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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杨邦杰ꎬ严以新ꎬ汪庆发
( 致公党中央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

要: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ꎮ 严重的水土流失ꎬ恶化了生存环境ꎬ加剧了贫困ꎬ危及

到国土、国家粮食、生态及饮水安全ꎬ已成为中国重大的环境问题ꎮ 该文通过对甘肃、黑龙江等省的实地调研ꎬ基本
掌握了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区、东北黑土区以及京津冀地区水土流失及治理现状ꎬ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ꎬ
并结合相关部门的实践经验ꎬ提出了加强水土流失治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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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黑土区之一ꎬ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

前言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ꎬ加
快水土流失治理进程ꎬ改善生态环境ꎬ有效保护和合
理利用水土资源ꎬ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 生态文明”

４ 省( 区) 、２４４ 个县ꎬ土地面积约 １０９ 万平方公里ꎬ
耕地面积 ３.２ 亿亩ꎬ年粮食产量约 １ ２００ 亿 ｋｇꎬ约占
全国粮食产量的 １ / ５ꎬ粮食商品率 ７０％以上ꎬ粮食商

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首位ꎬ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

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ꎬ是关系人民福祉ꎬ建设美丽中

地ꎬ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国ꎬ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本保障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位ꎮ 长期以来ꎬ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不合理的生产

和 ７ 月ꎬ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分别赴甘肃省、黑龙江省

经营活动ꎬ东北黑土区成为中国严重的水土流失区

对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东北黑土区的水土流失和水

域之一ꎮ 黑土区水土流失类型多样ꎬ有水蚀ꎬ有风

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进行调研ꎬ并向有关部门书面

蚀ꎬ还有冻融侵蚀ꎬ主要发生在 ３ ~ １５ 度坡耕地上ꎬ

了解了京津冀区域水土保持工作情况ꎮ 调研组实地
考察了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通渭县和天水市秦安
县、麦积区ꎬ黑龙江省绥棱县、拜泉县、农垦北安管理
局小流域水土流失防治情况ꎬ并与当地政府、有关部
门以及部分农场、乡村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ꎮ 本文

多年平均侵蚀模数达 ３ １００ ~ ４ ８００ 吨 / 平方公里
年ꎮ 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ꎬ东北黑土
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２５.３ 万平方公里ꎬ占总土地面
积的 ２３.２１％ꎮ
表１

结合调研地区水土流失现状、治理情况ꎬ综合分析了
存在问题及原因ꎬ为加快水土流失治理、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提出科学建议ꎮ

１

１.１

水土流失现状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现状
东北黑土区( 东北山地丘陵区) 是世界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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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ꎬ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部调研处处长ꎮ

行政区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情况
( 单位:平方公里)
风蚀面积

水蚀面积 侵蚀面积

东北黑土区 １０８４３５５.０１ ８８０７８.３９

１６４７７３.８６ ２５８６７３.２６

东北黑黑龙江
吉林
土区内
辽宁
各省 内蒙

面积
４５２６９４.４９

８６８７.１８

１９１２１９.１１

１３５２９.４５

３８６２５９.３３

６５５２０.２０

５３８９９.１２

３４１.５６

７３２４９.５１

８１９３６.６９

１４７９０.８０

１５１３２.３６

３４７４３.８９
４１９６３.５５

４８２７３.３４
０７４８３.７５

黑土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耕地黑土层变薄ꎬ
面积减少ꎬ土地生产能力降低ꎬ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粮
食安全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东北黑土
层平均厚度由开垦初期的 ８０ ~ １００ｃｍ 下降到目前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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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 ３０ｃｍꎬ年均流失表土达 ０.３ ~ １ｃｍꎬ土壤有机质含

