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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奎屯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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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奎屯河流域位于天山北坡地区"为准噶尔盆地温带干旱荒漠与绿洲生态区& 奎屯河流域是北疆具

有代表性的流域之一"其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本文分析了奎屯河流域存在的生态问题"提出了本流域生态文

明建设的主要工程措施及建议"概括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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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是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

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

明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存在和谐程度的状态#生态

文明建设的核心和要义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

新疆奎屯河流域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是准噶尔盆

地温带干旱荒漠与绿洲生态区% 奎屯河流域为北疆具有

代表性的流域之一#奎屯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奎屯河流域基本情况

奎屯河流域位于新疆天山北坡中部#准噶尔盆地

西南缘#东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为佐敦埃力生沙

漠#南为天山山脉#北与托里县接壤#属于典型大陆干

旱气候#绿洲生态区集中于风头水尾#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 流域内分布有甘家湖梭梭自然保护区'奎屯河湿

地'古尔图河湿地和四棵树河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

流域覆盖了乌苏市'第七师'奎屯市和独山子% 流域内

总人口 L#HN 万#有汉'维'回'哈'蒙等 "N 个民族%

奎屯河流域总面积 GH%$ 万 D?

G

% 总灌溉面积 $##

万亩#其中七师 "NNHJ 万亩#乌苏 "G$ 万亩% 荒漠化面

积约 "G## 万亩%

%(流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本区域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

经济发展迅速#流域用水需求不断增长#水资源承载能

力不足.水资源用水结构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用

)'#)



水效益低.水资源利用工程不完善#山区枢纽工程建设

滞后.甘家湖生态用水严重不足.流域防洪系统不完

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艰巨等问题% 具体

表现为&四个增加'四个减少(#即!人工渠道'人工水

库'人工植被'人工绿洲生态增加.自然河流'天然湖

泊'天然植被'天然绿洲生态减少% 生态环境演变的趋

势#可以概括为&两扩大'四缩小(#即人工绿洲与沙漠

同时扩大#而处于其间的自然林地'草地'野生动物栖

息地和水域缩小%

9H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地下水超采严重% 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流域的用水量已接近或超过流

域可供水量#普遍存在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

问题#表现为人工绿洲扩大'沙漠面积扩大#而沙漠和

人工绿洲之间的天然绿洲缩小的趋势#局部地区在加

速恶化% 由于地下水的超采#奎屯河流域平原人类活

动密集区域的地下水位呈普遍下降趋势% 随着城镇

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不断发展#水资源与经济

发展的矛盾将日益凸显%

BH沙漠边缘植被退化% 奎屯河流域多年平均降

水量为 "## P"J#??#天然植被相对稳定良好#分布有

胡杨'怪柳'梭梭'沙拐枣'铃铛刺等% 在没有人为破坏

的情况下#依靠当地降水和地下水#植被可以自然生长%

过去开垦荒地破坏了区域内的天然植被#造成沙漠边缘

的天然植被面积减少#同时由于新开荒地几乎全部利用

地下水进行灌溉#地下水资源难以承载#地下水位持续

下降#造成了开荒周边的天然植被严重退化%

;H土地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突出% 奎屯河流域处

于内陆河的下游#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受极

度干旱'风沙频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灌区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及盐渍化突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天然林'

天然草场及湿地等自然资源面临退化衰落的严峻形势%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措施

IH"!荒漠化生态治理工程

奎屯河流域荒漠面积约 "J# 万亩#主要分布在七

师东侧边界以及 "GI 团'"GL 团北侧'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和乌苏佐敦埃力生沙漠周边% 结合本流域生态实际

情况#构建南部丘陵山地生态安全防护带'北山坡生态

安全防护带'绿洲边界生态安全防护带'河道沿岸生态

安全防护带'灌区内部农田生态安全防护带'甘家湖湿

地生态安全防护带#最终形成&两横五纵(的生态廊道

体系% 具体工程治理措施有!

9H封育治理工程% 主要解决过度放牧等人为因

素对原始植被的破坏#并对封禁区内植被进行恢复%

规划荒漠化治理封禁面积 "J# 万亩#其中流域西侧佐

敦埃力生沙漠边缘封禁面积 "G# 万亩#流域西侧古尔

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封禁面积 $# 万亩.荒漠林带面积

NHG 万亩.在佐敦埃力生沙漠与绿洲边缘布设沙障

#H"I 万亩%

BH边界基干林% 主要解决流域内沙漠'荒漠边界

风沙对灌区农田的危害% 沿七师 "GI 团'"GJ 团'"GL

团'"GN 团'"G% 团'"GO 团'"$" 团师域边界与乌苏'克

拉玛依'沙湾县接壤处营造生态防护林面积 JHI 万亩

"包括乌苏$#并配套滴灌系统% 购置及定植俄罗斯杨

$L# 万株#胡杨 $L# 万株%

;H中水回用及公益林恢复工程% 通过对污水的

处理#既减少了污水对地下水'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同

时又解决了公益林的灌溉水源问题% 将处理后达标的

工业及生活污水储存于拟建蓄水池中#并配套滴管系

统对林木进行灌溉% 如!规划天北新区畜水池 G### 万

?

