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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变迁的“收集器” 生态发展的“显示器” 生态治理的“风向标”

生态生态产业数字化来了产业数字化来了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生物多样，成就生态之美。这句话用在敕
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再适合不过了。

这是一个关于大自然修复的故事。
近 10 年来，一群来自内蒙古的“自然卫

士”，本着生物多样性的共识，引入原生乡土植
物，从改善土壤结构入手，通过引入蚯蚓让土壤
变得疏松肥沃，植物得以茁壮成长，植物群落恢
复，生态变好，引来各种动物来此安家落户。动
物们的粪便又为土壤提供肥料，如此循环，生生
不息。所有动植物在这里自我更迭、调节、和谐
共存。因为生物多样性而焕发生机，这就是大
自然的生态平衡。

能够如此精准地把曾经千疮百孔的呼和浩
特市大青山前坡改造成水草丰茂的草原，源于
蒙草集团“特色种源体系+数字技术”的支撑。

呼和浩特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平均
海拔1050米左右，降水少而不均，在这个大的
生态基底之下，应用生态大数据平台，采集呼和
浩特地区每平方公里的水、土、气、植物、动物等
指标，将这些数据充分融合、还原到生态系统当
中，为各个地区搭配适合该地区生长的林、灌、
草品种，用模拟自然的方式来进行生态修复，激
发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

总面积近3万亩的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
园（试点），就是生态修复与保护运用数字化实
现的最好样板。这里曾经生态退化严重、历史

上的敕勒川盛景不再，沿山地带土壤退化、沙石
遍地、水源稀缺，原生草原和植被恢复难度很
大。最终，自治区、呼和浩特两级党委政府提出
通过“宜林则林、宜草则草、量水而行”的修复方
向，改变既往的传统园林修复思路和方法，给了
这片土地新生。通过对过去几十年土地空间的
检测分析，了解“水、土、气、植、动、微”数据，按
照环境细分坐标点，蒙草小草数字的生态大数
据平台系统给出这个地方“能种什么、怎么种”
方案，应用适合的乡土种子和土壤修复方法，用
生态包技术配比多种草种进行多样性修复，才
逐渐恢复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
的美景。

这两年，呼和浩特市全面启动的智慧林草
生态大数据平台，有效地应用了生态产业数字
化。该平台主要对森林、草原、湿地、沙地和野生
动植物等信息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存储、分析
及应用，让它成为生态变迁的“收集器”、生态发
展的“显示器”、生态治理的“风向标”。

据了解，智慧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由本土
数字创新企业内蒙古小草数字承建，建设包括：
物联感知“一张网”、智慧管理“一平台”和数据
指挥“一中心”。物联感知“一张网”是为林草系
统构建智能化感知网络，通过各类物联网设备
将生态数据采集并翻译出来，及时准确地传达
给管理人员，从而做出正确的应对方案。智慧
管理“一平台”是用数据构建“林草一体化”及

“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生态建设模
式。这种建设模式不仅符合生态规律，而且降

低了前期建植成本和后期养护成本，是大数据
指导下的“生态、可持续、低养护”的林草一体化
发展模式。而数据指挥“一中心”则是构建全面
的林草数字化业务系统。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林草局了解到，目前平
台整体项目建设已经全部完成。所有智慧管理
平台已上线试运行4个月，并交付各个业务科
室，其中云图系统已接入呼和浩特智慧大脑（智
慧青城大数据项目）。在硬件建设方面，所有前
端感知物联网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数据已
回传至智慧平台，设备均已开始运转。

通过智慧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从业务及
管理角度实现了多个提升，包括林草资源管理、
造林绿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管理、林
草防火、林木种苗、草原生态修复、自然保护地管
理等。比如在巡护管理上，原来对于巡护人员的
管理多为人盯人，管理方式较为传统，巡护人员
对于发现问题上报途径比较单一，问题反馈到具
体负责部门传递速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现在
通过大数据平台，一方面巡护人员每日的巡护轨
迹通过青城巡护APP可以记录并传回管理平
台，管理人员实现了在线监管。另一方面巡护人
员现场发现的问题，巡护员通过一段语音、一条
视频就可以直接推送到相关业务人员手中，节省
了在中间传递的次数，提升了工作效率。

在生态大数据指导下，今年呼和浩特市林
草局开始构建当地乡土植物采集、储藏、繁育、
推广的完整链条，让乡土的树种、草种成为未来
造林和生态建设的主角。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我国七大流域将强
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
管理，提高流域治理管理能力和水平，推动新
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流
域治理管理，在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珠江
等七大流域相继设立管理机构，实施了一系
列流域综合治理重大举措。黄河流域实施全
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成功实现黄河连续22
年不断流；长江流域目前实施107座控制性水
工程联合综合调度，实现了防洪、供水、生态、
发电、航运等效益多赢；珠江流域连续17年实
施枯水期水量调度。

水利部提出了强化流域治理管理的重点
任务：统一规划上，将健全定位准确、边界清
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流域专业规划体
系；统一治理上，坚持区域服从流域的基本原
则，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系，科
学确定工程布局、规模、标准；统一调度上，强
化流域多目标统筹协调调度，建立健全各方
利益协调统一的调度体制机制，强化流域防
洪统一调度、水资源统一调度、生态流量水量
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上，构建流域统筹、区域
协同、部门联动的管理格局，加强流域综合执
法，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推进流域联防联
控联治，强化河湖统一管理、水权水资源统一
管理，一体提升流域水利管理能力和水平。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12月6日第13
版（节选）

