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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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最后一站，母亲河在山
东省东营市“绽放”成广袤而生机勃
勃的三角洲。
“我们前几天刚从船上下来，刚

完成 2020 年度黄河口莱州湾水文
生态监测 5月航次，主要观测项目
包括水文要素、水体环境要素和海
洋生物要素等。”6月初的一天，黄
河河口海岸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徐丛
亮，正忙着分析数据。
“看，这就是 2014 年至今的黄

河春季入海水量与黄河口莱州湾海
域鱼卵密度密切相应关系变化图。
每年春季，入海水量增大，莱州湾产
卵孵育场核心区扩大，鱼卵密度也
数倍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更加丰
富。”徐丛亮介绍。

近年来，黄河河口海岸科学研
究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黄河口及
邻近海域生态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为黄河口生态调度提供技术
支撑。
“东方白鹳、黑嘴鸥等鸟类种

类、数量均大幅增加，这是保护区生
态环境逐渐趋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
中心负责人王安东，长期在基层、一

线从事生态保护与恢复技术工作。
他介绍，目前，保护区内鸟类由建区
时的 187种增加到 368种；植物种类
由 1995 年的 393 种增加到 685 种，
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
被区之一。

大保护大治理的背后，需要科
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为全力推进
生态保护和湿地修复，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加强智慧保护区建设，
通过搭建科研合作平台，应用“互
联网+”等数字化手段，构建海陆空
一体化监测网络和数字信息平台
体系。

2019年以来，自然保护区内共
实施 9 项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
程，区内淡水水域面积新增 699 公
顷，自然植被覆盖率达到 55.1%。
2020年 1月，保护区荣获“生态中国
湿地保护示范奖”。

绿色治理积蓄发展新动能。近
年来，东营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全过程，通过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深度治理空气异味、企业直排河
流整治等多项举措，提高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水平。

山东省东营市

入海口积蓄发展新动能
■刘冬辉 盖 宁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
泪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一道道的
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毛巾头
上缠，锣鼓一敲，信天游响彻黄土高
原。走进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龙首
村，蓬勃的生机扑面而来。

龙首村坐落在黄河支流沮河
畔。“以前，村里人连小汽车都没见
过。走在村里的土路上，不下雨两
脚灰，一下雨两腿泥。”村支部书记
寇康宁记忆犹新。

产业发展是脱贫致富的基础。
据介绍，龙首村人多地少，年轻人进
城打工，老人孩子留守村庄。好在
村子距离县城不远，当地特色农产
品方便运到城里，卖个好价钱。为
此，陕西省军区对龙首村 2个蔬菜
大棚基地、37个食用菌大棚进行改
造提升；投放鸡苗 2700 只、发展养
羊户 10户……脱贫产业百花齐放，
致富之路基础更加坚实。

在龙首村的蘑菇大棚，村民刘
红全坐在轮椅上，左手提着喷壶，娴
熟地给菌棒浇水。“等明年扩大规

模，再多种些蘑菇，又能多赚些。”提
起大棚种植的前景，刘红全黝黑的
面庞上露出笑容。

谁能想到，2003 年，刘红全因
病腿部高位截肢。“家里就靠着妻
子种玉米的收入和亲戚朋友的接
济。住的是老旧砖窑，像样的家
具也没几件，日子就快过不下去
了。”提起之前的生活，刘红全唏
嘘不已。

2017 年，在省军区的帮扶下，
刘红全申请扶贫贴息贷款，发展蘑
菇种植。陕西省军区协调当地菜市
场，定点供货，帮助拓宽销售渠道。
如今，刘红全的蘑菇大棚初见规模，
年收入达到 5万余元，全家人住进
新翻建的安居房。

军地协作，让龙首村旧貌换新
颜。红顶的砖瓦房依山而建，宽敞
的水泥路纵横交错，小汽车在路上
穿梭。广场上，几位老人唠着家常，
小孩子们嬉戏打闹……2017年，龙
首村顺利实现脱贫。2019年，全村
人均年收入超过1.3万元。

