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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水土流失 建设美丽家园②

最新发布的《黄河流域

水土保持公报（2020年）》显

示，经过多年治理，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

现“双下降”，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

明显好转。黄河流经的省

市纷纷打好水土流失控增、

减量、降级“组合拳”，一个

个让山河披绿的故事正在

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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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处处天蓝

水清，梯田如画。谁能想到，这里多年前曾是另

一幅景象，当地老百姓曾把这里说成是：“山是和

尚头，缺水如缺油，风吹黄土走，大雨满山流。”

作为黄河流经地区，宁夏之变是黄河流域治

理水土流失的一个缩影。

今年年初，最新发布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

公报（2020 年）》显示，经过多年治理，黄河流域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现“双下降”，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明显好转。

根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区

（以下简称规划区）范围为黄河干支流流经的 9

省区 451 个县级行政区，面积为 133 万平方公

里。而水土流失依然是规划区现阶段面临的重

要生态问题。

如何加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沿

黄各省区市又有哪些新变化？7 月底，科技日报

记者深入宁夏、内蒙古、陕西等省区进行了采访。

在宁夏固原市市民张勇革的记忆中，20 世

纪 70年代，每次下过暴雨，山坡上的柴柴草草就

会被冲下来，乡亲们把柴草打捞晒干后，用来烧

火。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地水土流失之严重。

宁夏地处我国北方防沙带、丝绸之路生态防

护带和黄土高原—川滇生态修复带“三带”交汇

点，干旱少雨，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区之

一。除引黄灌区外，宁夏北部风蚀，南部水蚀，南

部山区尤为严重。

对付水土流失，宁夏大学教授张维江拥有

“武器”。

7 月 8 日，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重大（重点）项

目“宁南山区生态恢复与水资源潜力开发研究与

示范”顺利通过宁夏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张

维江是项目负责人。

从 1985 年开始，张维江围绕宁南山区生态

恢复、水土流失防治及水土保持工程理论与技

术、水资源开发及高效利用技术与理论等问题，

先后在彭阳、西吉、隆德、泾源、原州区以及盐池、

同心等县区开展多项研究与示范。此次通过验

收的项目，重点研究的就是宁南山区生态建设和

经济建设中水源涵养功能提升、水资源潜力挖掘

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技术和方法。

这样的研究，是宁夏科技管理部门“关照”的

重点。

近年来，宁夏持之以恒治理水土流失，大力开

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坡改梯和淤地坝建设，南部山

区探索出“山顶封山育林、山坡荒山造林、山脚退

耕还林、山村生态移民”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工程

引水、水库蓄水、地窖存水、智能节水、生态养水”

的水生态建设模式，蓄水保土功能显著增强。

局部小气候的改善，使宁夏 400 毫米等降水

量线不断向北推移。“十三五”期间，宁夏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4370平方公里，实施重点预防保护面积

5200 平方公里。一个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

“黄河明珠”，正在逐步绽放出越来越耀眼的光彩。

以科技之力擦亮“黄河明珠”

从地图上看，黄河流经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度

有 843.5公里，流域面积 15.2万平方公里，是黄河

全长的六分之一,沿线有草原、湿地、河流、湖泊、

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类型。因此内蒙古也是黄

河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

如何打造好这块生态屏障，对黄河流域水土

施展“组合拳”打造生态屏障

今年春天，陕西省榆林市年过六旬的马柿军

和乡亲们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手握铁锹，开挖鱼

鳞坑。在他们持续努力下，一个个交错排列的半

月形土坑，起到了“蓄水种树，让泥不下山、沙不

出沟”的作用。

榆林市处于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腹地。

长期以来，顺着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大量泥沙

涌入黄河。陕西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之一，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 1/50，但土壤流失总

量 却 占 到 全 国 的 1/5。 黄 河 治 理 的 根 子 在 流

域，中游的治理重点在陕西，陕西的治理关键在

于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双管齐下，陕北的水土

流失得到进一步治理，入黄泥沙量显著减少。”陕

西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省内黄河流域年

均入黄泥沙量已由 2000 年前的 8 亿多吨减至目

前的 2.68亿吨，下降三分之二。

“我们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全

力在减沙控沙上下功夫。”陕西省水土保持和移

民工作中心主任杨稳新介绍，遵循黄土高原地区

植被分布规律，陕西以草固沙、以林拦沙、以坝留

沙，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进入黄河的泥

沙量不断减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刘国彬研究员是水土保持

方面的专家，他认为：“不同类型区治理措施不同，

但归根结底要依靠科技，科技不断为水土流失治

理和生态恢复提供新的模式、技术途径。”刘国彬

从陕西安塞纸坊沟小流域和延安南沟项目入手，

历经40多年监测与研究，成功构建了生态—经济

协调发展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纸坊沟模式”。

这一案例也成为陕西治理水土流失的一

个典范。在刘国彬看来，新时期水土流失治

理，需要从过去的理水保土，上升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总体提升的新阶段，不仅要保持水

