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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彰武县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探析
韩"睿

!辽宁省铁岭水文局"辽宁 铁岭"!!#&&&$

!摘"要""本文介绍了彰武县流域综合治理的基本情况"以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

管理%注重效益(为方针"坚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相结合"围绕新农村建设%坡耕地整治%以水土流失为

载体的面源污染防治等新任务"加强对水土流失区%生态脆弱地区等重点区域的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自然修复能

力"强化监督管理"效益明显&

!关键词""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彰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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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情况

彰武县总土地面积 QR#QQ($&Q;B

#

"其中!耕地面

积 !PRQ#&$#P;B

#

"占总面积的 %!$(#Z$园地面积

Q!S'$%';B

#

" 占 总 面 积 的 &$PPZ$ 林 地 面 积

!!SQ#%$';B

#

" 占 总 面 积 的 Q#$SQZ$ 草 地 面 积

P'&P$'(;B

#

"占总面积的 #$(Z$其他农业用地面积

!R&$#R;B

#

"占 总 面 积 的 &$&(Z$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QS&R$R';B

#

"占总面积的 !#$!#Z$未利用地面积

'!($P!;B

#

"占总面积的 &$#Z&

!$#"坡度组成

彰武县总土地面积 QR#QQ($&Q;B

#

"其中!坡度小

于 %j的面积达 #P#'%R$#Q;B

#

"占总面积的 'P$&(Z$坡

度为 %j[!%j的面积 %%(%($&';B

#

"占总面积的

!%$Q!Z$坡度为 !%j[#%j的面积 !%%SR$QQ;B

#

"占总面

积的 ($QZ$坡度大于 #%j的面积 P%#'$(;B

#

"占总面积

的 #$Q%Z&

全县坡耕地总计 ##!!!$S';B

#

"其中!坡度为 %j[

,(",



!%j的面积 #!#%Q$&P;B

#

"占坡耕地总面积的 SR$!#Z$

坡度为 !%j[#%j的面积 P%P$PS;B

#

"占坡耕地总面积

的 Q$PPZ&

!$Q"水土流失现状情况

全县共有 !Q! 条小流域" 总水土流失面积

S'&!R$R';B

#

"占总土地面积的 #R$'PZ"其中!轻度侵

蚀 'Q%!'$&;B

#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PZ$中度侵

蚀 ##%%($&R;B

#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Q$#%Z$强烈

侵蚀 S(%$R!;B

#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S'Z& 平均

侵蚀模数 #&'#:U#OB

#

,=%"沟道密度 &$Q%OBUOB

#

&

!$("规划区水土保持措施现状

截至 #&!& 年"全县规划区范围内累计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Q%PR!$'R;B

#

"占全县总面积的 S$SZ"占总水

土流失面积的 #P$(SZ& 已治理面积包括修梯田

#P'&;B

#

"地埂植物带 !!!%$QQ;B

#

"改垄 #SS($#';B

#

"

水保林 !Q%''$&';B

#

"经果林 %#'!$';B

#

"封禁工程

RSP&$R';B

#

"种草 Q&%#$'Q;B

#

"沟头防护 !!P$S!OB"小

河道整治 Q($!&OB"蓄水池 #( 座"塘坝 !&Q 座"谷坊

Q!'& 座"作业路 Q%!$&(OB&

#&水土保持

#$!"城市水土保持

搞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对于促进城市的现代化

建设十分重要& 为此"彰武县有计划地开展了城市水

土保持工作& 彰武县城区总面积 !''&$&;B

#

"根据实

际调查"截至 #&!& 年前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B

#

"占

城区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Z&

#$#"矿区水土保持

彰武县现有废弃矿区 R 座"主要为石矿和黏土矿"

