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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水土流失 建设美丽家园③

岷县通过组织开展一系

列行动，治理河湖“四乱”问

题 418 个，疏浚河沟道约

1380公里，清理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累计约 1.2 万吨，

岷县生态环境局连续监测显

示，洮河水质均达到Ⅱ类，洮

河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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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 2021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与

2011年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相比，长江流域水土保持

率由78.63%增加至81.43%，增加2.8个百分点。10年来，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减少5.2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情况

呈现持续好转趋势。

5.2 万平方公里

环保时空

山水一程，水塑山型，山定水色。盛夏时节，

长江巨龙出川入鄂，点缀贛鄱。

水利部 2021 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

显示，与 2011年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相比，

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率由 78.63%增加至 81.43%，

增加 2.8 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情况呈现持续好转

趋势。

10 年来，长江水土流失水力侵蚀和风力侵

蚀面积“双减少”，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5.2 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力侵蚀面积减少 4.37 万

平方公里，减幅 12.10%；风力侵蚀面积减少 0.83

万平方公里，减幅 35.47%。长江水土流失强度

总体呈现由高强度流失向低强度流失转变的趋

势，流域中度及以上等级流失面积减少 11.67 万

平方公里，减幅 58.97%。

夏至时节，茭白、鸢尾花随风摇曳，与石拱桥

在朦胧烟雨里组成了一幅淡淡水墨画，这是开展

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后的湖北利川汪营镇鱼泉

河边一景。

清江是长江中游一级支流。八百里清江，源

头在利川。

利川市作为湖北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区域，

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2021 年全市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54.06 平方公里，其中汪营镇鱼泉河

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66平方公里。

鱼泉河生态清洁小流域通过实施坡改梯工

程 3.19 公顷，栽植冬桃等经果林，配套建设田间

作业道、蓄水池，整修灌溉塘堰，改善农业基础设

施，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夯实了基础。

汪营镇通过整治 517 米花岸溪沟，建设原

生态石拱桥、0.06 公顷生态护岸和水保文化广

场，有效改善了汪营镇齐跃桥村的人居环境，

初步形成“绿水弯弯润村庄、绿禾花溪绘锦绣”

生态景观，汪营镇也成为乡村旅游观光的特色

村、网红点。汪营镇鱼泉河生态清洁小流域治

理工程不仅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治理贡献了力

量，而且有力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带动了农

村产业发展。

“十三五”期间，利川市境内的清江干支流实

施了河道清淤和生态护岸工程，沿两岸 50 米范

围内建立生态护坡，打造了一条具有亲水、戏水、

观水功能的滨江景观生态走廊。生态护岸即利

用植物或植物与土木工程相结合的方法防止河

岸坍方，这些方法还能使河水与土壤相互渗透，

增强河道自净能力，对河道坡面进行防护。

“实施生态护岸工程，不仅河道行洪能力提

高，也有利于两岸的水土保持。”利川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期间，湖北完成水土

保持防治面积达 11165 平方公里，占规划任务的

117%，超额完成规划防治目标任务。

综合施策，生态护岸留住绿水青山

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在四川省宜宾市汇

流，驻足宜宾市三江口远眺，只见江岸青山翠叠，

一江碧水向东流。

宜宾曾是四川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市州之

一，水土流失面积大，侵蚀严重。

宜宾市翠屏区全境均处于长江流域，水土保

持一直是全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

“翠屏区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以及山、水、林、田、路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每年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

上。”翠屏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平宴说。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

翠屏区全区水土流失面积从 2019 年的 335.6 平

方公里，到 2020 年的 330.20 平方公里，再到 2021

年的 325.76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呈全面消减

趋势。

翠屏区金秋湖镇，茶树遍布。近年来，翠屏

区通过创建“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和实施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项目，将坡耕地改成梯地，配套蓄水

池、截排水沟、作业道路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在

小流域内形成茶叶、沉香、油樟为主导的绿色产

业，以传统植被来保持水土。

周平宴介绍，翠屏区小流域内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程度已达 90%以上，坡耕地全部得到治理，