土，同时还要发展生态产业，提升生态系统固

碳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这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科学途径。

黄河流经的省市纷纷打好水土流失控增、减

量、降级“组合拳”，一个个让山河披绿的故事正

在上演。

工程措施与林草措施双管齐下

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水土流失，，黄河流域在行动黄河流域在行动
流失治理非常重要。

据气象部门统计，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

冬、春两季平均风速达 7 级以上，沙漠直接危害

黄河的流沙区域长 20多公里，流沙侵入黄河，淤

积河床，对下游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和上游库区

构成严重威胁。

近几年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将乌兰布和沙

区作为主战场，坚持不懈地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截至2022年春季，当地已铺设林草灌溉低压

管道 337公里，实施水源工程 290处，栽植水保林

4.19万亩，种植甘草5900亩，机械固沙面积突破3

万亩，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35平方公里。

据了解，今年，内蒙古着力落实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和黄河河道问题集中整治，加强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完成流域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81万

亩、林草生态建设 975.4万亩，切实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改善。

今年，内蒙古还将多措并举，持续加强黄河

流域监测体系建设工作。首先将完善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做好国家网的协调和运

行保障工作，包括 35个国考地表水断面、10个国

控水站、27 个国控空气站点；组织做好区控监测

网监测及运行管理工作，包括 69 个区控地表水

监测断面、11个区控水站、35个乌梁素海流域水

站、34个区控空气站点。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侯

元松说：“我们还要开展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质

监测，在黄河流域灌溉规模 10 万亩及以上的农

田灌区设置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农田灌区

监测点位和退水监测点位，并开展水质监测；在

呼和浩特市建设黄河水质超级站的基础上，今年

将在包头市黄河地表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建设 1座水质自动监测超级站，开展多指标实

时监测，提升水源地水质监测及预警能力，保障

饮水安全。”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 实习生郜影卓）为了切实推动江苏省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江苏，江苏省上下一心，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7月 26日，在“奋进新江苏 建功新时代”美丽江苏建设

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季鸣表示，近年来，江苏积极

加强组织领导，出台总体规划，构建了美丽江苏建设政策体系，并深入实施

生态美境建设工程、美丽宜居建设工程、畅达交通建设工程、水韵江苏人文

工程、文明新风倡导工程、绿色发展提升工程，着力推进美丽江苏建设。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密切关注“双碳”战略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整合设

立全省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资金，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省级投资基金和碳达

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绿色低碳创新突破。同时，江苏省积

极解决长江江苏段生态环境问题，使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

如今，江苏省碳排放强度、能耗强度显著下降，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好水平。

淮安市是美丽江苏建设的典型代表。作为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试点城市，10 年来，淮安市坚持生态优先、注重科学规划，构建高位协

调机制，多措并举积极建设美丽淮安。淮安市副市长张笑表示，未来淮安市

会抓好生态保护修复的长远之计，环境治理提升的长效之举，绿色低碳发展

的长久之策、生态价值实现的长治之制，着力打造独具江淮水韵魅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样板。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江苏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7月 27日，记者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林草局

获悉，呼和浩特智慧林长制手机 App及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呼和浩

特市林草局建设，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辖小草数字公司承

建。该平台是内蒙古首个上线运行的盟市级智慧林长制管理平台，同时也

是全国首个实现林草融合管理的手机 App。

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郝利忠介绍，智慧林长制 App运行

后，可以真正做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和大

数据支撑，以林长制信息系统建设为主线，实现从“林长制”到“林长治”目标。

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智慧林长制手机 App及管理后台，能快速实现对

各级林长工作的线上统筹监督管理，依托现有的“呼市智慧林草生态大数据

平台”和呼和浩特“智慧城市建设”两个系统平台的数据基础，接入“政通青

城”系统中，有效节约成本和建设周期。

小草数字公司副总经理郝媛媛介绍，智慧林长制 App 充分运用数字化

技术和工具，从宏观层面支持林草局对责任区进行科学化、数据化、规范化

管理，实现巡护人员信息与平台互通，使林长制有抓手、落实处，赋能管理模

式创新，为林长工作的精准考核与评定提供依据。

呼和浩特智慧平台

让“林长制”变“林长治”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核谐之美、万物共生”。近日，中国核能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电）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报告《中国

核电 2022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核电在

电站建设伊始，就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核电项目选址、建设、生产运

营、项目安全延续以及退役等全过程、全范围，尽可能避免、减缓、减少、补偿

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增加正面影响，实现企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协同共进。

报告显示，针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核电定期开展邻近海域海洋

生态调查工作，评估项目运营对邻近海域造成的生态影响，保护邻近海域的

海洋生态。同时开展海洋生物遗传多样性研究，分析优势物种生存条件，提

升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海南核电二期 3、4号机组用海区域及附近海

域均有珊瑚分布，为了减少施工可能对珊瑚产生的影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施工方采用防污帘降低悬浮泥沙扩散，确保水质洁净，同时联合专业机构实