石矿分布在后新秋镇)东六家子镇)二道河子乡和前福

兴地乡$黏土矿位于东六家子镇"矿区占地面积

#S$RP;B

#

"其中!采场面积 #P$&%;B

#

"排岩场面积

!$&;B

#

"道路面积 &$%!;B

#

"厂区面积 &$!#;B

#

& 矿区

占地面积中水土流失面积为 #S$RP;B

#

& 年排岩总量

!!P$(Q!# 万B

Q

"年排弃总量 &$&# 万B

Q

"年水土流失量

Q$S% 万:&

#$Q"生态修复

截至 #&!& 年全县已完成封禁工程 RSP&$R';B

#

&

占应封禁面积的 QRZ"分布在东)西部丘陵地带及北

部风沙区& 通过实施封禁工程"使当地农村产业结构

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单纯的*靠山吃山+转变为利用

当地的资源优势"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向多种经营

发展& 如!建温室大棚"发展高效农业$牛)羊由村里集

中统一圈养)统一管理"发展畜牧业等"提高了农业的

综合生产能力"也为实现封禁创造了条件&

,&水土流失预防保护

*预防保护+是新'水土保持法(强化的水土保持

工作方针与原则"同时也是多年水土保持工作经验)教

训与总结& 自 !SSR 年'水土保持法(颁布以来"水土保

持意识得到了提高"彰武县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工作

有了长足发展"改变了由过去单纯抓治理逐步向以预

防为主的过渡"水土保持工作走上法制化道路&

多年来"为了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彰武县始

终坚持以宣传作为主线"即宣传面向各级领导"面向广

大群众"面向开发建设单位"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召开专题会议)文艺表演等多种方式"开展了

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随

着对宣传工作认识的不断提高"彰武县投入的宣传费

用也逐年增加"每年投入的宣传经费达 % 万余元& 在

宣传教育活动中"紧紧围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这个中

心"加大宣传力度"突出宣传重点"既强化了民众的水

土保持意识"又增强了各级领导抓好水土保持工作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地促进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

发展&

F&开发建设项目管理

全县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有了长足发

展"人为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保护& 特别是 #&!! 年 Q 月 ! 日新'水土保持法(实施

后"总体上"各行各业对水土保持的认识上了新台阶"

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水平上了新台阶"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各建设项目的参建单位积极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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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为水土流失防治"开展水土设施验收"水土保持

*三同时+制度得到了有效落实& #&&P-#&!# 年"完成

省)市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水土设施验收 !Q 家"彰武县

审查批复水土保持方案 (( 家"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 PQ

万元&

($!"工程管护

彰武县是全县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地区"多年来"国

家)省)市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进行水土流失

治理"治理成果显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为保护好治

理成果"防止人为破坏水土保持设施"具体做法如下!

0$建立工程管理责任制"把工程管护落到纸面

上"乡镇党政一把手是主要责任人"责任制涉及到村"

每个村主任是该村负责人"乡镇水利站负责全乡镇业

务指导及协调工作&

C$执行水土保持工程产权确认制"这种做法非常

有效"特别是林草措施"产权确定后"保存率达到 S&Z

以上&

1$加强封山禁牧工作"各乡镇都制定了封山禁牧

制度"也就大家所说的*乡规民约+"通过护林员及工

程责任人共同来执行该项制度"有效地保护了生态修

复治理成果&

($#"监测网络建设

随着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

工程的启动"彰武县已建成阿尔乡风蚀观测场 ! 处"为

水土保持监督)治理与决策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基础

数据&

阿尔乡风蚀观测场位于彰武县北甸子小流域内"

地处辽宁省彰武县阿尔乡镇的西北部"科尔沁沙地南

缘"属辽河流域"坐标为东经 !##j##k&&l)北纬 (#j(Sk&&l&

阿尔乡镇属于辽宁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具有典型

的风蚀特征& 阿尔乡风蚀观测场于 #&!! 年 R 月 #R 日

完工"监测场控制面积为 (&&&&B

#

##&&Bh#&&B%"内

设全自动气象站 ! 处"集沙塔架 # 处"监测房 R&B

#

"标

志牌 ! 座$主要监测设备有!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

,aH)阶梯式积沙仪)降尘管)电子 A 平)烘箱)钎杆标

尺)皮尺)围尺)测绳)测高器)罗盘)土壤理化性质取样

设备)观测数据管理系统集成)渗透仪)数据存储备份

设备)其他分析仪器等&

G&存在问题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

新'水土保持法(已颁布实施"水土保持工作有了

新的更切实际的法律依据"但与新的水土保持法相配

套的法规目前还没有出台& 新'水土保持法(的实施"