治理“小流域”，环境经济双丰收

江西省平均每年向长江提供约 15.5%的水

量，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省份。江西

水土流失的治理对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情况关系

密切。

“以前山里到处开采导致环境差，现在好了，

漫山遍野都是油茶。”长江中游区域的江西九江

德安县聂桥镇宝山村村民何幸说，自己从小生长

的这片山区，曾经因周遭锡矿开采，导致水土流

失严重，空气质量也下降了。

如今，宝山村大力整治锡矿，到处都种上了

油茶，环境慢慢变好了。村里建起了景区，外地

游客常常来打卡，看到家乡变化这么大，何幸打

心底里高兴。

据介绍，仅 2021 年，德安县累计种植包括油

茶在内的经济林 1671.5 亩。村民吃上了“生态

饭”，日子愈发红火起来。

像这样的“绿色”故事在赣鄱大地随处可闻。

在江西上犹县梅水乡园村，茶园密布，“每年

茶叶收入就有 5000多元。”村民钟祖田说。然而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里原先遍地荒土，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脚泥。

“没想到光秃秃的一片山，如今绿油油了。”

站在江西寻乌县文峰乡上甲村山坡上，护林员谢

东风回忆说，过去矿山开采致使植被破坏、红土

裸露，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这里山水相依，林田

相伴，湖草相映，让人忘却了这里曾是南方的“白

色沙漠”。

近年来，宁都、上犹、兴国、赣县等各县（区）

坚持不懈推进综合治理，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369 平方公里，如今的赣南，森林覆盖率达到

76.23%。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974.42 平方公里，年均治理面积 1552.71 平方

公里。眼下，江西建成全国省级规模最大、标准

最高的水土保持科研创新平台，探索出一套具有

南方红壤区特色的水土保持技术体系。

端好“生态碗”，尽看绿植满山坡

减少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减少长江流域水土流失，，这些招儿有效这些招儿有效！！

平均拦沙率达 80%，小流域 4 个地表水体监测点

水质均达到地表水 III类水质标准。

如今，金秋湖镇靠水土治理和发展茶叶种

植，既美环境又兴产业，在保护长江生态的同

时，也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找到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

“下一场雨，掉一层泥，种一场庄稼，蜕一层

皮。”过去，宜宾市屏山县老百姓这样形容水土流

失。屏山县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北岸，全县有坡

耕地 18万亩，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每年山洪、

泥石流灾害频发，这里也成为四川最贫困的地区

之一。

怎样留住雨水和土壤？当地因地制宜，对坡

度在 25 度以下的耕地进行全方位整治，配套修

建拦山堰、排洪沟、沉沙凼、蓄水池等设施，用石

坎挡住土壤，用沟渠排水，再用蓄水池蓄水，使土

不下山、水不乱流。屏山县水土治理后，果林种

植得以发展，每亩土地年增产粮食近百斤，有效

改善了农民传统耕作的状况。

监测显示，四川省 2011 至 2021 年 10 年期

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 1.15 万平方公里，减幅

为 9.53%。四川省水利厅表示，四川省将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57 万平

方公里，使水土保持率达到 79.73%。

◎本报记者 吴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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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8月 2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奋进新无锡 建功新时代”——

城市建设与美丽无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0年来，无锡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无锡特色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其中，太湖水质藻情达到10年来最好水平，已连续14年实现安全度夏。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山表示，如今无锡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跃升，空气更清新、环境更美丽。

2007 年，无锡市多措并举，形成综合治太“无锡模式”。无锡市建立健

全了水资源法规体系，完善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政策体系和以“三条

红线”为核心的水资源规划体系；构建了数字孪生河湖模拟仿真平台，建设

了国内领先的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构筑了“智能水网”，推进了涉水信息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

近年来，无锡聚焦太湖、长江、京杭大运河、蠡湖等城市重要水体，以深

化落实河湖长制为抓手，以新一轮 552条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和 816条美丽示

范河湖建设为保障，以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梁溪河两河整治“一号工程”为提

升，系统描摹了“水与城共融、人与景共生”的美丽画卷。

无锡采取数字化精准监管，完成了两期“感知环境、智慧环保”无锡环境

监控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建成江苏省领先、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气环