甘肃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ꎬ全省有耕地 ８ １１０ 万

降ꎮ 据调查统计ꎬ目前东北黑土区已有 ２３７ 万公顷

地面积的 ７０％以上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底ꎬ全省共建成梯

量平均由 １２％下降到 ２ ~ ３％ꎬ土地生产力大幅度下
坡耕地黑土层已全部消失ꎬ基本丧失了生产能力ꎬ还
有 ７００ 万公顷左右的坡耕地黑土层厚度不足 ２０ 厘
米ꎬ直接威胁到约 １ ０００ 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ꎮ 同

亩ꎬ其中以坡耕地为主的山旱地 ５ ９８６ 万亩ꎬ占总耕
田 ２ ７９１ 万亩ꎬ尚有 ２ ６２５ 万亩坡耕地需要改造ꎮ 全
省有 ６７ 个旱作农业县区ꎬ占全省总人口的 ８０％人口

位于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的中东部ꎬ贫困面大ꎬ贫困

时ꎬ由于东北黑土区坡缓、坡长的地形特点ꎬ以及黑

程度深ꎬ扶贫攻坚任务重ꎮ 大量坡耕地和侵蚀沟道

土土壤疏松、抗蚀能力弱的特性ꎬ流失区侵蚀沟极易

的存在ꎬ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ꎬ造成土壤瘠薄ꎬ肥力

产生并快速发展ꎬ导致黑土地支离破碎ꎬ沟壑纵横ꎬ

低下ꎬ耕地减少ꎬ水源涵养能力锐减ꎬ生产生活条件

耕地不断被蚕食ꎮ 据调查ꎬ东北黑土区现有侵蚀沟

恶化ꎬ自然灾害频繁ꎬ成为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

２９ 万多条ꎬ侵蚀沟侵占或毁坏耕地面积达 ４８.３ 万公

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顷ꎬ每年损失粮食约 ７０ 亿斤ꎮ

１.２

甘肃山丘区水土流失现状

甘肃省常年干旱少雨ꎬ地貌类型复杂多样ꎬ自然

灾害频繁ꎬ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ꎮ 据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公报ꎬ截至 ２０１１

１.３

京津冀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普查成

果ꎬ京津冀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５０ ５３４ 平方公里ꎬ占
土地总面积的 ２４％ꎮ 其中ꎬ水力侵蚀面积 ４５ ５７３ 平
方公里ꎬ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区、太行山山区ꎻ风力侵

年底ꎬ甘肃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２０.１１ 万平方公里ꎬ占

蚀面积 ４ ９６１ 平方公里ꎬ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坝上高

定 西、临夏、天水、平凉、庆阳等地ꎬ发育侵蚀沟道

设项目逐年增多ꎬ造成大量新的人为水土流失ꎻ同时

２６.８ 万条ꎬ占整个西北黄土高原区的 ２７.８９％ꎮ 据多

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ꎬ尤其是山区农林开发、农村

年统计ꎬ甘肃全境年可向黄河、长江输送泥沙高达

公路建设、经济开发区和新村镇建设等活动也造成

５.５ 亿吨ꎮ 甘肃省也是全国典型的旱作农业区ꎬ全

新的人为水土流失ꎮ

总土地面积的近 ５０％ꎮ 占黄土高原面积约 １７％ 的

原地区ꎮ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ꎬ该地区生产建

省 ８６ 个县市区中ꎬ有 ６７ 个属于旱作农业区ꎮ 根据
表２
地区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合计

２

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及其占土壤侵蚀面积比例

土壤侵蚀
面积
３２０１.８６

( 平方公里ꎬ％)

京津冀地区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侵蚀
面积

比例

中度侵蚀
面积

比例

强烈侵蚀
面积

比例

极强烈侵蚀
面积

比例

５.５５

２.３５

１７４６.０８

５４.５４

１０３１.４６

３２.２１

３４０.６４

１０.６４

７０.１２

４７０９５.８８ ２５８９５.１１

５４.９８

１４３９６.７８

３０.５７

４７１８.１７

１０.０２

１４６３.８２

２３５.７６

１０８.３４

５０５３３.５０ ２７７４９.５３

４５.９５
５４.９１

６０.０４

１５４８８.２

２５.４７
３０.６５

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逐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

