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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生态保护：实现历史新跨越
———2014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综述
●本报记者 赵俊杰

青海三江源二期工程
亮点纷呈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和试验区建设， 是以保护建设好生态环境为基本
前提，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体内容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特别是把探
索形成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作为重点，并要求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
示范，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赵俊杰

2014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三江
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建设全面推进。 二
期工程和一期相比， 涉及区域由原来的 15.23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39.5 万平方公里， 占我省
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保护
面积的增大， 预示着建设者肩上的担子更重、
责任更大。 就是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一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取得了开启之
年开门红的优异成绩。

2014 年秋， 在去扎陵湖采访的路上看到
这样一幕：扎陵湖沿岸竟有三条路 ，这三条路
同时笔直地向黄河源头矗立的牛头碑处延伸。
其中一条已经被湖水淹没，另外一条修建不久
的公路在夏季涨水时也有被淹没的危险。 当地
人说，近几年来扎陵湖的面积不断扩大 ，湖边
的公路因此被淹没，只好又修了一条路 ，造成
了三路并行现象。

这个细小的变化，正是三江源水土保持建
设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具体体现。 在三江源生
态建设一期工程中，共有 22 个子项目工程。 在
这 22 个子项目工程中，封山育林、沙漠化土地

防治、水土保持工程是重中之重，同样，这些项
目也是三江源二期工程的重点建设内容。

为确保 2014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二期
工程顺利推进，省委省政府召开了 “青海三江
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暨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启动大会”、“三江源国

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和二期工程建设推进
会议”。 受省政府委托，省三江源办公室与项目
区各地政府和省直行业部门签订 2014 年度项
目实施目标责任，为三江源二期建设工程开启
之年的各项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014 年是三江源二期工程的开启之年。 当
年，省财政安排资金 5 亿元，集中实施了草原
有害生物防控、封山育林、沙漠化土地防治、水
土保持等一批生态民生工程。 截至目前，已累
计完成投资 4.1 亿元，主要完成了防治高原鼠
兔 260.5 万公顷、 高原鼢鼠 50.87 万公顷；封
山育林 32.5 万亩； 沙漠化土地防治 41 万亩；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3.51 平方公里等。

开启之年开门红

2013年 12 月 18 日， 国务院批准实施青
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标
志着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
全面启动，这是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区的
具体实践，是支持我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举措，是不断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
现实要求，是促进流域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重要途径，是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宏伟工
程。

二期工程在总结一期的基础上，编制完
成 24 项工程实施方案， 强化设定项目技术
路线，细化规范项目实施，落实管护责任。 谈
起今年开始实施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二期工
程，省发改委副主任、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
设办公室主任李晓南说，二期工程在三江源
生态保护模式上有三个明显转变：从原来的
应急式保护向常态化、 持续性保护升级；以
工程项目为支撑的保护方式向组织形式和
体制机制创新保护升级；由单一的环境保护

目标向在生态文明观导向下的统筹保护环
境、改善民生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的
综合试验区保护升级。

2014 年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
工程实施的第一年，省三江源办公室结合三
江源二期工程建设任务和工作实际，在总结
一期工程的基础上，修订完善三江源生态保
护和建设工程八个管理办法和细则，分别多
次组织召开省、州县两级座谈会，听取征求
各方意见建议，更好地加强三江源生态保护
二期工程建设的制度保障。 同时，与省农牧
厅、林业厅分别联合组成督察组，深入三江
源草原鼠害防治林业项目等作业点，对项目
推进督促检查，对项目区一期、二期部分农
牧、林业项目的省级验收，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 协调省审计厅、省财政厅，分别对实施地
和省相关部门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再
审计，加大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力度。 组织人
员参加新颁布的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培训班，

提高人员监理业务管理能力水平。 省环境保
护厅加强生态监测力度。

为使三江源建设二期规划有效落地，编
制完成二期规划各分项目总体实施方案编
审工作，进一步细化各项目技术路线和规范

标准，明确落实责任，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目
前，2015 年度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项目计划
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一是二期工程全面启动。 启动大会顺利
召开，规划实施方案编制完成，相关分工意
见正式印发，24 项工程作业标准逐项制定；
二是保护项目全面推进。 七大项重点生态工
程全面开工， 下达财政预算内投资 5 亿元，
完成 4.1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三是
建章立制全面提升。 一批涉及工程建设的综
合管理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八项办法”、
“两项规程”、“一个大纲”得以落实；四是
人员培训全面强化。 推行到县到一线培训的
工作机制。 全面完成年度培训任务，特别是
一线管理人员及农牧民培训全面强化。 年培
训专业人员两千人次， 农牧民 4200 人次，推
进了三江源人才培养工作，制定了今后五年
工作计划；五是综合管理全面提升 。 强化州
县主体责任， 落实了省级相关部门工作分

