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作为黄河沿线重要的
中心城市，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全市上下一定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努力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 ●● ●●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河南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发展核心区，十分重视对黄河的

保护和利用。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新形势

下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我省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中引

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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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 苗长虹 艾少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
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
略。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为
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
遇，必将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从历史看，我国 5000多年文明
史中，黄河流域有 3300多年长期居
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
位。从现实看，黄河流域9省区总人
口 3.4 亿，地区生产总值约 20 万亿
元，分别占全国的1/4和 1/5，在我国
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
要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可以说，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黄河文明居于

核心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离不开黄河流域的核心支撑。在这
个意义上，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放在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为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
遇。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亟须把全流域、上下联动和
协调推进生态、文化和经济一体化
建设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和生态脆弱区、我国重要的农牧
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也是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可
以说，黄河流域地区面临着绿色转
型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缩小区域发
展差异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等诸
多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对于黄河的认识，不仅要强调
黄河的自然河流本身及其具有的重
要生态功能，也要突出黄河所孕育
的文明形态及其所展现的文化价
值，更要强调黄河所流经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受黄河影响所产生
的区域差异。基于此，要实现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就必
须对黄河生态、文化和经济进行一
体化的统筹考虑。一方面需强调大
河流域生态保育修复和国家生态安
全功能，夯实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生态基础，另一方面要强化
黄河流域资源及产业优势，突出沿
黄地区及北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也应注重
彰显黄河文化对于增强国家发展道
路和提升文化自信的价值，注重黄
河文明的传承创新和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构筑。

河南在黄河流域中居于承东启

西的战略枢纽位置，可以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
作用。河南省以比较稀缺的水资源
和黄河塑造的华北平原，承载了1亿
多人口，全国1/4的小麦产量和全国
1/10的粮食产量，居全国前五位的经
济总量，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大任务。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中，河南要抓好水土保
持和污染治理，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
提升治理工程，减缓黄河下游淤积，
确保黄河沿岸安全，以郑州大都市区
建设为引领，以中原城市群为依托进
行集约发展，大力推进节水农业、节水
产业和节水城市建设，构建中原特色
的现代产业体系，探索中原特色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
的黄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和弘扬
好，推动中原地区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更加出
彩。③5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整理）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樊巍

9月 18日，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河南黄河生态环境现状和
生态保护实际，我省黄河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
求，把生态保护、生态治理、生态建设、
生态利用有机结合，做足生态文章，把
该保护的保护起来，该修复的修复起
来，能利用的利用起来，真正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要严格生态保护。总书记强
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对河南来说，主要保护黄河水
生态、水安全、水质、生态用水，保护
生态红线和高价值生态区域，包括
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种质资

源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地质遗迹
等自然保护地，保护黄河滩区重要
物种栖息地、觅食地。

要强化生态修复。要把修复黄
河生态环境摆在重要位置。重点修
复黄河水环境，控制污染、保障水
质，修复湿地生态系统及重要物种
栖息地，以及河流自然地貌多样性
和自然景观。生态修复的目标是生
态功能和关键物种的恢复，要自然
修复和适度人工干预相结合，按照
河流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办事。

要留足生态空间。要树立红线
意识，按黄河新情况科学开展黄河
国土空间规划，在确保水安全的前
提下，突出生态空间，优化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行洪河道、嫩滩，高
价值生态区域，滩内自然串沟、水塘
等自然景观要严格保护。在城市近
郊段，大力提高蓝绿空间比例，充分
满足文化和生态产品的需求。

要重塑生态景观。整合黄河湿
地、水系、道路、岸线、村舍等各类生
态景观资源，大力开展绿化、美化、
彩化提质升级，充分利用乡土植物
风貌，打造独具北方河流特色的自
然景观，实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蓝绿交融，鸟语花香”的目标。
要弘扬生态文化。黄河是中华文

化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文化是根文化。
这条流淌着文化和哲学的河，产生了
天人合一等一系列古老生态哲学思
想。黄河也是新中国成长史与奋斗史
的见证者。要认真发掘、展示、传播、弘
扬黄河生态文化，讲好“黄河故事”。

要发展生态产业。应按照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四优四化”的
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产业
是黄河滩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议在
滩区打造优质林果业、优质牧草和药
材基地，推动生态旅游业发展。

在老滩区，大堤两侧可建设生

态经济景观型多功能防护森林。在
近郊滩区，可结合采摘旅游发展桃、
大樱桃、杏等优质水果基地。黄河
滩区适宜紫花苜蓿、象草、高羊茅等
多种牧草生长。根据多年试验研
究，滩区种草纯收入是种植玉米、小
麦等普通农作物的 1.5 至 2 倍。而
且，多年生牧草可以增加绿色覆盖，
防风固沙、保蓄水土，提高生物多样
性，又不影响行洪安全，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俱佳。黄河滩
区还是怀菊、金银花等道地药材的
原产地，可大力发展小灌木或多年
生中药材种植。

