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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潋滟的湖水，随风起舞的芦苇，缓缓转动

的风车……笼罩在晚霞之中的洪泽湖湿地，静谧

悠然、如诗如画。

不语的洪泽湖，见证了新中国治淮 70 年来的

壮阔历程，更是淮河流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一个缩影。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

10 月 20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

部副部长魏山忠用一组组数据，晒出了一份沉甸

甸的治淮成绩单。

“70 年治淮总投入共计 9241 亿元，直接经济

效益 47609 亿元，投入产出比为 1∶5.2。”魏山忠表

示，淮河的系统治理、开发与保护，有力地促进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生态

系统的有效保护，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

淮河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自 12世纪起，

黄河夺淮近 700年，极大地改变了流域原有水系形

态。16 世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450 年间，淮河

平均每百年发生水灾 94次，被称为是“最难治理的

河流”。

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治理翻开了历史性的崭新

一页。1950年 10月，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情况

下，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70

年来，国务院召开 12次治淮会议，对淮河治理做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多次掀起治淮热潮。

谈及 70 年治淮取得的主要成效，魏山忠首先

指出的是，淮河流域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显著增强，

在行蓄洪区充分运用的情况下，具备抗御新中国

成立以来流域性最大洪水的能力。与此同时，淮

河防御洪水已由人海防守战术，逐步转变为科学

调度水利工程的从容应对局面。

从容应对的背后，是一大批治淮工程组成的

“铜墙铁壁”。70 年来，佛子岭水库、蒙洼蓄洪区、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淮河入海水道近期工程等

治淮工程的相继建成，使淮河流域基本建成以水

库、河道堤防、行蓄洪区、控制性枢纽、防汛调度指

挥系统等组成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

“今年，淮河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和正阳关

以上区域性大洪水，我们统筹协调全流域的水利

工程，科学调度、联合运用，发挥集成效应。可以

说，今年淮河防汛，我们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

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肖幼表示。

和过去相比，淮河流域防洪除涝标准也显著

提高。目前，淮河干流上游防洪标准超 10年一遇，

中游主要防洪保护区、重要城市和下游洪泽湖大

堤防洪标准已达到 100年一遇；重要支流及中小河

流的防洪标准已基本提高到 10—20年一遇以上。

防洪能力显著增强
从人海防守转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广为流传的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70年代

农田灌溉，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鱼虾绝代”，是

过去淮河水环境变迁的真实写照。

“当时淮河的干流都是黑臭水体，还有白沫、

死鱼，像蚌埠、淮南附近河边的老百姓吃水都是自

己拿桶到井里取水，因为水源污染，以淮河水为水

源的自来水也不能用了，水污染的形势相当严

峻。”肖幼回忆道。

1995年，国务院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

行条例》，拉开了淮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的序

幕。令肖幼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治理，

淮河流域性水污染恶化趋势已成为历史，流域水

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采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污染源治理、实

施污水集中处理、强化水功能区管理、限制污染物

排放总量、开展水污染联防和水资源保护等一系

列措施，入河排污量明显下降。2018 年淮河流域

主要污染物（COD）入河排放量 20.69 万吨，氨氮

入河排放量 1.77万吨，比 1993年的 150万吨和 9万

吨，分别削减了 86.2%和 80.3%。

入河排污量的下降，使得淮河的水质有了明

显改善。1994年淮河流域主要跨省河流省界断面

水环境改善明显
流域性水污染恶化趋势已成历史

本报记者 唐 婷

“十三五”时期，森林旅游在林草扶贫工作中

发挥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10 月 1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季度例

行发布会上释放的重要信息。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调查结果，2018 年

通过森林旅游实现增收的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上升到 46.5 万户、147.5 万人，受益人数占贫困人

口的 9%，年户均增收达到 5500 元，森林旅游助力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贫困地区大多具有发展
森林旅游的资源禀赋
“我国 60%的贫困人口、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分布在山区林区沙

区，这些地区脱贫的潜力在山，增收的希望在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场种苗司副司长、生态旅游