工，细化了乡镇工作职责，提升了村级项目
管理能力，制定了统一的绿色考核办法，加
大了州县两级生态保护的权重； 六是公众
参与全面展开 。 从劳务使用本地化为突破
口，以社会各界支持为着力点，形成了人人
参与、全方支持的新合力。 三江源生态基金
会工作有了新进展； 七是宣传报道全面落
实 。 组织开展了媒体江源行活动，推出了系
列宣传品牌。编制藏汉文宣传册 10 万本，展
板一千套， 四州广播电视台开设了三江源
保护专题节目， 一批三江源巡礼专题片配
发基层；八是绩效考评全面启动 。 与省考核
办联合对三江源区州、县、乡镇绿色绩效考
核进行了全面修订，确定了标准，制定了办
法。 同时加大了日常监管考评；九是科技支
撑全面加强 。 以生态监测综合能力提升为

目标，联合环保、农牧、林业、科技、水利、气
象等部门强化了三江源生态监测、评估、预
警的新体系，未来工作的新路径，以省工程
咨询中心、青海大学三江源研究院为龙头，
组建了科技团队，开展了林、草、水等领域
相关研究；十是机构建设全面规范 。 省级八
个专项工作组进一步充实，农牧、林业、财
政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 4 州 21 个县三
江源办工作经费进一步落实， 人员全面配
备，一批专业人才充实到了一线；十一是国
际合作全面推进 。 与国际友好生态环保组
织的联系进一步密切， 特别是与世界环境
研究所的合作取得新进展， 国际第三方评
价的技术路线已确定。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
会三江源专项考察全面完成， 泽库碳交易
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

二期规划有效落地

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在省委生态保护第
一作为立省之要理念的引领

下，2014 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工程凝聚力量，乘势而为，阔步向

前，再创佳绩。
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对青海三江源

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关心与关怀日益
深厚；这一年，青海生态立省的决心更
加坚定；这一年，高原人民用行动为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谱写新的篇章……

●范围拓展 二期工程不仅是巩
固一期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重大举
措，更是提升和拓展。 因而，二期规划范围
确定涵盖整个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
验区，包括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
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全部
行政区域的 21 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
镇，共 158 个乡镇，行政村（含社区）1214
个。 总面积为 39.5 万平方公里，占青海省总
面积的 54.6%。

●重点突出 二期工程是以恢复
植被为核心，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建设相结
合，加强草原、森林、荒漠、湿地与河湖生态
系统保护和建设；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
线，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促进生态保护、民
生改善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科研推广和
人才培训为支撑，完善生态监测预警预报体
系，夯实生态保护和建设基础，巩固提升生
态保护建设成效，构建国家高原生态安全屏
障，将三江源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成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目标明确 到 2020 年，林草植被
得到有效保护， 森林覆盖率由 4.8%提高到
5.5%；草地植被盖度平均提高 25～30 个百分
点，土地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可治理沙
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50%， 沙化土地治理区内
植被盖度达 30%～50%；水土保持能力、水源
涵养能力和江河径流量稳定性增强，减少水
土流失 5 亿吨，水源涵养量增加 13.7 亿立方
米，长江、澜沧江水质总体保持在一类，黄河
一类水质河段明显增加；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农牧
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补偿机制进
一步完善，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

●三个提升 从原来的应急式保
护向常态化、持续性保护升级；从原来以工
程项目为支撑的保护方式向组织形式和体

制机制创新保护升级；从原来单一的环境保
护目标向在生态文明观导向下的统筹保护
环境、改善民生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
的综合试验区保护升级。

●分区施策 依据各分区特性，优
化空间布局，实施分类指导，确定保护技术
重点和主要任务，努力实现总体目标。

★重点保护区，是指在构成三江源地区
生态安全格局中发挥特殊重要作用，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核心、原则上禁止从事开发经营
活动的区域。其范围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主，包括三江源、可可西里、隆宝 3 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及年保玉则、坎布拉、贵德等
国家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及风景
名胜区，面积 19.36 万平方公里，占规划区
总面积的 49.01%。

★一般保护区，是指在构成三江源区域
生态安全格局中发挥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
基础作用，要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并根据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适当发展畜牧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区域。其范围包括重点保护区和承接
转移发展区之外的地区，总面积 19.34 万平
方公里，占规划区总面积的 48.96%。

★承接转移发展区，是指在生态保护建
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具备一定承接转移农牧
业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需要统筹开发开放
与生态保护的区域。 其范围包括共和、贵
德、尖扎、同仁等县境内黄河谷地地区，以及
规划区州府、 县城所在地和重点小城镇，基
本呈点状分布， 总面积 0.8 万平方公里，占
规划区总面积的 2.03%。

●项目优化 二期工程共 2 大类
24 项工程，总投资 160.57 亿元。其中，生态保
护和建设类工程 17 项。包括草原生态系统保
护和建设 4 项， 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 7
项，荒漠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 1 项，湿地、冰
川与河湖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 4 项、 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建设 1 项。支撑配套类工程 7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