陕西省延安市

黄土高原奏响信天游
■张艺蓝 朱浩龙

24 岁的加洛才仁，是青海省
玉树州治多县索加乡的牧民。2017
年从部队退伍后，他便回到家乡参
加民兵生态管护队。每天，他都会
和队员们骑着摩托车巡逻，守护着
高原生态环境。

索加乡距离治多县城 264 公
里。这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
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当地生存条
件艰苦，却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
堂。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公
益岗位“一户一岗”模式推开，
1.7 万名牧民加入生态管护队伍，
成为当地生态保护的主要力量。
每年，民兵都会依托祭山、祭
湖、赛马等活动，宣讲环保理念
和环保政策。

生态管护员的工作比放牧辛苦
得多。每次常规巡逻，加洛才仁和
队员们都要花 3天时间。遇到野牦
牛产仔的季节，最远巡逻里程超过
50 公里。岩羊、藏羚羊、藏野驴
等动物，常常在地形复杂险峻的地
方出没。摩托车进不去，他们就只
能骑马或牦牛。遇到陡峭的悬崖、
泥泞的沼泽只能徒步，有时一天要

走十几公里，晚上在野外搭个简易
帐篷宿营。

巡逻过程中，加洛才仁重点查
看当地草畜平衡情况，还要时时关
注环境异常。水源有没有被污染，
环境有没有被破坏，有没有人捕
鱼，有没有人偷猎，有没有人偷挖
药用植物。总之，草原上的一草一
木都需要他留心，遇到情况及时汇
报。

去年 7月，加洛才仁和队员们
看见一只幼年藏野驴，一瘸一拐地
走在草原上。上前检查后，他们发
现藏野驴受了外伤，便立即联系乡
卫生院医生。经过精心照料，藏野
驴逐渐恢复行动能力，很快消失在
草原深处。
“以前，我只觉得草原和自己

的生活有关，现在却不这么想。因
为这是长江、黄河源头的草原，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加洛
才仁聊起这些年的变化，“以前，
只能偶尔看到几只野牦牛，都离得
远远的，见到人影扭头就跑。如
今，在路上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牦
牛。它们见到人也不怕，甚至跑到
院子里，赶也赶不走。”

青海省玉树州

生态卫士守护三江源头
■洪玉杰 本报特约记者 谭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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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与下游

整合碎片化管理，

实现一体化保护

黄河干流潼关水文站出现 1996年以
来最大洪水、多条支流超警戒水位……今
年入汛以来，受流域内强降雨影响，黄河
干支流警报频传。为应对上游来水，预先
筹划下一步流域整体防洪需要，黄河水利
委员会实施中下游水沙联合调度，小浪
底、三门峡水库持续开闸泄洪。

据介绍，截至 9月 8日，黄河小浪底水
库排沙量超过 3.3亿吨。利用这次中游干
支流洪水过程，可以进一步冲刷小浪底、
三门峡水库淤积，推进水库河道泥沙年际
调节，同时兼顾下游水资源安全，最大程
度实现洪水资源化利用。

从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到伏秋
大汛岁岁安澜，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
理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的一年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开启
新篇章。

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
难治的症结所在。“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
域。解决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问题，需
要从根本上推进全流域综合治理。”林震
说。

在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每天傍晚，是
当地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段之一。落日
余晖中，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牧民阿桑，
拿出望远镜，搜寻动物踪迹。雪豹、金钱
豹、白唇鹿……这些稀有野生动物，阿桑
都见过不止一次。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
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
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然而，三
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总面积 12万平方

公里，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四县
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共 12
个乡镇、53个行政村。几年前，由于多部
门交叉管理，这里的生态治理权责不清、
效率不高。

解决管理的碎片化，才能实现保护的
一体化。

2016年 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正式挂牌。青海省整合当地 4县的国土、
林业、环保、水利等机构力量，政府部门整
体精简 25%。同时，打破原有大小自然保
护区条块分割，对公园园区实行垂直统一
管理，形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管理体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实践，是
对黄河全流域综合治理的一次有益探
索。黄河流域涵盖 9省市，上下游、干支
流、左右岸都可能涉及不同省份。如何打
破行政区划的边界，加强各地紧密联系，
是黄河流域未来治理、发展的长远命题。