施珊瑚移植迁地保护。

白蝶贝是一种生活在亚热带的贝类，被誉为“珍稀瑰宝”。白蝶贝对生

长环境要求极高，水温降至 13 摄氏度时，就基本停止活动。为了提升白蝶

贝繁殖数量，中国核电在海南利用排水余热养殖白蝶贝，既保护了白蝶贝，

又抑制了浮游藻类的大量滋生，达到了防止水质富营养化和保障机组安全

运行双赢的良好效果。

报告还提到，福清核电站厂区连接福建兴化湾水鸟省级自然保护区，为

了保护水生生态，福清核电站长期对水域环境进行取样分析监测，将保护水

生生物多样性融入项目全生命周期。结合现场及周边生态环境特点，有针

对性地实施植物护坡、景观修建等绿化建设，控制土壤被侵蚀现象，使该地

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等，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荣获了“国家水土保持生

态文明工程”。

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全球性

危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气候变化可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保持生物

多样性则有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降低气候灾害风险的影响。中国核

电加速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

截至 2022年 6月，中国核电累计发电量超过 1.3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

烧标准煤 4.08亿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0.7亿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

368.85万公顷。

中国核电发布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报告

今年上半年，广州动物园的野生动物繁育成

果丰硕，动物种群建设态势良好。7 月 29 日，记

者获悉，截至目前，广州动物园繁殖的野生动物

有 47 种 331 只，包括川金丝猴、蓝腹鹇等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共 7 种 52 只，白鹇、耳廓狐等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18种 126只。

动物园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的重

要场所。近年来，广州动物园积极开展野化放归

研究，推进华南虎、白鹇等濒危野生动物迁地保

护，促进野外资源恢复。

广州拥有森林、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

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专家表示，生物

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质量和生态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为了让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更具

系统性、专业性，通过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

调查摸清“家底”尤为重要。目前，广州已完成两

次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是全国唯一完成两

次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的城市。

广州闹市也是“小鸟天堂”

灰鹭、白鹭、红耳鹎……在广州市中心的流

花湖公园鹭岛上空，各种小鸟飞进飞出。其中不

乏难得一见的，如红嘴相思、白头翁、八哥、画眉

等。据统计，这里的野生鸟类已达到了 58种，成

为闹市中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为城市生物多

样性建设提供了成功案例。

为进一步加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今年流花

湖公园还建设了一套集全物种动态图像自动识

别摄像、气象监测、土壤监测于一体的全自动监

测感知设备，为分析公园的鸟类种群结构、数量

变化提供数据支撑。

2021 年，科研人员在海珠湿地发现了“海珠

斯萤叶甲”“海珠珐轴甲”两个昆虫新物种。而海

珠湿地一直致力于湿地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修复

工作，这里也成为了粤港澳鸟类生态走廊的重要

节点。近年来，珠海湿地恢复乡土植物，营造草

滩鸟岛、城市小微湿地群，恢复完整生态系统结

构，生物多样性大大增加。珠海湿地的鸟类已从

72种增加到 187种，植物由 294种增加到 835种，

昆虫由 66种增加到 736种。

流花湖公园、海珠湿地仅是广州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缩影。据介绍，广州第二次陆生野生动植

物资源本底调查共记录到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457 种，其中两栖动物 28 种、爬行动物 64 种、鸟

类 307 种、兽类 58 种。此次调查中，消失近 60 年

的飞瀑草在从化地区被重新发现。

摸清了“家底”更要管好“家当”。“通过两次

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工作，全面摸清了广州

市的资源本底，也为广州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决策参考，为提高生

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州市

林业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多措并举管好“家当”

如何管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家当”？“为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广州加强生态保护监管，持

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广州市林业园林局上述

负责人介绍。

广州市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快生物多样性

保护法制化进程，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多个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规和文件，如《广州市禁止

滥食野生动物条例》《广州市主要红树植物推荐

名录》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制

保障。

仅今年上半年，广州已完成封山育林 19725

亩、新造林抚育 16428亩，大径材培育 2649亩；加

强了乡土植物尤其是榕属植物的研究和保育，建

立榕属植物资源圃，收集榕属植物种质资源 65

种；广州市引进新优植物 372 种，累计收集保存

植物种质资源 3000多种。

截至目前，广州市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 89

个，面积约 11 万公顷，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广州持续

开展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为重要自然生

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提供

了系统性保护，提升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

了生态安全。

“广州除了做好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

护、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和野外放归放养、乡土植

物的培育和研究等工作，有效丰富城市生物多

样性外，还稳步推进了水鸟生态廊道建设，全市

累计完成廊道节点质量提升 287公顷，栖息地生

境修复 314公顷。”上述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广州

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水平不断提

高，下一步广州将继续向市民展示生物多样性

魅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机勃勃的美

丽家园而努力。

广州全力守护野生动植物“家当”
◎本报记者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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