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健民表示。

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好。“以森林公园为例，我国

近 50%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分布在贫困地区。贫困

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为公众体验大

自然提供了良好的资

源条件，也为发展森

林旅游奠定了良好的

资 源 基 础 。”张 健 民

说。

森林旅游还可以

为贫困人口就地就近

就业提供便利。“森林

旅 游 具 有 就 业 门 槛

低、参与方式多样、基

本技能容易掌握等特

点，而大多乡村贫困

户谋求增收的主要瓶

颈是缺乏专业技能、

抗风险能力弱，发展

森林旅游在很大程度

上打开了贫困地区利用森林等自然资源就地就近

创业就业实现增收的通道。”张健民说，贫困人口

通过自主经营、提供导游服务、受聘为景区工作人

员等途径参与森林旅游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鉴于森林旅游在助力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十三五”时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把引导发挥森林

旅游扶贫作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主要开展

了九个方面的工作。比如，推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市县、新兴森林旅游地品牌和特色森林旅游线路；

借助中国森林旅游节平台开辟了‘森林旅游助力精

准扶贫’展示推介专区；加大对贫困地区森林旅游

的宣传推介力度；在确定国家森林步道线路中，把

促进贫困区域百姓就业增收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组织开展贫困地区森林旅游扶贫成效、潜力评估及

发展策略专项研究，对森林旅游扶贫的成效和经验

进行了系统总结等。”张健民介绍。

两类载体、四条途径、五
种模式创新扶贫

据张健民介绍，“十三五”时期森林旅游助力

脱贫攻坚的形式可归纳为：“两类载体、四条途径、

五种模式”。

“‘两类载体’是指森林旅游带动扶贫的载体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森林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另一类是其他森林等自然资源区域。调查显示，

依托各种自然保护地的森林旅游发展实现增收的

约占受益贫困人口的 47%，依托其他森林等自然

资源发展旅游实现增收的约占受益贫困人口的

53%。”张健民说。

张健民表示，“四条途径”是指森林旅游帮助

贫困人口增收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通过就业实

现增收，占受益贫困人口的 18%；二是通过开展个

体经营实现增收，占受益贫困人口的 12%；三是通

过发展种养殖实现增收，占受益贫困人口的 65%；

四是通过租赁、入股经营等实现增收，占受益贫困

人口的 3%。按年户均增收额大小排序依次为就

业，年户均增收额 6162元；个体经营年户均增长额

4547 元；租赁、入股经营年户均增长额 4072 元；种

养殖年户均增长额 2394 元。由此分析，为贫困人

口提供就业机会是森林旅游扶贫最有力的途径，

而带动种养殖发展是森林旅游扶贫辐射面最大的

一条途径。

“五种模式”是指森林旅游扶贫可归纳为五种

模式，即全域带动模式、政策带动模式、资金带动

模式、能人带动模式、特色带动模式。

“全域带动模式是通过整合区域内经济社会

资源，全面推动区域内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带动

区域内旅游经济快速提高，实现贫困人口收入水

平的整体提高；政策带动模式是通过制定有力政

策实现森林旅游产业发展、推动森林旅游扶贫的

发展模式；资金带动模式是通过整合政府、企业

资金，加大森林旅游投入带动扶贫的模式；能人

带动模式是通过引进、吸收能人，发挥能人作用

促进森林旅游发展并带动扶贫的模式；特色带动

模式是贫困地区依托当地独具特色的自然资源

打造个性化的森林旅游产品带动扶贫的模式。”张

健民表示。

脱贫的潜力在山 增收的希望在林

森林旅游助力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总投入共计总投入共计 92419241亿元亿元，，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 4760947609亿元亿元

7070年治淮年治淮，，成就一条成就一条““高质量高质量””的幸福河的幸福河

图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山观景台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的比例占到 77.0%，2018年Ⅴ

类和劣Ⅴ类水比例为 20.0%，比 1994 年下降 57%；

2018 年好于Ⅲ类水的比例为 38.0%，比 1994 年上

升 2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淮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河

