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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清洁型小流域综合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

金晓琴
!秦安县水务局" 甘肃 秦安!FE"H###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大力开展"亟须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出新的规划方向% 如何做好

新农村建设工作"发现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措施成为研究的重点% 清洁型小流域综合治理就是一种有

效的建设途径% 甘肃省秦安县大山沟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综合治理"坚持以农村(生态发展$村容整洁)为重点"通过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改善了流域内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得村容洁净$空气新鲜$环境优美%

!关键词"!清洁型& 流域综合治理& 生态文明& 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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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现状

秦安县大山沟流域总面积 ""GG.<

J

#包括兴国)王

尹 J 个乡"镇$#F 个行政村 "J#" 户#LEGI 人#人口密度

EDEF 人N.<

J

' 流域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植被稀少#

干旱多灾#生态涵养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 在清洁型

小流域治理实施之前#流域治理措施单一#综合防护功

能不强#村中道路狭小弯曲#污水横流#生活垃圾随意

堆放#农药化肥)生产生活废水等污染物通过农田灌

溉)水土流失和地下水渗漏等途径大量进入水体#污染

水环境'

#&治理措施

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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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举

措'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清洁型小流域综合治理工

作的成效突出' 利用流域内的资源优势#寻找多种

多样的治理措施#做好水土保持工作#达到综合治理

的目标'

JD"!采用工程措施#小流域综合治理见成效

大山沟流域是典型的黄土沟壑地貌#地面黄土极

易被雨水冲刷破坏' 为了拦截泥沙#提高土壤肥力#在

流域内采取多种工程措施进行了治理!一是在沟道内

维修加固淤地坝工程 " 处#拦蓄排洪-在主沟上游和支

沟内修建土谷坊 JH 座#稳定沟床#抬高侵蚀基准面'

从工程运行几年的情况看#淤积坝和土谷坊有效的拦

截水土流失#流域沟床保持稳定#为实施其他治理措施

打下了基础' 二是在低山区面积集中)土层较厚)坡度

在 L OJLm之间的坡耕地内兴修水平梯田 GJ .<

J

#对降

雨进行就地拦蓄#同时将原来贫瘠的坡耕地改造为保

水)保土)保肥的高产田#为村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搭

建了平台' 三是在半山区的缓坡耕地修建水平台)鱼

鳞坑等工程#栽植红富士苹果)中晚熟秦安蜜桃等优质

经果林#这些经济林果的建成#使村民的收入大幅提

高#调动了群众治理流域的积极性' 四是在山顶和沟

道两侧栽植刺槐等水土保持林#并把这些林木确权为

村民所有#确保了林地存活率#同时改善村容#调节了

流域内小气候'

梯田和整地造林工程有效地拦蓄沟坡径流#蓄水

保墒)减少冲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KHJ.<

J

#治理程度

G"M#年均减少地表径流 "IDI 万 <

I

#减少土壤流失

FD" 万-#建成了从沟头到沟口)从山顶到沟底的立体

水土流失防护体系#形成了治理与自然复合型生态系

统的清洁型小流域'

JDJ!采用水利措施#高效利用水资源

整合水利资金#采用水利措施改善生态环境' 一

是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家家户户用上了达标的

自来水' 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饮用山泉水传统#使流

域内人们的身心健康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是在道路

边)晒厂)庄院等径流汇集的地方#修建容积为 EL<

I的

集雨节灌水窖 "J"# 眼#集蓄雨水灌溉果园#同时也方

便了村民在对果树等经济作物进行病虫害防治时的用

水#这些水窖的建成使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

迎#他们称这些水窖为他们果树提供了.救命水/' 三

是在已建好且在盛果期#有一定规模)集中连片果园内

修建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工程#增加节水灌溉面积

"HI.<

J

#大幅度提高了流域内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同

时降低了果园的灌溉成本#将原来大水漫灌每亩 "H#

元的水费降到 F# 元#减轻了村民负担#调动了村民节

水的积极性' 以上措施实施增强了山地水源涵养和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JDI!采用农业措施#转变生产方式#建设生态