对加大全县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促进水

保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情势的变化以及水土流失补偿征收工作的不断深

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严重影响到水土保持

工作的开展"远远不能满足全县水土保持建设和管理

工作的需要&

%$#"投入力度)治理速度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

需要

""彰武县是全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虽然近几年

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治理"也取了显著的成果"但

彰武县仍然有水土流失面积 S'&!R$!';B

#

"占全县总

土地面积的 #PZ&

%$Q"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治理问题日益突出

彰武县目前大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电力工程及

矿山企业全部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但实施率非常低"

其他生产建设项目仍没有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全县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率最多只能达到 #&Z"

因生产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针对水土保持

规费征收"由于缺乏刚性征收手段"使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补偿费的收缴困难重重"年度实际征收额不足

Q& 万元"与应征收额 Q&& 万元相差甚远& 随着开发建

设项目的增多"大面积的水土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由于

得不到及时地恢复治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治理

问题日益突出&

%$("管护机制不完善"治理成果保存率有待提高

在水土保持工程管护工作中"虽然建立了管护责

任制"制定了封山禁牧办法"明确了治理成果产权"但

与设计目标还存在差距"由于水土流失地区的生态环

境比较恶劣"治理措施往往不能一次成功"边治理边破

坏的现象还有发生& 目前"所有治理成果保存率没有

,*#,



达到 !&&Z"尚未形成系统的保护治理成果的相关机

制"根据*谁治理)谁受益)谁管护+原则"还没有建立

起切实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长期管理管护制度"所以

需要研究制定一整套完善的工程管护机制"提高治理

成果保存率"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应做的事情&

%$%"生态脆弱区贫困与水土流失并发"加剧治理

难度

""近几年"虽然加大了治理力度"治理成果也较为显

著"水土流失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但截至 #&!& 年未"彰

武县仍有水土流失面积 S'&!R$!';B

#

"水土流失区多

数是生态环境更恶劣)人民生活更贫困的地区& 该类

地区往往是水土流失治理难度较大的地区"而且随着

人为破坏的不断加重"水土流失还会进一步加剧& 随

着农村*两工+的取消"对农村劳力的组织将会更难"

治理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急需尽快研究出新

的治理方略"以更好地组织全社会治理水土流失"特别

是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

*&结&语

近年来"彰武县水土保持局结合本县实际"加大了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生态环境得以好转"但随着项目逐

年增多"以及生产建设项目的规范化"水土保持队伍建

设显现出了诸多问题& 水土保持项目管理人员的管理

水平有待提高"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短

缺"且现有的技术人员也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专业

技术培训必须加强$在水土流失监测方面"由于彰武县

新建的风蚀监测站还未能正常运行"主要问题是没有

科学有效的监测技术"近期必须完成监测技术的培训$

监督执法体系不够完善"人员配备不够充足"执法人员

的素质和执法能力有待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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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确认最佳参数组合为

*#]QbQ"即当布置间距为 Q#$%B)真空泵开泵数量为

#% 台)功率为 '$%OY时沉降量最大"施工效率最好&

$(&效果检查

本次mb小组活动开展后" #&!% 年 P 月 #R 日至

#&!% 年 !# 月 !P 日完成了真空预压抽真空"从 !Q% 天

缩短到 !!% 天"节约了施工成本"节省了工期"有效地

控制了密封性& 提高了真空预压施工效率"缩短工期

#& 天"节约电费!#&U!Q% h%% cP 万元)人工费 #'&&&&

h%&&U!&& c!Q% 万元"共节约成本 !(Q 万元"经济效益

明显&

$$&巩固措施

小组对本次mb活动成果真空预压施工作业指导

书"指导具体施工"作为以后开展其他类似工程的施工

指导&

$#&总结和今后打算

通过小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本次 mb活动取

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本次活动中"大家积极思考"亲身

体验"对mb活动的开展程序有了深刻了解"并对此产

生浓厚的兴趣& 我们将应用本次 mb活动取得的经

验"拟开展*提高真空预压处理软土地基的合格率+mb

活动&

!

,!#,

韩"睿U基于彰武县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