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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处于风蚀、水蚀交错区，水土流失严
重。多年来，兰考在焦裕禄除“三害”经验引领下，采
取林草措施、工程措施、农业措施相结合，水土流失
面积逐年减少。仅2011年以来，全县新增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25km2，农田林网植树5万多株，河道沟
渠清淤超过25万m3，水土保持成效显著，成为平原
沙土区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 （兰考县水利局）

淅川县集山区、库区、移民区于一体，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也是库区水域面积最
大的县份。全县总面积 2820km2，其中水土流失
面积 1370km2。2007 年以来，淅川县牢固树立

“生态为先、水质至上”理念，以发展生态经济为主
线，以生态高效产业为引领，推进库周生态建设，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1130km2，着力培育湖桑、柑橘、
山杂果、中药材、茶叶、金银花等生态产业基地，实
现水土保持和产业发展双赢，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水质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淅川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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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号
角。神州大地，改革春风吹绿了中原的山山
水水，吹暖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事业。

4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以小流域治理为主线，由
群众自力更生分散治理转向政府投入规模治
理，由粗放型治理开发转向集约型治理开发，
由防护型治理转向生态型治理，濯濯童山披
绿装，坡地变梯田，荒山沟变成大花园，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成就辉煌，在绿水青山之间耸
立起一座座丰碑。

——连片治理工程。1987年至 1994年，
全省20个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县集中连片开展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共治理小流域900多条，以
济源王屋河、舞钢尹集、郑州五指岭等为代表的
54个片区，探索出了“四线三区”早期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模式。“四道防线”：第一道，坡顶鱼鳞
坑、水平沟与乔、灌、草相结合；第二道，缓坡隔
坡条田、反坡条田与经济林相结合；第三道，坡
脚梯田与沟坝地相结合；第四道，沟道谷坊、塘
堰坝、淤地坝相结合。“三区”是：坡顶用材林基
地、缓坡经济林基地、坡脚农作物基地。

——“十百千”示范工程。1999年，水利
部和财政部在全国选择10个城市、100个县、
1000 条小流域作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的示范工程(简称“十百千”示范工程)。我省
积极响应国家“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建设秀美山川”号召，统筹山水田林路综
合治理，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恢复土
壤植被与培植发展支柱产业相结合，开展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灵宝市寺河小流域形成了
用“材林封顶、果树缠腰、梯田坐底、刺槐封
沟”的治理模式；信阳市金牛山小流域实现了

“公园外貌、商品基地、服务中心”的治理目
标，成为全省城郊型小流域治理的典范；巩义
市玉仙河小流域通过治理，山头松柏盖顶，坡
脚粮田果园，沟道工程防护，打造水土流失综
合立体防护体系。截至 2003年，河南省共有
10个县、112条小流域被命名为全国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建设“十百千”示范工程。

——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丹
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涉及淅川、西峡、内乡、
邓州、栾川、卢氏等 6 个县（市），流域面积
7815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4143km2。为
确保“一河清水入丹江，一库清水送京津”，水
土流失治理始终坚持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
为中心，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并重，治土与治
水相结合，因地制宜，整治坡地，修建塘堰坝、
集雨水窖、排水渠等径流拦蓄和排泄工程，遏
制水土流失。以“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为理念，加强了生态产业培育。淅川马蹬镇
培育形成了5万亩无公害花椒，成为中原花椒
第一镇；西峡县形成了“菌、果、药”三大特色
产业，香菇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10、出口
位居全国第一，猕猴桃基地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居全国第二，山茱萸年产量占全国的一半。

——淮河流域重点水源区治理。1992年
至 2004年，在淮河流域重点水源区新县、商
城、桐柏、鲁山等县实施的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1997年至 2001年实施的新县二期工程，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57.4km2，治理区侵
蚀模数由治理前的2600t/km2·a下降到930t/
km2·a，在项目实施5年间，虽然连续3年遭遇
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但农业生产仍获得了较好
的收成。桐柏县项目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357km2,林草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38.5%提
高到78.8%;治理区以板栗、茶叶、木瓜和养殖
业为主要支柱的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尤其
板栗、木瓜经过深加工已进入全国市场，带动
了全县65个贫困村、1.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黄土塬区治理工程。为减轻黄土塬
区泥沙流失，黄河流域洛阳、三门峡、郑州、焦
作、济源等市集中开展了重点小流域治理工
程、治沟骨干工程、重点支流治理工程，在结合
植物措施的同时，修建了大量梯田、坝地、谷
坊、沟头防护、淤地坝等工程。洛阳市新安县
和偃师市项目区总面积268.9km2，水土流失面
积36.7km2，经过治理，整治梯田3.54万亩、坝
地 2271亩，种植乔木林 9.53 万亩，修建谷坊
441座、淤地坝44座。黄土塬区水土保持综合
治理工程的实施，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减少
了入黄泥沙，对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老区水土保持工程。河南省大
别山片区、桐柏山片区和太行山片区是集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区于一体的
区域。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区
域内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农业基础
薄弱，水旱灾害频繁，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2008年至今，国家先后在新县、光
山、确山、林州等15个革命老区县实施水土保
持重点建设工程，治理区内水土流失得到了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形成了比较完
善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实现了生态、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2008年以来，林州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266.4km2，项目区林草覆盖率由治

理前的28.1%提高到49.8%，年拦蓄径流676.5
万m3，蓄水保土效率达83.5%，土壤侵蚀模数由
治理前的2500t/km2·a减少到500t/km2·a，土
壤侵蚀量减少80%。在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项目
区人均粮食产量达 530kg、年均收入可达
6745元，高于当地平均水平20%以上。