$

#用于控制 "$" 团及 "$# 团 "# 万亩公益林和经济林

灌溉% 规划五五工业园区畜水池 LL# 万?

$

#用于控制

"$# 团及 "GO 团 I 万亩公益林和经济林灌溉% 规划胡

杨河市畜水池 $IJ 万 ?

$

#用于控制 "GO 团及下游灌区

" 万亩经济林和防护林灌溉% 规划乌苏市畜水池 G###

万?

$

#用于甘家湖自然保护区湿地的恢复%

IHG!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建设高标准农田 $## 万亩#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9H灌溉渠道防渗改造工程!渠道防渗改造

"O$NHLD?#配套建筑物 "N$N 座%

BH农田防护林工程!营造防护林面积为 ""HJ 万

亩#并配套节水灌溉系统#包括!农田防护林 OHL 万亩#

护路林 "HO 万亩% 购置及定植俄罗斯杨 "L## 万株#胡

杨 "L## 万株%

;H节水灌溉工程!通过新增灌溉面积和现有滴灌

信息化改造#将 $## 万亩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节水灌

)(#)



溉工程%

GH排水工程!改建骨干排渠 "G#H%D?#配套建筑物

"#% 座%

:H中低产田改造#改造农田机耕路!中低产田共

"ON 万亩#通过采取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和深耕晒垡等

措施改造为高标准农田% 配套改造机耕路 "OJ"H"D?%

IH$!流域湿地保护及恢复工程

9H甘家湖保护工程% 甘家湖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约为 NNJHJ 万亩#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家湖

梭梭林自然保护区% 甘家湖梭梭林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为 %G 万亩%

该工程主要解决土地沙化'河谷林和草甸严重退

化'樵采开荒严重'过度放牧造成荒漠生态功能退化等

问题% 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新建生态放水闸 L 座#配

套渠道工程长度 "N#D?#恢复植被面积 $HJ 万亩#飞播

种草 $# 万亩#退耕还林 #HIJ 万亩#种植边界防护林

""H$$ 万亩#并建立科研基地 " 处%

BH人工湿地保护及恢复工程%

%

湿地保护工程!

规划涵养林 $H#G 万亩.在涵养林及水库之间修建生物

隔离带 ILD?.修建围栏共 IND?以及其他检查及巡护

设施.

&

湿地恢复工程!规划封滩育灌 ""H$ 万亩#分布

在甘家湖自然保护区#奎'古'四三河两岸及其水库周

边植被遭破坏的区域.湿地植被恢复 $H# 万亩%

IHI!河'沟综合治理工程

9H奎'古'四三河中上游河段% 主要解决此段河

道泥石流及山洪灾害#提高三河防洪能力% 针对三河

两岸冲沟采取导流堤'谷坊坝'泄洪槽等工程措施进行

拦挡和疏通.对河道洪水采取修建防洪堤'丁坝等措施

进行治理#保证河道沿线水利设施及其他设施的安全#

减少泥沙淤积和下泄#保证上游河道生态环境相对稳

定#防洪工程总长 "$JD?%

BH奎'古'四三河下游河段% 主要解决此段河道

洪水危害农田#排水不畅问题% 主要措施为河道清淤

疏浚#包括四棵树河下游段""GI 团边界线一带$$JD?

及奎屯河下游从车排子水库至甘家湖区 NJD?%

;H流域内山洪沟治理工程% 主要解决山洪沟沿

线山洪及泥石流灾害问题#治理措施包括新建防洪堤

护岸 GNID?#谷坊 IO# 座%

IHJ!美丽城镇'连队'乡村建设工程

以生态文明连队创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推

动村庄环境综合治理#以改善村容村貌'优化人居环

境'保护利用农村自然生态为重点#全力推进村庄环境

整治% 到 G#G# 年#达到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标

准的自然村庄整治覆盖率 %#M以上#生态连队创建率

达到 J#M以上% 新建绿地系统 IHG 万亩#更新绿地系

统 "H"J 万亩%

/(效益分析

9H经济效益% 渠道防渗'高标准农田实施后#节

约水量 OJ## 万 ?

$

#中水回用水量 %### 万 ?

$

#可用于

流域湿地'公益林'绿地的恢复与建设#不够水量利用

外流域调水解决% 通过全面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每

年产生经济效益共 GO### 万元%

BH生态效益% 山区植被得到恢复与改良#有利于

防止河道水土流失#增加涵养能力% 高标准农田面积

增加#减轻和防止了土壤盐渍化#并提高了土壤肥力%

地表水及地下水水质有明显改善#增加了生态用水量#

土地沙化得到有效控制#促进甘家湖地区荒漠生态环

境向良性循环发展%

;H社会效益% 一方面为奎屯河流域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提高了绿洲生态环境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于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兵

地融合#巩固边防和兵团屯垦戍边具有重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为流域内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协调

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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