境污染立体监测系统。其中，运河水生态环境保护大数据决策辅助分析实

验基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试点”。

截至目前，无锡市 552 条综合整治河道优Ⅲ比例达到 88.4%，全市成功

创建 10条江苏省示范幸福河湖。

目前，无锡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8.8 万吨/日，推动完成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和 5156块排水达标区创建及复查整改，启动创建太湖流域水治理重点

实验室，建成了国内首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全市 8200 多个自然村生活

污水治理覆盖率达 90%以上，位于全国前列。

“无锡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能源、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持续向绿。建立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机制，单位能耗产值由 2013年

的 5.8 万元/吨标煤提升到 2021 年的 8.06 万元/吨标煤，单位 GDP 能耗持续

保持苏南最低水平。”周山说。

值得一提的是，无锡通过持续推动落后产能淘汰，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

持续优化，主城区重污染企业“清零”，建立起江苏省首个零碳科技产业园。

据统计，无锡市累计压减钢铁产能 520万吨、水泥产能 763万吨，淘汰印

染产能 3.70 亿米，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千余家，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作坊）1.55万家，节约集约用地综合评价连续 4年江苏省第一。

生态优先

无锡走上绿色发展高质路

“鸟类的种群和数量在发生改变，截至去年底，我们共监测到一级保护

鸟类 8 种，二级保护鸟类 31 种。”8 月 3 日，湖北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监测员乔茂胜说，时下的洪湖，成片野生红莲随波摇曳，与飞鸟相映，成就

夏日最美风景。

自 2000 年起，乔茂胜就拿着相机守在洪湖岸边。依靠多年观鸟经验，

他仅凭水鸟的飞行姿态，就能准确识别水鸟的种类。

洪湖地处长江中游江汉湖群，被誉为“中南之肾”，是长江流域最具代表

性的天然湖泊之一。过去，许多水鸟在此繁衍生息。20 世纪 80 年代初，洪

湖开始发展围网养殖，过度开发使得水鸟赖以生存的环境被破坏，水鸟种类

急速锐减。

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级调研员曾晓东介绍，2005 年之前，

洪湖养殖面积达 37.7 万亩，开阔水域只剩下 3 万亩，天然湖区被占据，野生

动植物没了栖息空间。2004 年，湖北大学相关研究人员到洪湖观测鸟类

时，只观测到 2000多只。

洪湖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迫在眉睫，急需还湖与还湿。为恢复天然

湿地面积，2005 年起，当地大力开展拆围、退垸及全面禁捕工作，共拆除围

网 18.7万亩、退垸还湖 15.97万亩，天然湿地面积增加 56%。

2018年，洪湖通过公开招投标，聘请科研机构编制退垸规划。经过近 1

年勘察，编制单位提出构建湖滨带、滩涂和河口湿地等 3 种模式，将圩埂土

方精心分配给每一种生态模式，不仅完成退垸任务，并且修复了洪湖生态环

境，为后期深度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根据方案，退垸还湖的土方用来加固 50 米宽滨岸带，保护堤防安全。