如今，生态旅游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青睐。依据黄河优越的区位条
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应大力开展
以休闲游憩、康养健身、科普体验为
主的生态旅游活动，建设一批高标
准生态旅游基地。③4

（本报记者 陈慧 整理）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冯朝山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河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
本遵循，为河南和黄河流域各省区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黄河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水资源较为
匮乏，黄河母亲负担沉重，需要好好
休养生息，这就需要我们倍加珍惜
母亲河，关爱母亲河，维护黄河的健

康生命。在我省黄河两岸，遍布粮
食生产核心区，多年来连续实现了
高产稳产，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突
出贡献，同时，我省不少土地过度开
发，化肥、农药过量使用，这就需要
我们践行绿色发展观，减少面源污
染，改善土壤质量。

节约用水，量水而行。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
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
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
给的资源。河南是严重缺水的地区，
要进一步牢固树立节约用水理念，量
水而行，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

性约束，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用
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系统治理，综合整治。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河
流往往是行政区划的分界线，一条河
流涉及众多行政区，在治水过程中，

“九龙治水”的现象较为普遍。近年
来我们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统
筹解决河湖问题，对河湖实行综合整
治，河湖面貌得到明显改善。黄河生
态保护更需要综合整治，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
和能源结构升级优化，努力打造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制，改变生产

生活方式，从根源上减少河湖污染。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黄河纵

横万里，从高原到大海，横跨大半个
中国，黄河流经的各地环境大不相
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更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宜
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在西北
有些地方，前些年发展水稻种植，近年
来大力种植香梨、苹果等，不仅节约用
水，也涵养了水源，提高了农民收入，
沿黄各地要积极探索，为高质量发展
开拓出独具特色的新路子。③9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整理）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史学建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黄河水少沙
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
治的症结所在。

“治黄百难，唯沙为首。”黄河水少
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黄土高原是黄
河泥沙的主要来源。进入汛期，由于暴
雨冲刷，大量泥沙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
壑中汇流入河，冲向下游，带来了一系
列问题。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致使河
床抬升，并形成高于两岸地面的地上
河，呈现出“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导
致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调水调沙，短期内减轻了下游泥
沙淤积问题。从2002年起，小浪底水
库开始调水调沙，通过塑造“人造洪
峰”和人工异重流，将水库泥沙和河床
淤沙送入大海，从而减少了下游河床
的淤积，让河槽的行洪能力显著增加。

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只有
解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泥沙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
保持和污染治理，有条件的地方要大

力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有的地方
则要以自然恢复为主，减少人为干
扰。总书记的讲话，切中肯綮，抓住了
黄河泥沙治理问题的根本，也为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工作指明了方向。近些
年来，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积极推
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效显著，黄土
高原上植被得到恢复，林草覆盖率大
幅度提高，夏季绿意盎然，加之淤地坝
发挥了拦沙减蚀作用，入河泥沙大幅
减少，生态环境明显向好。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黄土高原水
土保持工作形势发生了变化。因大量
农民进城定居，众多荒沟、荒坡无人耕
种，进一步减少了水土流失，加上退耕
还林、退耕还草力度不断加大，为水土
保持工作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另外，
由于农民离开土地，有的地方一些淤地
坝年久失修，拦阻泥沙的功能受到削
弱，也给水土保持带来了不利影响。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的召开，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高到了重大国家战略的
高度。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引起高
度重视，必将有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从根子上解决黄河泥沙问题，为黄
河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③4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整理）

珍惜母亲河 维护黄河健康生命

减少入黄泥沙
让黄河长治久安

黄河流域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坚持生态优先 做足生态文章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黄河郑
州段、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
烈反响，为我们做好黄河郑州段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
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9月 19
日，郑州市市长王新伟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
文明的摇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
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王新伟
说，郑州作为黄河沿线重要的中心城
市，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全市上下一
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共同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努力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王新伟表示，郑州市将突出沿黄
地区生态特色，保护好黄河自然河
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大
力推进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努力实
现防洪安全和生态建设的有机融合，
把黄河郑州段建设成为黄河流域生

态建设先行区；将突出文化引领，弘
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努力
培育郑州“华夏文明之根、黄河文化
之魂”的主地标地位；将坚持节约集
约发展，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
束，科学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
不断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发挥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
使郑州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典范。③9

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
——访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