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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郝飚 王玉琢
通讯员 贺利平

内蒙古黄河流域7个盟市荒漠
化土地面积5.49亿亩，占全区荒漠
化土地面积的60.1%，是全国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最为集中、危害最为严
重的区域之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内蒙古乃至
全国的生态安全。

黄河在内蒙古“几”字弯冲击形成
河套、土默川两大平原，形成黄河流域
最大功能性湿地乌梁素海。这一区域
地处北纬39°10′至41°50′，处
于冷凉经济带、黄金农业种植带、黄金
畜牧带。内蒙古黄河流域现有耕地
4618 万 亩 ，占 全 区 耕 地 面 积 的
33.7%；粮食产量151亿斤，占全区粮
食产量的21.3%；牲畜存栏2352万头
只，占全区牲畜存栏的32.7%，是国家
重要农畜产品供应基地。

内蒙古黄河流域煤炭、天然气、风
能、太阳能等能源资源丰富，煤炭产能
占全国1/5，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为
6亿吨和2万亿立方米，风能、太阳能
资源居全国前列。沿黄地区电力装机
总量、新能源装机总量、外送电量分别
占到全区的64%、56%和44%。这一
区域还是我国重要的现代煤化工、冶
金、稀土、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沿黄地
区的历史重任。作为流域内重要省区
之一的内蒙古，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己任，自觉服从
国家大局，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近年来
持续加大治理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探
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2月9日，自治区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召开第
一次会议。会议强调，沿黄各盟市要
准确把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关系，紧扣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按照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的要求，共同抓好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聚焦关键重
点、解决突出问题，奋力开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
化落实布局性调整规划，有力引导、有
效规制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全领域全方位推进发展绿色转型。

落实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支
持全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持续治
理库布其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
沙地，减少入黄泥沙。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实施黄河流域国土绿化行动，建
设沿黄生态廊道，增强黄河岸线及其
支流流域水土保持能力。

建立沿黄地区污染防治联防、联
控、联动机制，实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行动，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
综合治理。对于已经形成的露天矿

“大坑”，提高治理标准，进行科学系统
治理，最大限度恢复原貌。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用水效率、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提升再生
水、疏干水、雨水的利用率。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
面实施深度节水控水行动，大力发展
节水产业和节水技术，坚决抑制不合
理用水需求，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
节约集约转变。

风帆正扬，征程未已，黄河两岸
再起春潮。

镜头1
红嘴鸥恋上乌海

春江水暖“鸥”先知。这几日，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从越冬地北上
的红嘴鸥再度飞抵乌海湖。

在明媚的阳光下，鸥鸟们逐水
嬉戏、展翅翱翔，碧波荡漾的乌海湖
因为这群“水上精灵”的光顾显得更
加灵动静美，乌海的春天仿佛一下
子被它们唤醒了。

这是红嘴鸥连续4年如约而至
乌海湖，从乌海湖往北一直到龙游
湾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水域里，成百
上千的鸥鸟在天地间自在盘旋，在
水面上畅快游弋。它们的到来，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拍照。

“乌海湖已经成为我们乌海人
每年春天必往的‘打卡地’。红嘴鸥
能来，说明乌海越变越美了。”市民
张晓红感叹道。

这几年，随着生态环境逐步改
善，乌海湖已成为红嘴鸥等众多鸟类
的理想栖息地。每年3月中旬和11
月上旬，约60余种、10万多只鸟类来
到乌海栖息、繁衍，其中不乏黑鹳、遗
鸥、绿头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湖水拍岸、群鸟高飞的场景，放
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事。

乌海是黄河自宁夏入内蒙古的
第一站。这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和毛
乌素三大沙漠交汇，常年干旱少雨、风
大沙多，属于我国“自然生态极为脆
弱、生态产品极为短缺、生态灾害极为
频繁”的“三极”地区。但半个多世纪
以来，乌海人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为
了护佑黄河生态安全，愚公移山般坚
韧不拔持续播绿，为我国干旱荒漠地
区的防沙治沙提供了成功范例。