重视ꎬ目前ꎬ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开展了坡耕地水土流

５９.２６

５１１８.０７

２５.１４
１０.１３

１５３９.４９

２.１９
３.１１
３.０５

剧烈侵蚀
面积

比例

２.５７

１.０９

１３.５６
６２２

６３８.１３

０.４２
１.３２
１.２６

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ꎮ 水保工程的实施ꎬ有效地
治理了水土流失ꎬ提高了水源涵养能力ꎬ改善了生态
环境ꎬ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生活条件ꎬ夯实了
农业生产基础ꎬ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ꎮ

失综合治理工程、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国家

一是小流域综合治理扎实推进ꎬ梯田建设明显

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等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加快ꎮ 多年来ꎬ甘肃省总结推广成功治理经验ꎬ山、

程ꎬ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ꎬ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ꎬ工

水、田、林、路、村统一规划ꎬ坡面治理与沟道治理相

程措施、植物措施、农业措施有机结合ꎬ发挥了很好

结合ꎬ工程、植物和蓄水保土耕作措施相配套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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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流域为单元ꎬ道路为骨架ꎬ梯田为主体ꎬ造林

种草、淤地坝、谷坊、涝池相配套” 的综合防治体系ꎬ
治理了水土流失ꎬ改善了生态环境ꎬ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３

施后ꎬ坡耕地粮食产量均实现稳产、增产ꎮ 项目区内
８０％的新修梯田、５０％ 的地埂植物带和 ３０％ 的改垄

地由原来的二等地或者三等地提升为一等地ꎮ 甘肃

全省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 １ ５６４ 条ꎬ营造水土保持

省坡耕地修成梯田后ꎬ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ꎬ亩均

１ ５７３ 座ꎬ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７.３６ 万平方公里ꎮ

１０ 吨ꎬ粮食增产 ３０％ ~ ５０％以上ꎬ昔日跑水、跑土、跑

梯田 ２ ０００ 多万亩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在国家发

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ꎬ成为不可或缺的耕地资源ꎮ

林草 ５ ２３４ 万亩ꎬ生态修复 ２ ０１１ 万亩ꎬ建设淤地坝
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ꎬ历时 ３０ 多年坚持不懈兴修

可增加蓄水能力 ４０ ~ ７０ 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 ４ ~

肥的“ 三跑田” 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 三保田” ꎬ

展改革委、水利部启动实施的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

三是夯实农业基础ꎬ农业特色产业不断壮大ꎬ增

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带动下ꎬ甘肃省委、省政府围绕

加了群众收入ꎮ 随着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不断推

“ 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 这个核心ꎬ整合水利、

进ꎬ不仅改善生态环境ꎬ而且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ꎬ

就完成了 ５００ 万亩梯田工程建设ꎬ项目区人均梯田

高效农牧业ꎬ增加农民群众收入提供了保障ꎬ促进了

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ꎬ近 １０ 年东北黑土区水

建设成果ꎬ因地制宜集中连片发展 “ 梯田 ＋ 全膜玉

２５.８７ 万平方公里ꎬ减少了 １.７２ 万平方公里ꎮ 治理

药材” 、“ 梯田 ＋ 草畜” 等多种产业模式ꎬ促进了定西

发改、国土、扶贫、农发等多部门资金ꎬ仅用 ４ 年时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ꎬ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ꎬ发展

达到 ２ 亩以上ꎬ成为全国坡耕地集中整治的典范ꎮ

地方农业产业的发展ꎮ 甘肃省围绕旱作农业区梯田

土 流 失 面 积 由 原 来 的２７ . ５９ 万 平 方 公 里 ꎬ 下 降 到

米” 、“ 梯田 ＋马铃薯” 、“ 梯田 ＋经济林果” 、“ 梯田 ＋ 中

后ꎬ项目区水土流失强度显著下降ꎬ普遍由治理前的

洋芋、中草药、天水苹果、陇南花椒核桃、甘南畜牧养

强度、中度侵蚀降低为治理后的轻度或者微度ꎮ 列

殖等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ꎬ水土保持特色产业逐步

如 黑龙江省宾县项目区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成为定西、天水等地的一张名片ꎬ实现经济效益与生