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
一管理

我国七大流域将强化流域治理管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通讯员 李建国

采访对象：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委书记 好
毕斯哈拉图

水资源该如何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
国家节水行动”。

近年来，镶黄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新时代治水方针，增强战略思维，注
重科技创新，强化执法监管，广泛宣传动员，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流域治理、水资源节约和
管护，全面提升水资源管理利用科学化水平，
被水利部认定为全国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
达标县（区）。

记者：成为全国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
达标县（区），镶黄旗是怎样做的？

好毕斯哈拉图：在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方面，大力推进节水灌溉，推行科学灌溉；在
推进生活节水方面，升级改造城区供水管网、
排水管网，城镇管网漏损率下降至 10%以
下；在提高再生水利用率方面，大力实施污水
处理回用，改造污水厂技术；在地下水资源管
理方面，编制《镶黄旗地下水生态保护规划方
案》，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推行节水用水和计划用水。同时，坚持节水
优先方针，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
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全
面强化用水管理。

记者：如何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好毕斯哈拉图：首先，加强建设项目节水

管理，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始终坚持以水
定产，以水定项目，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水资源消耗少、用水效率高、水污染小的产
业。加大节水设备、器具及污水处理设备的
推广力度。其次，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不断发挥水生态效益，激发地方
发展活力。

镶黄旗获评全国第一批
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
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4省区生态环境厅共同签订生态环
境执法联动协议，本着联合治污、团结治污原
则，开展联防共治、联合执法等工作。

据悉，这是4省区首次签订联合执法行动
协议。在联防共治方面，四地将共同打击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合力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在属地管理方面，将切实做好本行政区域内
环境污染隐患的排查和整改，控制和减少对相
邻地区的污染影响。在工作机制方面，将建立
执法联动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机制、案件交
办机制等，实现区域联动。在联合执法方面，将
对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案件、跨
省区河流生态环境问题等定期开展联合执法，
督促重点行业企业严格落实达标排放要求。

今后4省区将加大对省际交界处、重点流
域上游、乡村及偏远地区等监管力量薄弱区域
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形成长效机制。

蒙辽吉黑4省区
将开展生态环境联合执法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
从黑河流域管理局获悉，自2000年黑河开始实施
水量统一调度与管理以来，我区东居延海实现连续
17年不干涸，生态水量调度持续提质增效。

近日，黑河干流2020—2021年度水量调度
结束，本年度共实施集中调水措施4次119天，
是调度以来闭口天数最多的一年。通过科学调
度、精细配置黑河水资源，2020—2021年度东
居延海全年补水0.68亿立方米，最大水面面积
达43平方千米，额济纳绿洲林草地灌溉面积
3.03万公顷，保障了流域生态良性维护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用水需求，使得中下游绿洲生态
系统持续向好，东居延海生物多样性增加。

东居延海连续17年不干涸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霍晓庆）记
者从包头市林草局获悉，2022年包头市将科
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造林任务30万
亩以上、草原保护修复任务40万亩以上，实
施重点区域绿化1万亩以上。

2022年，当地将研究制定《包头市关于科
学绿化的实施意见》，落实以水定绿、适地适
绿、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等要求，合
理规划安排绿化用地。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工程，实现重点区域绿化管护全覆盖，完成
全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护面积 467 万
亩，公益林管理面积216万亩。组织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巩固森
林城市建设成果。

包头市计划明年完成
林草保护修复70万亩以上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国萍）隆
冬时节，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工业园区内
的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仍是一片繁忙景
象。作为当地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该项目总投资 55亿元，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220亿元，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高新风电、光
伏及储能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秉承资源优势，多措
并举探索新能源发展路径。引进实施了一批
投资规模大、带动引领强、发展质效优的重大
新能源产业项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强力支撑。下一步，乌兰察布市将
围绕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新能源产业，以
结构调整、产业链延伸、技术提档为导向，着
力解决全市新能源产业结构单一、上下游配
套产业不足、装备制造发展滞后等问题。

乌兰察布市锚定“双碳”目标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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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摄影报道

颗粒饱满的沙棘果，经过榨汁、发
酵、熏制、淋醋、陈化等工艺后，便成了
兼具调味功能又富含营养价值的沙棘
醋。冬日，鄂尔多斯天骄食品有限公
司沙棘醋生产线忙碌而有序。生产线
上的原料正是来自达拉特旗白土梁林
场引进的俄罗斯无刺大果沙棘。

大果沙棘具有果大、无刺、高产、
适应性强、营养价值高等特点，不仅是
防风固沙的优良树种，还能创造经济
效益。目前已栽植10000亩，平均亩

收益达3000元，是白土梁林场为了提
高林分质量、培育林业产业而引进的
新品种。

白土梁林场位于库布其沙漠北
边缘，总经营面积20.946万亩。治理
之初遍地黄沙，经过一代代林场人艰
苦奋斗，目前林场森林覆盖率已经达
到 76%。围绕做大沙棘产业，当地
还建成沙棘产品深加工基地，引入科
研院所、食品药品加工企业进行沙棘
产品高端研发，提高沙棘产品附加
值，带动周边农牧民共同致富，让小
小沙棘果释放更大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无刺大果沙棘无刺大果沙棘。。

【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