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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韩继旺
胡日查 高敏娜

地处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群山
巍峨、层林叠翠，绿草如茵、大漠浩
瀚，沃野千里、百谷飘香，大河奔流、
湖泽遍布，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这里有我国面积最大的原始林
区——大兴安岭森林；有亚洲最完
整、面积最大的火山群地貌——阿尔
山世界地质公园；有世界唯一以沙漠
为主体的地质公园——阿拉善沙漠
世界地质公园。这里还有呼伦贝尔、
锡林郭勒、科尔沁、鄂尔多斯、阿拉善
等不同类型的天然草原风光。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内蒙古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
同体”的科学内涵，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多措并举推动生态环
境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让美丽
内蒙古呈现出更加亮丽的多元之美、
系统之美。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大生态
系统，要尊重规律、开拓思路，深入研
究如何在这个大生态系统下推进‘光
伏+’产业发展，光伏板下面适合种什
么、干什么，要请专家科学论证，谋定
而后动，更好地把生态修复与乡村振
兴结合起来，把企业和农民等各方的
利益兼顾好，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3月22
日至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
呼包鄂三市调研时悉心叮嘱。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理方
式已经蒙尘远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
坚定的系统思维、综合考量、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整体推进。

突出重点，严格制度。在草原重
要生态功能区不再新上矿业开发和
新建风电、光伏项目，对已经形成的
矿业和风电、光伏项目，服务期满后
坚决退出；对已经形成的露天矿“大
坑”实行“一矿一策”，提高治理标准
和科学治理水平，最大限度恢复原
貌。

统筹谋划，系统治理。“河长制”
“湖长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环保“紧箍
咒”连续颁布、环环紧扣，构建起制度
体系的“四梁八柱”。

全面保护，依法治理。大气污染
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资源法
律制度相继出台，成为“不可触碰的
高压线”……

天蓝地绿水清——快速增加的
一个个生态宜居之地，是内蒙古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橱窗”，更是承
载着万千百姓福祉的美好家园。

镜头1——
湖内的问题，功夫下在湖外

春日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百
鸟翔集。乌毛计泄水闸是乌梁素海
向黄河排水的出口闸，清澈的水流
从闸下奔涌而出，顺着退水渠流动
24公里后汇入黄河。

“我们在乌梁素海流域内各重
要节点设置了28个固定水质自动监
测站和10个浮船站，乌毛计监测站
就是其中的自动监测站点之一，主
要监测指标包括COD、总磷、总氮、
氨氮等11项指标，通过乌梁素海湖
区生态天眼智慧监管平台，工作人
员可以及时、全面、准确掌握乌梁素
海的水质状况。根据监测数据，乌
梁素海水质能够稳定达到五类水
质，较以前有了很大提升，而且呈现
逐年向好的态势。”巴彦淖尔市环
境信息监控中心副主任高伟说。

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功
能性湿地，承担着黄河分凌分汛、调
节黄河水量、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
区域气候等重要功能，是黄河生态
安全的“自然之肾”。上世纪 90年
代以来，由于农田退水和城市生活
污水、工业废水进入乌梁素海，加之
生态补水不足,乌梁素海的水质曾
一度恶化为劣V类，湖区面积大幅
缩减，让这颗“塞外明珠”一度失去
了原有的光彩。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坚持“湖内
的问题，功夫下在湖外”治理思路，
把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作
为生命共同体，由单纯的“治湖泊”
向系统的“治流域”转变，统筹推进
全流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和保护
开发，同步推进乌兰布和沙漠、乌拉
特草原、乌拉山等重点区域生态治
理修复，一场点源、面源、内源综合
治理战役全面打响。

在流域上游乌兰布和沙漠，建
设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与以
色列合作建设沙漠综合治理示范
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城镇和工业
园区，实施点源污水“零入海”工程，
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做到城镇
污水和工业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在
河套灌区全面开展控肥、控药、控
水、控膜四大行动，引导企业和农民
绿色生产，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下
降，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乌梁素海
湖区，开展内源治理，实施生态补
水、入海前湿地净化、网格水道、芦
苇加工转化等工程，促进水体循环；
在湖区周边，全面开展乌拉山生态
修复和乌拉特草原自然修复。

2020年，乌梁素海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国家自然
资源部《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案例（第一批）》名单，这是全
国唯一入选的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项目。

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主任杜
占贵介绍，全流域生态修复治理目
前共整合和争取实施各类项目 55
个，涉及资金65.03亿元，按照“山、
水、林、草、湖、田、沙、能力建设”和

“点源、面源、内源、生态补水、物联
网建设”及“水生态治理”三方面进
行综合整治。通过系统治理、综合
施策，乌梁素海水质整体达到五类，
局部达到四类，流域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

镜头2——
“含绿量”高了 “含金量”增了

春回大地，万物莛蕤。在兴安
盟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
嘎查，成片的沙棘顶出了嫩绿的芽
苞，随风摇曳。看着眼前生机勃勃
的景象，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是一
片荒芜的沙地。

“从前，这里春秋时节经常刮
沙尘暴，风吹沙起、昏天黑地，嘴里
鼻子里都是沙子。现在生态环境变
好了，一眼望去遍地都是绿色的植
被，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好生态带来
的好生活。”55岁的白吉林白乙拉满
脸笑容地说。