——坡耕地改造工程。为减轻农业耕作
造成的水土流失，2009年至 2012年，河南省
在商城、罗山、陕县、巩义等地实施了坡耕地
综合治理试点工程。2013年 5月，国家开始
大范围进行坡耕地改造，河南省组织编制了
专项实施方案，选定新密、伊川、渑池、禹州、
宜阳、鲁山、南召7个项目县21个项目区实施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治理坡耕地 32.5 万亩。通过水
土保持工程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水土流失，改
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而且通过坡改梯、沟建坝、

配套小型蓄水工程等，项目区实现了生产有
路、集水有池、排灌有沟，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各地坚持把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与发展当地支柱产
业相结合、与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
合，合理配置资源，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
特色的农业经济示范田、经济林基地，有力促
进了区域经济发展。鲁山县形成了5万亩的梨
树、软籽石榴种植基地，南召县建成了2万亩核
桃种植及深加工产业基地。

——生态文明工程建设。2003年，水利
部在全国开展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创建活动，我省以此为契机，
积极推动集科普教育、水土保持措施展示为
一体的科技园区和生态文明工程创建活动。
陕县二仙坡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孟津县生
态水保科技园等 12个单位先后被命名为“国
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遂平县嵖岈山温

泉小镇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 3个单位被
命名为“全国中小学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
基地”；卫辉唐庄西山生态园等28个单位先后
被评为“省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洛阳、
济源、义马被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
市、县”；平桥区郝堂等 3个小流域被评为“国
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特别是渑池县柳庄成功创建黄河流域第一条
国家级生态清洁型小流域，为黄河流域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燕山水库
被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各项
创建活动的开展，不仅极大激发了民间资本参
与水土保持的热情，营造了关心、重视和支持
水土保持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也成了展示水
土保持科技成果、普及生态理念的重要窗口，
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辐射、带动作用。

2017年，在全省开展水土保持生态村创
建工作，首批评定了新密市尖山田种湾村、确
山县瓦岗镇常庄村、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新
集村、巩义市小关镇大山怀村、永城市城关镇
马岗村5个水土保持生态村。通过水土保持生
态村创建，把水土保持工作与环境治理、建设
新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利用人工
治理和自然修复，发展有机农业，减少化肥、农
药投放量，减少面源污染；生态系统更加完善。

我省水土保持工作积极落实国家、省委
省政府扶贫政策及相关部署，为全省脱贫攻
坚贡献水土保持力量。2012年以来，全省用
于贫困县水土保持建设资金累计达到 6.8 亿
元，投入资金占水土保持总投资的60%以上。

至 2017年底，全省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4.03 万 km2，建设塘坝、谷坊、水窖等小型
蓄水保土工程 136万座。全省 60%以上的水
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改善了生态环境，
提高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经济社会
发展，2000多万人从中直接受益。

在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同时，强化
了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全省水土流失预防监
督执法工作从无到有，水土保持机构能力建设
扎实推进，先后有43个县获全国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能力建设县。各级水利部门基本实现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监督检查、设施验收、规
费征收、案件查处工作“五规范”，水土保持方
案申报率、实施率和验收率得到不断巩固与
提高。2011年新水土保持法实施以来，全省
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2755个，
工程区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0.23 万 km2，有
效遏制了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明显加强。1980年恢
复了济源、陕县、嵩县等 7个水土保持科学实
验站；1988年开始，河南省先后对全省土壤侵
蚀状况进行了 4次遥感普查；1995年开始又
进行了 3次水土流失普查。完善了监测站点
布局，开展了监测站点标准化建设，实现了全
省4大流域监测站点全覆盖；围绕水土保持业
务，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测和地理信
息系统等科技手段，为全省区域水土流失消
长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撑。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
要内容。进入新时代，河南水土保持工作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
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理、综合施策，推进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建设美丽河
南、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更多更优的生态产品。

（本版图文由河南省水利厅提供）

改革开放谱新篇 蓄水保土靓中原
——河南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40年巡礼

2017年，三门峡被河南省水利厅确定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
综合监督管理试点市，两年来，紧紧围绕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综合治理、监测评价
等核心业务，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测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科技手段，建立了
全市行政区域内“空中看、地面查、网上管”的综合监管体系。“天地一体化”技术的
应用，有效提高了生产建设项目监管信息的获取效率，加强了事中监管力度和监
督检查工作效能。 （三门峡市水利局）

信阳市南湾水库水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信阳市水利局）

河口村水库在建设伊始，就提出“创生产建设
项目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的目标，严格落
实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原则，结合工程施
工特点，将预防和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程措
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永久措施与临时措施相结
合，科学选择不同的防治措施，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6%，林草覆盖率 64.9%，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
水土流失。 （河口村水库建管局）

驻马店市水土流失总面积 3668km2，经过多年连续治理，至 2017年底，累计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73.8km2。老乐山小流域 2017年被水利部命名为“国家级
水土保持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目前，驻马店市已创建国家级水土保
持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1条，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1处，全国中小学水土保持
教育社会实践基地1处，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2条，省级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4处，省级水土保持示范村1个。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创建，得益于民
营资本的大量注入。“十二五”以来，全市投入各级财政资金1.65亿元，引导和撬动
民营资本投入16.2亿元，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13.8km2。 （驻马店市水利局）

济源市始终把水土保持作为减少黄河泥沙的
重要举措，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载体，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
治理的方针，深入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目前，
全市53条小流域经综合治理，形成了“多层次、多
功能、多效益”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有效控
制了水土流失。2004年被水利部命名为“全国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市”，2013年被水利部
命名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市。

（济源市水利局）

河口村水库坝后生态治理工程

济源市城市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工程

兰考县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微地形工程

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确山县老乐山清洁小流域

蒙华铁路卢氏车站高边坡治理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