多年来，乌海市陆续启动实施了
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京藏高速公
路、海勃湾区东山、乌达区西山、海南
区环城绿化、海勃湾水利枢纽库区西
岸防护林等一大批重点林业生态工
程。经过40多年的不懈治理，乌海市
林地面积、植被盖度不断增加，有效阻
滞了乌兰布和沙漠东侵南移的速度，
有效保护了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全
市沙化荒漠化土地明显减少，风蚀沙
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得到遏制，创造了

“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如今，乌海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9.5平方米，成功跻身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行列。

在这片土地上，煤炭资源富集，
工业发达。但长期以来，偏重依赖煤
炭资源的产业结构直接威胁着乌海
市的大气环境，大气污染一度成为制
约该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突出
的短板。

近年来，乌海市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向污染宣战，仅“十三五”期间，
即累计投入环境综合治理资金
190.8亿元。2020年，乌海市中心城
区优良天数比五年前增加了37天，
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10.7个百分
点。与此同时，乌海市不断强化矿区
环境综合整治，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项目100个、排土场规范化整治项
目71个。全面推行河长制，常态化
开展河湖“清四乱”，实施黄河海勃湾
水利枢纽库区生态治理试验项目，黄
河乌海段水质由Ⅲ类提升到Ⅱ类。

为打造山青水秀的城市环境，
乌海市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制定首
部地方性法规《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
养区保护条例》。同时，对工业污水、
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在各工业园
区建设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基本实
现达标排放。2017年，乌海市荣膺
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

乌海市隆昌煤矿矿区环境综合
治理列为联合国环境治理和可持续
发展项目。

镜头2
沙边边水畔畔的幸福模样

“过去种植葵花、玉米等传统
农作物，靠天吃饭。如今搞起了沙
漠养殖，收入比从前好了很多。”沙
漠养殖让黄河南岸牧民陶德毕力
格过上了幸福生活。

陶德毕力格家住杭锦旗吉日
嘎朗图镇黄芥壕嘎查。去年，他在
自家的100亩沙漠草场中栽种了
沙柳，养殖黄牛80余头。同时，承
包村集体水生态水面2万亩，投入
20余万元发展螃蟹养殖。

陶德毕力格家的变化，源于当
地做活了“水”文章。2020年，鄂尔
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牵头规划实施
黄芥壕嘎查“沙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项目，项目总面积8.5万亩，总投资
2.2亿元。该项目重点打造黄河沿线
绿化带，推动沿黄地区产业发展。

陶德毕力格就是该项目受益者
之一。“政府统筹实施的这些项目，让
生活在沙边边水畔畔的农牧民有了
致富新路子。”陶德毕力格说。

位于黄河沿线的巴拉贡镇、呼和
木独镇、吉日嘎朗图镇、独贵塔拉镇，
都是杭锦旗的农业大镇。为了保护好
母亲河，杭锦旗加大对河道“清四乱”、
社会化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专
项资金投入力度，大力开展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秸秆地
膜回收利用行动，提升村庄整洁度。

协同配合、高效治理，是杭锦旗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主思路。杭锦旗将黄河凌水引入
库布其沙漠腹地，打造“水生态”治理
区，母亲河成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那仁满达呼家住巴音温都尔嘎
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依托“水生
态”项目搞起了肉牛养殖，办起了牧
家乐，生活蒸蒸日上。“通过发展养殖
业，每年收入100万元左右。”那仁满
达呼很满足。

“30多年前，这里还能种庄稼，后
来黄河阴渗严重，土地盐碱化导致这
里什么也不长了。”独贵塔拉镇杭锦
淖尔村村民王二俊望着大片盐碱地
叹息不已。独贵塔拉镇耕地面积32
万余亩，其中盐碱地4.5万亩，占总耕
地面积的14%。土地盐碱化导致耕
地减少、农作物减产，限制了全镇农
业经济发展。