南、安徽、江苏 3 省有关部门开展淮河水污染联防

联治，降低了淮河干流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的风

险。2005 年至今，淮河干流再未发生大范围突发

性水污染事故，水质持续改善，从上世纪 90年代Ⅴ

类及劣Ⅴ类水提升到常年保持在Ⅲ类水的水平。

历经 70 年建设，淮河流域已经建成 6300 余座

水库，约 40万座塘坝，约 8.2万处引提水工程，规模

以上机电井约 144万眼，水库、塘坝、水闸工程和机

井星罗棋布。

据介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引江济淮、苏

北引江等工程的建设，与淮河流域内河湖闸坝一

起，逐步形成了“四纵一横多点”的水资源开发利

用和配置体系，有效支撑了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国 3%的水资源总量，承

载了全国大约 13.6%的人口和 11%的耕地，贡献了

全国 9%的 GDP，生产了全国 1/6 的粮食。”魏山忠

指出。

在不断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的同时，淮河流

域的水生态保障能力也持续提升。70 年来，淮河

流域积极开展水土保持、重要河湖保护修复、地下

水保护和河湖生态流量（水位）保障等工作，推进

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据统计，截至 2018年底，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山

丘区水土流失面积 5.3 万平方公里，桐柏大别山

区、伏牛山区、沂蒙山区水土流失普遍呈现好转态

势，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六成以上。依托已初步形

成的江河湖库水系连通体系多次成功实施生态调

水，有效保障了南四湖等缺水地区生态环境安全。

水资源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已建成6300余座水库

在水利部总规划师汪安南看来，新中国治淮

70 年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淮河特殊的自然地理

条件、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都决定了治淮仍然是长期复杂的过程。

站在新的起点上，认真分析淮河的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情况可以发现，治淮仍面临

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比如，防洪体系仍有

短板，水资源总体短缺，水生态、水环境仍需要进

一步改善。

“十四五”期间，如何补上淮河治理存在的短

板？魏山忠表示，将把洪水风险防控作为底线，把

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红线，谋划实施一批基础性、

枢纽性、流域性的重大工程及“有温度的”民生项

目，加快流域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强化涉水事

务监管。下一步，治淮重大工程建设方面要统筹

突出“蓄、泄、调”。

具体而言，要增加“蓄”的能力——继续在上游

加强水土保持，修建水库，提高拦蓄能力，利用现有

水库扩容挖潜，实施临淮岗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提

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

解决好行蓄洪水和当地群众发展需求间的矛盾。

同时，扩大“泄”的能力——加快河道综合整

治，重点实施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提高泄洪能力，

扩大淮河入江入海的出路；进一步提高淮北大堤

等重要堤防工程建设标准，提高高水位运行时的

安全保障能力。

此外，还要提升“调”的能力——加快南水北

调东线二期工程、引江济淮等重大工程建设，完善

国家和流域的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络；实施一批水

系联通、供水网络化工程，提高城乡供水的保障水

平；落实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启动实施一批水生

态保护和治理的重大项目。

魏山忠表示，水利部将紧扣“幸福河”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科学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

和面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利基

础设施网络，全面提升淮河流域抗御自然灾害的现

代化水平，持续提升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安全保障

能力，推动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淮河治理仍存短板
谋划“十四五”突出“蓄、泄、调”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彤）果香惹人醉，红枣分外甜。10 月 24

日至 25日，新疆且末县第十一届红枣节向外界透露了这样一个喜

人信息：得益于“有机绿洲”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且末县打“有机

绿洲”牌打出好效果，带动当地优势农产品从一般性市场中突围升

级，使农民脱贫致富。

近年来，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条件和地处独立生态

绿洲的天然区位优势，且末县将发展优势林果产业作为“农民致富

的金山银山，生态改善的绿水青山”。

县委经过反复调研论证认为，且末绿洲区位独特，水土条件

好，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几乎无工业污染，完全具备生产有机农

产品的条件，优势突出。要依托且末这种天然区位优势，找准结合

点，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把种植优势和种植环境优势结合起来，

将红枣等特色农产品的高品质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长期持续稳

定地增加农牧民收入。

为此，县里确定实施“有机绿洲”发展战略以及特色农产品产业

化开发的发展思路，高标准编制“有机绿洲”发展规划，重点推进“且

末红枣”“且末香蒜”“且末羊”有机认证、地理标识认证和产地保护

认证，全面推进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推进农业生产方

式绿色化，促进有机标准生产提质增效，形成高品质产品，努力争取

品牌效应，大力推进一枣二蒜三畜四特色的优势主导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且末县全县红枣种植面积达 19.4 万亩，其中有 3.3