白吉林白乙拉家所在的哈吐布
其嘎查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这里
生态环境严峻，荒漠化、盐碱化土地
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4%。而这
里的农牧民主要经济来源以养殖业
为主，进一步加重了土地的负担。

作为兴安盟唯一的牧业旗，由
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气候条件等
原因，科右中旗草原生态系统曾经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从漫漫沙地
到片片绿洲的转变，源于禁牧、禁
垦、禁伐“三禁”政策，以及“三北”防
护林、盐碱地治理、退耕还林还草、
重点区域绿化等重点生态工程的大
力实施。

近年来，科右中旗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以“吃
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为主
题，大力开展防沙治沙生态建设。

2018年，在中宣部的大力支持
和推动下，“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
目落户科右中旗，累计完成柠条、沙
棘栽植面积4.85万亩。同时，该旗
大力引导农牧民减少放牧养羊，改
为圈舍养牛，通过禁垦、禁伐加速自
然生态修复，确保禁牧工作“禁得

严、禁得住、不反弹”。
造林护绿“组合拳”换来亮眼成

绩单——
2020年，科右中旗森林覆盖率比

2014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草原植
被盖度比2016年提高了28.8个百分
点，全旗沙化土地有效恢复比例达到
88.4%。

“含绿量”高了，“含金量”增了。
如今，在科右中旗生态环境最为脆弱
的“南三苏木”，流动沙地已经被防护
林牢牢锁住，长出了成片的沙棘林；
荒山变绿的额木庭高勒苏木依山傍
水、瓜果飘香，特色林果业、多彩乡村
游铺就了百姓致富路……去年 10
月，科右中旗被命名为国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大步行进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上的科右中旗，方向更加明确，
行动更加坚定——

“下一步，我们要在常态化抓好
‘三禁’工作的基础上，计划投资1.4
亿元实施‘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
草、京津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21.4万
亩，同时做好我旗北部地区自治区级
草原公园申报工作，抓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
生态文明示范旗创建工作，全面推进
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旗委副书记、旗长郭堂信心
十足：“今年，我们要实现森林覆盖
率、草原植被盖度‘双提高’，确保到
年底分别达到18.8%和70%，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面积有效恢复比例达到
95%。”

万丈高楼，非一木之聚；大海之阔，
非一流之归。“十四五”开局之年，昂首阔
步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

从各自为战转变为全域治理，从
多头管理转变为统筹协同。《内蒙古
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明确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增强大兴安岭、阴山山
脉、贺兰山山脉生态廊道和草原生态
系统功能，加强黄河、西辽河、嫩江、
黑河、“一湖两海”等流域水域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完善“五大沙漠”“五大
沙地”防沙治沙体系，构建集草原、森
林、河流、湖泊、湿地、沙漠、沙地于一
体的全域生态安全格局。

无愧时代的回响，不负青山的作
答。

内蒙古统筹治污与筑景、生态与
业态、治理与开发，突出重点,标本兼
治，让这片碧绿更绿、这方蔚蓝更蓝、
这份纯净更纯，让山河无恙、万物和
谐、人民安康。

’’
绿色是内蒙古最亮丽的底色，也是内蒙古最大的财富。
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内蒙古牢记殷殷嘱托，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精心呵护好祖国北疆这片碧绿、这方
蔚蓝、这份纯净，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内蒙古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综合性生态系统，生
态保护和修复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必须遵循生态系
统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增强针对性、系统性、长效性。

——摘自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摘自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系统思维系统思维 综合施治综合施治 专家点评

评论

◎白江宏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现实意
义上最具普惠性的民生福祉，又能够为
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的优美环境，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固本
培根。

毛乌素沙地处处披绿，一度干涸
的居延海碧波荡漾，巴丹吉林沙漠中的
湖泊增加到上百个……近年来，内蒙
古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生态
治理、环境保护方面强化系统思维、精
准施策、整体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进入新发展阶段，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
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更
要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
重大政治责任，再鼓一把劲、再加一把
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内
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祖国北疆这
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林和草，山水林田湖草沙组成了一个
生命共同体。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必须遵循生态系统内在的机理和规律，
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不断增强生态系统保护工作的
关联性和协同性。唯有从系统工程和
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全方位、
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方能让山水林田湖草沙有
机涵养内蒙古的“绿富美”。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内蒙古的职责使
命，也是内蒙古发展的潜力所在。祖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定位，要求我
们必须坚定不移把生态和绿色挺在前
面；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以及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定位，要求我们必
须坚定不移把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
展作为持之以恒的目标追求。我们既
要统一思想、正确认识、系统思维、科学
规划，更要勇于探索、综合治理、因地制
宜、真抓实干，推动各领域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积极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
在绿色转型中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在绿色高质量发展中建设天蓝地
绿、河清海晏、山川秀美的美丽家园。

坚定不移把生态和
绿色挺在前面

◎包思勤

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我们要遵照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系统观念，全地域、全过程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全领域、全方位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把保护草原、森
林作为首要任务，以深入实施重点生态
工程为重点，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构建集草原、森林、河流、湖
泊、湿地、沙漠、沙地于一体的全域生态
安全格局。驰而不息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开展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
行动，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实行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探索建立生态
补偿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开展碳
排放达峰行动。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
动，加快构建低碳循环发展的绿色经济
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积极开展绿
色生活创建活动。

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
加快实现
经济社会
绿色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