农业

!!秦安县属陇中南部温和半温润季风气候区#气候

温和#日照充足#是苹果)桃)梨的天然生长地#J#"H 年

底全县果园面积达 K#DKI 万亩#果品总收入 I#DLK 亿

元#果品产业是秦安县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大山沟清

洁型小流域治理#也是紧紧围绕全县产业发展大局进

行#大山沟流域是秦安蜜桃和优质苹果的主产区#按照

绿色)无公害果品基地建设的要求#建成.秦安蜜桃/

等无公害林果生产基地 JG# .<

J

' 结合测土配方技术

加强对化肥农药的控制#项目区基地内的施肥#均以有

机肥为主#生物菌"液$肥为辅' 推广粘虫板)黑光灯)

杀虫灯等物理方法杀虫#引导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

生物农药' 在枣滩)高坪)李山等村修建 ELH 座沼气

池#对人畜禽粪便和各种有机物垃圾集中发酵利用#既

解决了群众生活的燃料问题#又为果园提供了生态)高

效的有机农家肥'

JDE!采用林业措施#封山育林#生态自我修复

封山育林治理是一项长期的治理措施#是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重要生物措施之一' 为实现生态自我修

复#对流域内梁峁沟坡区域实行封山育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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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

J流域面积内禁止村民开垦和放牧' 为增加

植被覆盖率#人工栽植水保生态林 E#DG.<

J

#围栏封

禁 "DJG^<# 林草覆盖率达到 LJD"M#植被恢复率达

到 FJM以上'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新农村

建设生态文明村#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的平衡发

展#增强村民对环境的客观认识#提高现实生活水平#

从而达到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和睦相处#是建设小康

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ID"!建设方向

.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新

村建设的重要方向' 流域综合治理#改变的是大环境#

是一项长期造福农村的举措' 下面是几个建设生态文

明新村的方向!

0D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近几年#通过对秦安县大

山沟小流域的治理#流域内水变清了#山变绿了#风沙

小了#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DD生态经济发展迅速#村民收入明显提高' 果树

灌溉越来越方便#土地利用率逐渐提高#优质果品基地

带来了农产品的高售价'

;D生态文化建设有成效#民主管理意识加强' 农

村人居环境整体改善#无论生活环境还是经济收入#村

民得到实在的利益#随之村民自我管理环境)爱护环境

的意识有所提高'

IDJ!建设对策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新

农村建设的主要方向' 村容整洁建设的是小环境#是

村民的.身边/环境#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 以下是

生态文明新村建设的几点对策!

0D修缮道路环境' 村庄之间和村庄内的道路都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属于基础设施#是方便村民#提高

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目前#已将流域内村与村之间

狭窄不平的农路加宽到 H<#并进行硬化和绿化#总长

度达到 K^<-对 F 个自然村内小巷道路面进行硬化和

亮化' 彻底改变了流域内村民.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

泥/的现状'

DD治理生活垃圾' 在生态文明村建设中#公共卫

生建设是重点' 垃圾属于污染物#乱扔乱放会对人们

的生活甚至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流域内的 F

个行政村#共安装 IG 处简易垃圾收集点#并建成 F 处

垃圾填埋场#垃圾定点堆放)专人清理#使村容)村貌得

到有效整治'

;D修建沼气池#利用再生资源' 经济实惠)小规

模与原有生态链相匹配的环境保护技术#是生态新农

村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流域内共修建 ELH 座沼气

池#既为村民生活带来了燃料#又为果园提供了生态)

高效的有机农家肥#实现了废物循环再利用'

FD不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新村建设

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的坚持努力#更需要总结

经验)完善建设方法' 目前来看#有效合理利用村庄现

有的设施#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农村生活污染治

理#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

.&结&语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流域内村民农业生

产和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提高#人居生活条件大为

改善#经济发展增速#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显著'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探索出一条.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发展

新途径#为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起到良好的示范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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