

池，告诉记者：“这个不起眼的绿色池塘就是治污的秘诀所在。”陈

泉源说，这小小的景观池就好比一个“人工湿地”，在这个池子中集

成厌氧、缺氧、微动力曝气好氧和生态浮床技术，水面投放水葫芦

和净水藻，种植美人蕉、菖蒲等绿色植物，使污水处理能耗最小化，

提高污水处理效率，降低污水处理运行成本。陈泉源介绍说，径这

项技术处理过的污水各项指标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一级标准，可以用于供应日常农作物灌溉。

陈泉源教授团队不仅实现污水再利用，还让垃圾变废为宝。

科研团队在深入细致的调查基础上，根据盐津农村生活垃圾实际

情况，采取“分类+回收+焚烧+烟尘净化”模式对垃圾进行精细处

理，在源头控制二噁英生成结合活性炭吸附处理，降低烟气污染治

理的成本。

如何利用“绿水青山”带动经济发展，创造“金山银山”？东华

大学发挥科技优势，在污染防治和精准脱贫两大攻坚战场上同时

突进，因地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治污科技示范工程，从而在

“生态”盐津中探寻了相似区域可推广、可复制的“绿色”经济模

式。要脱贫摘帽，更要留下青山绿水，东华大学下一步还将结合盐

津县“六大产业”发展，协助制定盐津县乡村振兴环境治理规划，提

升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这个团队的治污秘方

助贫困县走上绿色致富路

绿色扶贫

6
2020年 10月 22日 星期四■责编 李国敏

绿色空间 LV SE KONG JIAN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本报记者 李 禾

黄河九曲，宁夏多娇。在母亲河“几”字形的

臂弯里，宁夏因此而兴、而美、而富。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6 月份考察宁夏

时的谆谆嘱托。

黄河安则宁夏安。这道生态环境生命线，到

底如何切实守好并改善？塞上儿女深思熟虑，向

科技要答案。

10 月 11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院士

专家战略咨询会。中国工程院将围绕 9 个重点产

业布局，进一步做好战略咨询和科技联合攻关。

而在此之前，科技人早已先行破冰。

9 月 10 日，宁夏科技厅正式印发《关于科技创

新支撑引领先行区生态保护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近几年更是通过增加科技经费投

入、凝练高质量科研项目等一系列措施，着力破解

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困局。

一个具有宁夏特色的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

系，蓝图初绘。

永二干沟承载了许多银川人童年的记忆，然

而它几经清浊，令人忧心。2018 年 1 至 3 月，宁夏

入黄口断面水质监测结果显示：这里为劣 V 类重

度污染水质。

随即，自治区及银川市对其实施了“大手术”。

清淤截污、沟道砌护、建设湿地、封堵沿线排污

口……特别是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

宁夏入黄排水沟水体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的启动，让曾经的“龙须沟”逐渐恢复神采。

“我们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全面解析入黄排

水沟污染成因及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项目主持

人、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孙兆军介绍，与此

同时，他们建立了水质风险评价体系，提出了流域

水环境容量核算与污染负荷定向消减方法。

对症下药，立竿见影。

2019 年底监测结果显示，永二干沟入黄口达

到Ⅳ类轻度污染水质，符合自治区考核目标地表

水标准要求。

永二干沟华丽转身，是宁夏用科技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

2017 年以来，宁夏生态环保类科技经费和科

技项目逐年增加，从立项 23 项、支持经费 4097 万

元增至 2019年的立项 59项、支持经费 11043万元。

地处黄河上游的宁夏，处于半干旱干旱气候

过渡带，水资源匮乏，荒漠化严重，生态环境极为

脆弱。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工

业“三废”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城镇乡村污废排放

问题日益突出，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更加迫切。

“在此背景下，以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和生

态修复、绿色生产、节能减排为重点的科研活动，

通过聚焦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有力推动了全区生

态环保科技进步。”宁夏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处

长张磊说。

比如，宁夏气象科研所承担的“银川都市圈臭

氧污染成因及控制对策研究”项目，利用监测资料

和观测数据，提出臭氧污染控制措施，改善了环境

空气质量；宁夏大学承担的“宁东能源化工场地固

废利用及污染土壤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利用煤化工固废研发新型肥料，土壤生

态功能修复将达到 80%以上。

运用科技智慧还黄河清波

项目批下去，效果显出来。

科研投入的大幅增长，充分调动了广大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全区生态环保科技创新能力进一