产业与生态

探寻生态经济、绿

色发展新路

“两山夹一河”的地理位置，赋予甘
肃省兰州市独特的自然风光。全市 300
多万人依黄河而生，也给黄河带来沉重
负担。为给黄河“减负”，兰州市启动城
区 4个污水处理厂的扩能、提标、改造工
作。经过物理、生物等多重处理，城市污
水重回清澈，汇入黄河。改建后的七里
河安宁污水处理厂，地面还将建设景观
公园，作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去年以来，兰州市建成 21个公园、1.5
万亩绿地，黄河沿线面貌大大改观，成为
城市中一道迷人的风景。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提出15周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正是‘两山’理念在黄河流域的具
体体现，也是对沿黄省区的具体要求。”林

震说，践行“两山”理念，不仅是守住绿水青
山、修复绿水青山，还是在生态优先的前提
下，走出一条绿色发展道路。

黄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 27%，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却高达 80%，远超一般流域 40%的生态警
戒线。水资源仍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刚性
约束。

山东省沿黄地区煤炭、石油等资源丰
富。此前，产值前五的工业门类中，高耗
能高耗水的炼油、化工、铝业、钢铁占了 4
席。为了让宝贵的黄河水支撑更为长远
的发展，山东省在治理环境的同时，寻求
产业转型。

2018年以来，山东省累计治理“散乱
污”企业超过 11 万家，关停化工生产仓
储企业 1500 多家，化工园区从近 200 家
压减到 84 家。同时，山东省着力推进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领航
型”企业培育计划。今年上半年，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4.4%，提高 6.3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 3年翻了一番多，达到 1.1 万家。位
于黄河下游的山东，正在变新、变“轻”、
变绿。
“传统发展观念提倡高速度增长，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事实证明，这
样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也不够公平。生
态环境问题，也因此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短板之一。”林震解释，黄河流域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个重要思路就是
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构建生态
经济体系。

抓住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机遇，
甘肃省张掖市出台《张掖市绿色生态产业
发展规划（2018-2025）》，筛选储备绿色生
态产业项目 382 项，并出台财税支持、人
才支撑等相关配套政策，最大限度破解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2020年
1至 7月，循环农业、中医中药、先进制造、
节能环保等十大生态产业税收，占全市税
收总量的52.3%。

流域与区域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

新格局

今年 8月，山东省青岛市举行“2020
青岛·陆海联动研讨会”，沿黄九省区的省
会城市、胶东经济圈五市共同发起东西互
济陆海联动合作倡议，相约共建海港和内
陆港联动合作体系。

早在去年 11月，兰州-青岛海铁联运
班列开通，打通甘肃向东出海、山东向西出
境的高效便捷贸易通道，把港口搬到内陆
企业“家门口”。木材从俄罗斯海运到青
岛，再通过班列运到兰州。相比传统路线，
一个集装箱运费减少4000元。

就像一栋房子要划分客厅、卧室、厨
房等不同功能区一样，我国辽阔的国土空
间也要进行功能区分，让不同区域承载不
同功能，扬长避短、优化发展。

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经济地带，也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区域。“黄河宁，天下平。这句谚
语蕴含着人民群众对黄河长治久安的期
盼。”林震说，“黄河的特殊地位，使黄河流域
的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发展的一个缩影。黄
河流域发展的不平衡，也折射出我国区域发
展存在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

201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第3个十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出台。也是
在这一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两大战略相辅相成、互为
补充，西部地区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

今年 5月，一列满载铝卷的国际货运
班列从兰州市出发，到达广西钦州港后，
通过轮船运至沙特阿拉伯。这条西部陆
海新通道，串起黄河流域、西部地区，以及
“一带”与“一路”。作为两大国家战略的
交汇点，内陆城市兰州正成为对外开放新
高地，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一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实践回眸

■本报记者 佟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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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文明史，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中华
民族母亲河，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千秋大计。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2019 年 9 月 18
日，习主席在河南省郑州市主持召
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黄河大合唱”开启新篇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年
时间，黄河奔流不息，焕发新颜。

一年间，着眼推动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沿黄各省区有哪些举
措？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布局中，
黄河流域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对
此，记者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教授林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