２７.１２％ 提高到３６.８９％ ꎬ土壤侵蚀模数由治理前的

态效益的双赢ꎮ 据介绍ꎬ定西市 ２０１３ 年种植中药材

３ １００ 吨 / 平方公里年减低到治理后的 ３００ 吨 / 平

１１５ 多万亩ꎬ实现总产值 ９９ 亿元ꎬ市场交易值 １７２

量 ５６ 万 吨ꎬ 基 本 做 到 了 “ 小 水 不 出 沟、 泥 土 不 下

畜牧业总产值分别达到 １０５ 亿元和 ８０ 亿元ꎮ 农民

二是保护了耕地资源ꎬ改善土地质量和提高土

入 ７９６ 元、８６０ 元、１ １００ 元ꎬ分别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方公里年左右ꎬ下降了 ９０％ꎬ年可减少土壤侵蚀
山” ꎬ生态环境大为改观ꎬ下游河道淤积有效缓减ꎮ

地生产力ꎮ 黑龙江省经过 ３０ 多年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ꎬ治理区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有效控制ꎬ坡耕
地改造成高标准的基本农田ꎬ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的
修复和保护ꎮ 拜泉县通过山顶栽树戴帽、山腰等高

亿元ꎬ成为全市首位的特色优势产业ꎻ马铃薯、草食
人均分别从中药材、马铃薯、草食畜牧业中获得纯收
的 １９％、２１％、２６％ꎮ 目前ꎬ甘肃全省推广全膜双垄
沟播玉米 １ ０４８ 万亩、马铃薯种植 １ ０００ 多万亩、中
药材 ２５０ 万亩、苹果 ４３０ 万亩、蔬菜 ６５０ 万亩ꎬ水保

特色产业呈强劲发展势头ꎮ 黑龙江拜泉县结合小流

垄作梯田、沟底谷坊跌水“ 三道防线” 治理思路ꎬ综

域综合治理ꎬ围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等发展方向ꎬ

合治理了 １.９ 万条侵蚀沟ꎬ有效控制了沟道下切和

大力打造通双、九龙山、五岭峰、马川山、狼洞山等生

延伸ꎬ保护了两岸农田ꎮ 许多原来快速发展的侵蚀

态经济区ꎬ农民人均收入实现近万元ꎮ 黑龙江依兰

沟通过治理变为稳定的可再利用的土地ꎬ既增加了

县在坡改梯工程实施中ꎬ引进适宜本地气候、土壤条

耕地数量ꎬ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ꎮ 据黑龙江省拜泉

件ꎬ经济效益显著的“ 荭菇娘” 作为推广品种ꎬ指导

县小流域实测分析ꎬ在实施坡改梯项目三年后ꎬ农田

农户利用地埂经济作物增收弥补耕地减少造成的损

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原来的 ３.４８％ 提高到 ３.８９％ꎬ全

失ꎮ

０.０５％提高到 ０.０５６％ꎬ全钾由原来的 ２１.２％ 提高到

水利部加大了对全国及京津冀地区部批大中型生产

氮由原来的 ０.１５１％ 提高到 ０.１９２％ꎬ全磷由原来的

２２.１％ꎻ采用改垄、地埂植物带、水平梯田等治理措

四是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治理ꎮ “ 十一五” 以来ꎬ

建设项目的督查力度ꎬ涉及铁路、公路、水利、热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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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输变电、风电等行业ꎮ 通过督查ꎬ增强了生产

难以全面配套有效的生产道路和水池、水窖等配套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意识ꎬ严格落实水土保持“ 三同