向土地要效益。杭锦旗与袁隆平
院士专家团队、青岛九天智慧农业公
司在盐碱地改良和耐盐碱水稻技术攻
关方面形成合作，启动了杭锦旗站中
华拓荒人行动计划，实施耐盐碱水稻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推广。同时，在独
贵塔拉镇杭锦淖尔村启动实施了千亩
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种植项目，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丰产增收。

“十四五”期间，杭锦旗将着力打
造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样板区，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积
极开发“再生水”，最大限度发挥水资
源支撑作用，加大黄河流域和库布其
沙漠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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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大力推进黄
河生态带建设，统筹水环境、水生态、
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突出抓好水
土保持，一河一策打好河湖治理攻坚
战，推进干支流一体化治理，实施河
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完善水
沙调控机制，以水为限合理规划人
口、城镇和产业发展。

扛起责任、担当作为，推动内蒙
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重磅举措频出。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
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治理，
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
集中整治“乱占”“乱建”问题，恢复岸
线生态功能。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非
煤产业、非资源型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推进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
发展，推进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

——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
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推
进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有机融合，推
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
河“几”字弯文化旅游带。

水清岸绿，黄河安澜。黄河沿
岸，保护好母亲河的意识日益深入人
心，行动坚定有力，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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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
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2019年9月18日）

水清岸绿水清岸绿 黄河安澜黄河安澜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黄河从宁蒙界都思兔河口流入内蒙古，穿行于库布其、乌兰布和两大沙漠之间，一路向北，遇阴山山脉向东再向

南蜿蜒流淌，在阴山南麓和鄂尔多斯高原间形成巨大“几”字弯。阴山山脉自东向西绵延数百公里，东与冀北山地衔
接，西与贺兰山、北大山、马鬃山相通，是黄河流域与内陆河、海滦河流域的分水岭，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防线。

“黄河宁，天下平。”内蒙古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在破难题、解困局的一次次攻坚中，在开新篇、探新路的一次次冲锋
里，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奏响了一曲新时代保护母亲河的“黄河大合唱”。

专家点评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滋养着流
域内亿万人民，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保护黄河，既是每一名中华儿
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安民兴邦
的国之大事，更是事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黄河宁，天下平。”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对黄河的治理从未停
歇，创造了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
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
生活发生了新变化。奋进新时代、
筑梦新征程，加强黄河治理保护，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仅是
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新时代
新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黄河治理保护虽然取得
了很大成效，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
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依然存
在，保护黄河依然任重而道远。所
以，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扛起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坚守环境质量底线，以水而定、
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
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和实干担当，
加快构建全流域生态安全格局。

黄河治理不是一地一段一岸
的事情，而是全流域治理工程。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从黄
河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出发，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更加注重保
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齐心协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
胸怀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绝非一日之功，只
要我们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奏
响大保护大治理的新时代“黄河
大合唱”，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母
亲河保护好，成为一条生生不息、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大力推进黄河
生态带建设
保护好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
◎包思勤

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重大国家战
略。处于黄河上中游交汇处的内
蒙古七个盟市是全国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最为集中、危害最为严重的
区域之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直接
关系到内蒙古乃至全国的生态安
全。推动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肩负的
重大政治责任，而且主要是维护生
态安全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流域内
蒙古段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任重道
远，我们要自觉服从全国大局、服务
国家战略，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坚决把生态环境保护
挺在前头，切实维护好国家生态安
全。要大力推进黄河生态带建设，
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大力实施黄
河流域国土绿化行动，统筹水环境、
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突
出抓好水土保持，增强黄河岸线及
其支流流域水土保持能力，高质量
建设沿黄生态廊道。

评论

奏响新时代的
“黄河大合唱”

◎李振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