滨岸带建好后，上面可种植绿色植被，为鸟类提供栖息场所，而 100 多公里

的环湖路将成为环湖绿道，人工岛成为游客打卡点。

通过拆围、退垸还湖、还湿、渔民上岸，洪湖 38.6万亩天然湿地已全面恢

复。从 2005 年到 2016 年，洪湖保护区围网拆除耗时 11 年；2018 年到 2022

年，洪湖进行了围垸拆除，目前拆除工作已接近尾声。

监测数据显示，“鱼米之乡”的洪湖开阔水域水质恢复到Ⅱ类、Ⅲ类水

平，鸟类种群恢复到 138个品种，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洪湖如凤凰涅槃般

浴火重生，“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的盛景不日将重现。

近年来，通过把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降到最低，洪湖湿地保护成效初

显。据统计，目前洪湖鸟类总数超过 10 万只，其中普通鸬鹚、须浮鸥、红嘴

鸥、夜鹭种群数量过万，白鹤、黑鹳、东方白鹳等大量珍稀物种回归，野莲分

布面积超过 5万亩。

湿地归来鸟飞回

洪湖再现昔日盛景

8 月 5 日，科技日报记者沿着甘肃省定西市

岷县当归城河畔的小路蜿蜒而行，不多久就来到

了一座已经初具雏形的湿地公园。这座建在洮

河边的湿地公园，透水砖铺就的园路平坦整洁，

道旁的休闲亭野趣十足，夕阳穿过芦苇洒落了一

地的光影。

洮河是黄河上游的第二大支流，发源于青海

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东麓。蜿蜒绵长的

洮河贯穿甘肃省岷县全境，纵贯 9个乡镇，绵延

83.7公里，润泽 70.65万亩耕地，是岷县名副其实

的母亲河。

曾经的洮河因非法采挖，河道受到严重毁

坏。附近的居民说，因为保护不到位，洮河河道

被随意采挖、河边垃圾成堆。如今洮河的巨变，

源于岷县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河长从有名、有实

向有能、有效转变的具体体现。

三级河长带来“河长治”

据自幼在洮河边长大的岷县西寨镇桥上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曹何文回忆，河道环境

改善的转折点是 2017年国家全面推行河长制。

“通过依法管控和科普宣传，群众主动保护

河道、环境的意识提高了，昔日乱采、乱挖、乱倒、

乱搭、乱建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曹何文说。作

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曹何文还兼任村级河长，每天

一大早，他便会收拾好巡河的工具，沿着村里 1.2

公里的河段进行日常巡河。

为搭建好综合治水管水的“大架构”，自全面

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岷县建立健全县、乡、村

三级河长制管护体系，明确县委书记、县长任总

河长，高位推动，狠抓工作落实。

禾驮镇党委书记杜永珍从岷阳、十里、清水

到禾驮镇，历经多个岗位，但每天早上巡河却已

经成为他不变的习惯。5 公里河道，杜永珍每天

不走一趟心里不踏实，看见问题他都会立即解

决。

在杜永珍看来，生态问题不敢马虎。

岷县通过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度，责任层

层落实。据统计，截至目前，岷县各级河长巡河

23122 次。从河流到沟渠，巡护每天都在进行，

河长有名有实，担责见效。

据悉，岷县在河道治理过程中，以完善河道

周边截污管道、疏通河道开展岸坡整治、消除黑

臭水体等为主要任务。同时，在河道疏浚的基础

上同步推进沿河绿化，如今的洮河已成为群众休

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铁腕护河打赢碧水保卫战

“河道治理重在‘一河一策’，精准发力。”岷县

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石贵志介绍，“在具体管护

中，我们为每条河流做了健康‘体检’，编制了‘一

河一策’方案，完成了25条规模以下河流540公里

管理范围划定及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同时，建立了范围清晰、权属明确、责任落实的河

湖管理保护责任体系，把河湖治理与城乡建设融

为一体，分类治河、因河施治，形成共振效应。”

近年来，岷县通过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职

责、强化管控河湖水域岸线、规范管理河道采砂、

加强违法行为监管、探索推进智慧河湖建设等举

措，打响了一场碧水保卫战。

“生态治理重在依法行政，形成震慑。”石贵

志说，“通过部门协调联动，充分发挥‘河长+警

长’‘河长+检察长’的作用，岷县累计审查甄别

河湖问题线索 36 条、立案 24 起，实现依法治河、

铁腕护河，为河长治水保驾护航。”

据了解，岷县通过组织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

母亲河”“聚焦小微边共建幸福河”“冬季亮剑、清净

河湖”“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等一系列行动，治

理河湖“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418个，

疏浚河沟道约1380公里，清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累计约1.2万吨，岷县生态环境局连续监测显示，洮

河水质均达到Ⅱ类，洮河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自河长制实施以来，河水一年年变清，水质

一年年向好，2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和 3 个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 100%稳定达标。”岷县生态环境监测

站站长郑宏伟道出了水质提升的秘密。

岷县“硬核”护水的初心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决心，绘就了一幅“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美丽画卷。

“河长制”让洮河水清岸绿景美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李彩霞

游人在江苏省无锡市太湖鼋头渚景区游览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