工程ꎬ影响梯田效益的更大发挥ꎮ
三是人为水土流失问题日渐突出ꎮ 近年来ꎬ随

时” 制度ꎬ认真履行水土流失防治义务ꎬ有效防治人
为水土流失发生ꎮ

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ꎬ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人为水

３

土流失现象越来越多ꎬ陡坡开垦、乱砍滥伐等破坏生

水土流失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态环境的行为仍很严重ꎮ 根据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

近年来中国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方面取得明显

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成果ꎬ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

成效ꎬ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

比自然状态下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ꎬ危害十分严

需求相比ꎬ治理进度仍显滞后ꎬ亟需加大投入进一步

重ꎬ恢复难度很大ꎮ 尤其是近几年ꎬ京津冀及其周边

加快治理进度ꎮ

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ꎬ基础设施建设力

一是治理任务十分艰巨ꎮ 目前ꎬ东北黑土区年

度不断加大ꎬ特别是近几年随着锡林郭勒盟能源化

均治理水土流失数度约为每年 １ ０００ 平方公里ꎬ按

工基地、晋北煤炭基地、冀东矿产基地迅猛发展ꎬ自

照这个速度ꎬ根本解决黑土地退化的问题至少需要

然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ꎬ加剧了人为水土流失发

２００ 年以上ꎬ届时大量的黑土层将很有可能流失殆

生及其潜在危害ꎬ对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

尽ꎮ 同时现有 ２９ 万多条侵蚀沟亟需进行治理ꎬ如不

及时采取措施ꎬ将严重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ꎮ
甘肃省作为黄土高原地区乃至全国水土流失严重的
省区ꎬ治理任务十分艰巨ꎬ虽然经过多年持续治理ꎬ
甘肃省有近 １ / ４ 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初步治理ꎬ
治理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ꎬ但仍有 ２０ 多万平方
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亟需治理ꎮ 近几年ꎬ黄河流域干
旱加剧ꎬ甘南长江流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
重ꎬ河西内陆河流域沙尘暴频繁发生ꎬ区域内生态系
统整体上仍处于恶化的状态ꎮ 京津冀地区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ꎬ人为水土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ꎮ
二是治理资金非常有限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特别是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了对水土保持工程的投
入力度ꎬ但从总体上来看ꎬ当前的治理投入和速度还
难以满足实际需要ꎮ 如东北黑土区ꎬ按照每平方公
里投入 ５０ 万元测算ꎬ大约需要投入 １ ３００ 亿元ꎬ而
近五年来该区域每年国家投入只有 ３ 亿元左右ꎮ 同

的要求ꎮ
四是公众保护意识不强ꎮ 一些单位和个人在生
产建设项目活动中缺乏水土资源保护意识ꎬ经济建
设中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仍普遍存在ꎬ对耕地资源
采取掠夺式、粗放型开发利用ꎬ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ꎮ 同时ꎬ一些地方农民群众长期养成顺坡耕作
习惯ꎬ对超载过牧危害也认识不足ꎬ人为水土流失依
然严重ꎮ

４

４.１

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建议
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ꎬ加强黑土地水土流失治

理

一是建议把东北黑土地保护提高到国家层面ꎬ
统筹制定科学、系统的黑土地保护规划ꎮ 二是建议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治理列入国家区域发展规划ꎬ
制定黑土区整体的综合防治规划ꎬ加大国家投入力
度ꎮ 三是建议国家将侵蚀沟治理作为黑土区治理的
重点ꎬ由国家发改、财政部门列入专项ꎬ安排专项资

时ꎬ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地方财力普遍困难ꎬ多数地方

金开展侵蚀沟治理ꎬ大规模推进侵蚀沟治理ꎬ遏制其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配套资金难以足额落实ꎬ加