万亩是有机红枣。在且末县，90%以上的农民都选择种红枣，农民

人均红枣收入 4500 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40%以上，全县有 1.2 万农

村低收入群众依靠发展红枣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县里计划 3年

投入 6000 万元精心培育且末“有机绿洲”，全力打造“中国最优有

机红枣生产基地”。

塔提让乡色日克布央村枣农加帕尔·玉苏甫说：“我们家有 40

亩地有机红枣，有机认证下来了，今年卖上好价钱了，40亩地产了

18吨红枣，一公斤红枣 20块钱，产值 36万。”

新疆且末县建“有机绿洲”

好牌打出好效果

科技日报讯（记者江耘 实习生辛晶晶 通讯员石丛珊）“基于

全球 62 项案例总结的这套理论模型，可让垃圾填埋场扩容 30%，

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在中国科协近日主办的“科学填埋 绿色未

来”科技成果科普发布会上，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张振营教

授的科研项目“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稳定性分析关键土力学参数

测试系统及应用”引起关注。

“除了回收再利用和焚烧掉的，在我国，大约 60%的垃圾，是以

填埋的方式被处理的。”张振营介绍，国内垃圾填埋场一般堆填高

度可达 100 多米，如果防护措施不得当，填埋不规范，容易造成填

埋场失稳坍塌破坏，垃圾渗滤液渗漏和外泄，以及生活垃圾降解产

生的填埋气外逸甚至爆燃。

在力学上，越堆越高的坡会有一个临界滑移面，坡的高度或形

态达到临界值，会触发塌方、滑坡等失稳破坏。通过研究全球 62

个垃圾填埋场失稳破坏的案例，张振营团队分析出了滑移界面生

活垃圾的抗剪强度和渗滤液的渗透性等参数的变化规律，据此建

立了生活垃圾抗剪强度与压力、压缩应变、降解时间等相关理论模

型和预测理论模型，为生活垃圾填埋场稳定性分析提供了准确的

土力学参数。

“生活垃圾成分异常复杂、高度非均质、多尺度，容易随时间降

解而导致形状、体积、质量等属性发生变化。”为有效分析生活垃圾

的土力学参数，张振营团队克服了传统土工试验仪器尺度小等缺

陷，研制发明并制造了大尺度、模拟垃圾降解过程的土工试验仪器

设备，并进行了大量的土工试验研究。

“目前，团队已和全国 20多座城市建有合作关系。”张振营说，

不过最理想的目标还是做好垃圾分类，从源头减少垃圾填埋量。

解析垃圾坍塌临界值

新模型让填埋场扩容30%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科技是改善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

化，乃至最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利器。”10 月

21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赵英民表示，“十四五”期间，将着力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

革，加快完善新时代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引领和支撑。

赵英民说，“十三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先后制定

了《关于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大力推动生态环境科技管理放管服。科技成果转化成

效明显，科研组织实施机制不断创新，以“1+X”模式组建“国家大

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

中心”，联合了全国 500多家优势科研单位、8000名科研人员，形成

大兵团联合作战的协作攻关模式。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环境科技方面取得多项科研成

果。其中，在水环境领域，形成重点行业水污染全过程控制系统与

应用等八大标志性成果，建成流域水污染治理、流域水环境管理和

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技术体系，有效支撑了太湖、京津冀、三峡库

区、淮河、辽河流域的水环境质量改善，助力建设南水北调等重大

工程和实现世园会、冬奥会高标准水质目标；在土壤环境领域，开

展了铬、砷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示范，为土壤生态环境、人居

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等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在生态

保护领域，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体系，支撑了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建立；在固废领域，大宗工业固废

建材化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重金属安全处置等方面取得一批

关键技术的突破，支撑了无废城市建设；在环境基准领域，首次发

布了我国保护水生生物镉和氨氮水质基准，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

零的突破。

“十三五”期间

科技引领支撑美丽中国建设

不语的洪泽湖，见

证了新中国治淮 70 年

来 的 壮 阔 历 程 ，更 是

淮 河 流 域“ 河 畅 、水

清 、岸 绿 、景 美 ”的 一

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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