步增强。

目前，宁夏已在煤炭高效利用、生态恢复、防

沙治沙、沙漠信息监测、旱区资源开发领域组建 5

出台支持政策为生态建设护航

在宁夏，生态环保是千秋事业，更位列三大战

略之一。墨守成规不得，亦步亦趋不得，需要全方

位、高质量推进。

这需要顶层设计和科学施策结合。

10 月 11 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邓秀新和苏义

脑、赵宪庚、陈勇等 11 位院士齐聚宁夏，为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谋划

“十四五”发展建言献策。

“保护黄河重在科学、贵在求实，必须坚持以

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深入研究、科学论证，使

各项决策政策、举措办法有根有据。”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指出。

这需要开放创新和重点突破结合。

2018年7月，自治区政府与中国工程院签约成立

了“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宁夏研究院”。中国工程

院每年拿出500万元开展战略咨询研究，自治区政府

每年配套1000万元用于项目研究和研究院运行。

在中国工程院布局建设的众多地方研究院

中，宁夏是本土院士最少的地区，对院士资源也最

为渴望。“所以我们不但要开放创新，更要特色创

新。”宁夏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郭秉晨说。

两年来，宁夏研究院聚焦能源化工、生态环保

等领域发展需求，先后凝练 24 个重大战略咨询研

究项目并给予立项支持，组织 20 批次的院士团队

来宁，为产业把脉问诊的院士达到 47人次。

久久为功，必有所成。

目前，首批部分项目已进入自治区和国家相关

部门立项攻关环节。如顾大钊院士牵头的“宁东地

区煤基能源与水资源协调开发”项目，提出的两项

技术已同企业合作，分别获宁夏科技厅和国家能源

集团立项；王浩院士牵头的“宁夏沿黄生态廊道污

染防控”项目，两项技术正在积极申报自治区立项。

当日，中国工程院和自治区政府联合召开了

院地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工程

科技发展战略宁夏研究院 2021年重大战略咨询项

目指南》及《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宁夏研究院工

作细则（试行）》。战略谋划上出高招，体制机制上

求突破，创新要素上建枢纽，产业技术上强引领。

“希望我们以此为契机，继续发挥好战略咨询

研究支撑科学决策作用，争取成为全区科研机构

的标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

业工程学部主任苏义脑如是说。

借力院士智库谋战略发展

院士把脉院士把脉++项目支持项目支持++制度护航制度护航

宁夏开出黄河治理宁夏开出黄河治理““科技药方科技药方””
王迎霞 通讯员 潘春甜 张 静 个重点实验室，在林业生态、水资源调控、旱作节

水、低碳减排、绿色建筑、废水处理领域组建 6个自

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组建科技创新团队 7

个，引进区外团队 5个。

效果显出来，制度跟上来。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宁夏要为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更

有力的科技支撑。

此次印发《意见》，以“一河三山”（黄河、贺兰

山、六盘山、罗山）保护、治理为重点，立足“一带三

区”（黄河生态经济带、北部绿色发展区、中部防沙

治沙区、南部水源涵养区）生态特点和发展实际，

着力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贺兰山是宁夏人的“父亲山”，生态意义不言

而喻。

走进国电神华宁煤大峰煤矿露天采坑生态治

理修复现场，一株株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长在煤干

石和矿渣堆上，郁郁葱葱一片。

这是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贺兰山

保护区采煤迹地生态修复技术及模式研究项目所

在地，2018年 6月正式启动，示范面积 7万平方米。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在煤干石、矿渣堆上

长出植物！”项目首席专家、北方民族大学特岗教

授、宁夏贺兰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国家林

业局）技术站长刘秉儒信心满满。

未来，围绕黄河安澜保障、生态保护修复、

环境污染治理、资源高效利用等任务，宁夏科技

厅 将 组 织 实 施 这 样 一 批 重 大 关 键 技 术 攻 关 项

目，力争突破 10 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并在全

区进行示范。

《意见》还指出，要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主

要行业和关键区域，建成 5—6 个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基地，集成推广应用绿色先进适用技术

50 项，示范带动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方向

转变。

朱一超 本报记者 王 春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赴云南省盐津县组
织开展调研。 受访者供图

云南是我国重
要的生物多样性宝
库 和 生 态 安 全 屏
障。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征程中，云南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图为云
南丽江老君山九十
九龙潭一景。

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黄河既是宁夏的母亲河黄河既是宁夏的母亲河，，又是生命河又是生命河，，更是幸福河更是幸福河。。在黄河吴在黄河吴
忠段忠段，，千里水长千里水长，，万亩稻香万亩稻香，，美景令人沉醉美景令人沉醉。。 左鸣远左鸣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