快速扩张趋势ꎮ 四是完善黑土地保护相关政策ꎬ明

之 ２００３ 年农村取消两工后ꎬ“ 一事一议” 组织群众

确地方政府和土地使用者保护黑土地的责任ꎬ把黑

投工投劳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非常困难ꎬ进一步加剧

土地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目标考核ꎮ 五是教育和鼓励

了治理投入不足问题ꎮ 甘肃省梯田建设虽然走在全

土地使用者及时维护和治理黑土地初期侵蚀ꎬ减少

国的前列ꎬ但由于全省坡耕地量大面广ꎬ目前仍有

任由土地侵蚀发展最终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工程治理

２ ０００ 多万亩坡耕地需要改造ꎬ在近年国家和甘肃省
加大投入力度的情况下ꎬ仍不能满足实际需求ꎮ 由
于投入有限ꎬ近年甘肃省实施的 ５００ 万亩梯田工程ꎬ

的现象ꎮ
４.２

进一步加大山丘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投入
一是继续关注和重视山丘区水土保持生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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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ꎬ提高国家投入比例ꎬ夯实山丘区自我发展和实现

治理的科技含量ꎮ 三是开展关于水土流失规律、水

脱贫致富的基础ꎮ 二是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

土保持规划、措施、管理、效益等方面的试验研究ꎬ推

程建设是一项关系山丘区发展命脉的农村重要基础

广科学的治理技术和制度ꎬ提高科技在水土保持中

设施ꎬ建议国家加大专项工程投入力度ꎬ扩大坡耕地

的贡献率ꎮ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项工程中央年度投资规模ꎬ加

４.６

大梯田建设投资力度ꎬ提高建设和补助标准ꎬ配套建

加大水土保持宣传力度ꎬ增强全民水土保持意

识

设生产道路和“ 小水窖、小水池、小泵站、小塘坝、小

一是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宣传教育ꎬ提升宣传

水渠” 等五小水利工程ꎬ促进梯田效益的更大发挥ꎮ

效果ꎬ使全社会深入了解中国水土流失的状况和危

三是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投入力度ꎬ加快水土流失

害ꎬ营造全社会保护水土资源、自觉防治水土流失的

综合治理步伐ꎬ达到山、水、田、林、路、渠、村综合治

良好氛围ꎮ 二是加快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教育

理ꎬ水土流失综合防治ꎬ生态环境全面改善ꎬ基础设

基地、水土流失警示教育基地、试验实习基地等户外

施同步发展目标ꎮ 四是建议继续加强退耕还林工程

教育基地建设ꎮ 三是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要ꎬ

及荒山造林项目政策扶持力度ꎬ提高补助标准ꎬ出台

组织编制好水土保持科普教材、法律法规宣传手册

生态补偿的制度和办法ꎬ巩固治理成果ꎮ

等系列读物ꎬ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４.３

教育工作ꎮ

大力开展京津冀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ꎬ促进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一是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脆弱ꎬ坝上高原区、太

( 致谢:致公党中央水土流失状况调研由全国

行山燕山山区经济相对落后ꎬ同时又是重要水源涵

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严以新率队ꎬ

养区ꎬ建议大力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ꎬ通过生态

调研组成员包括:牛崇桓、董配永、安雪晖、杨鹏、冯

修复、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三道防线ꎬ调节径流、涵

伟等ꎮ 原调研报告由冯伟执笔ꎮ 在此一并致谢ꎮ)

养水源、改善水质、控制面源污染ꎬ减少入库泥沙ꎮ
二是着力加大人为水土流失防治力度ꎬ应加强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ꎬ加大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力度ꎬ严格落实水土保持“ 三同时” 制度ꎬ有
效遏制人为水土流失ꎮ
４.４

建立水土保持补偿机制
一是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ꎬ在国家对水利的投

入中增加对水土保持的投入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征
收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费、建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基
金等方式ꎬ形成水土保持建设、保护和补偿长效机
制ꎬ加快水土流失防治ꎬ巩固治理成果ꎬ构建国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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