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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探索与实践
杜慧娟
（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督监测总站，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 关键词］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功能；效益；经验；河南省
［摘

要］ 自 ２００４ 年水利部开展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创建工作以来，河南省积极贯彻水利部科技示范园建设精神，狠抓

落实，创新工作，大力推进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创建工作。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河南省共建成 ２９ 个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其
中被水利部命名的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１１ 个，被河南省水利厅命名的省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１８ 个。 总结了河
南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在典型示范、宣传窗口、展示平台、桥梁纽带方面的功能和效益。 建议今后一个时期，河南省水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要注重制定建设规划、设立专项资金、健全管理办法、增强社会影响力等，以推进水土保持科技示
范园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 中图分类号］ Ｓ１５７．２

［ 文献标识码］ Ｃ

［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０９４１（２０１７）０７－００３４－０４

自 ２００４ 年水利部开展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创建

华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鲁山县林丰水土保持科技示

工作以来，全国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取得了显

范园、沁阳市紫陵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其中，孟津县

著成效，发挥了典型示范、宣传窗口、展示平台、桥梁纽

生态水保科技园、郑州市邙山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遂

带作用，拓宽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域，提高了水土保持的

平县嵖岈山温泉小镇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还被教育

社会影响力，成为我国水土保持行业一项极具特色和

部、水利部联合命名为全国中小学水土保持教育社会

创新性的工作。 河南省积极贯彻水利部《 关于开展水

实践基地。 这些园区分布在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淮河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的通知》 （ 办水保〔２００４〕５０ 号）

精神，狠抓落实，创新工作，大力推进水土保持科技示
范园创建工作。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河南省共建成 ２９ 个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其中被水利部命名的国家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有 １１ 个，是被水利部命名的国家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数量最多的省份 ［１］ 。 河南省的水土保

流域，代表的水土流失类型区有南方红壤区、北方土石
山区等，基本代表了所在区域水土流失类型区最为成
功的开发与治理模式，可为同类型地区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与水土资源开发提供借鉴。
２

主要功能及效益
河南省被水利部命名的 １１ 个国家水土保持科技

持科技示范园创建工作卓有成效，走出了一条具有自
身特色的发展路子。 对河南省的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

示范园具有治理示范、科研监测、技术推广、产业开发、

范园建设情况、功能效益、主要经验等进行总结，并提

科普教育、生态旅游等六大功能。

出发展建议，冀望借鉴交流、共同提高。
１

园区建设
河南省的 １１ 个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分别是

２．１

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各园区水土流失面积均得到有效治理，不少园区

林草覆盖度达到 ９０％ 以上，形成了较完整的水土流失
综合防御体系，水土资源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利用。 经

孟津县生态水保科技园、郑州市邙山水土保持科技示

过综合治理，昔日荒山秃岭、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

范园、洛阳市龙门西山春华秋实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林木葱郁、青山绿水、花果飘香、景

三门峡市二仙坡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安阳市保泰盈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新乡市世利绿色生态苑、信阳市

色优美的生态科技示范园区，实现了 “ 山、水、田、林、
路、园” 的完美结合。 园区建设中水保措施集中、注重

平桥区永祥林果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遂平县嵖岈山

景观建设、治理标准高、配套设施完善，能够很好地展

温泉小镇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洛阳市银杏仙庄嘉年

示水土保持治理效果，为宣传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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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了平台。

２．２

３５

马店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信阳市平桥区永祥林果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是一个以石榴为主要产品的农业

科研监测初步展开
多数园区内建设有水土流失监测小区、气象站、雨

量观测站，能够监测土壤侵蚀面积、强度、侵蚀量和径
流量等。 有的园区已被纳入河南省监测网络，成为基
本监测站点，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治理水土流失和保
护生态提供客观、准确的监测数据。 比如，孟津县生态
水保科技园内建设了 １ 个 ２０ ｈｍ 的试验繁育基地，为
２

企业，是信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 年批准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还是河南省石榴产业化生产示
范基地， 年 产 石 榴 １５６ 万 ｋｇ、 苗 木 ３５ 万 株， 年 产 值

１ ０２５万元，公司生产的“ 盈润” 牌石榴，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被
河南省农业厅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２００６ 年被信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信阳市知名商标。 沁阳市紫陵

孟津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提供优质苗木，几年来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现已发展各种优质高档无公害水

与有关高校合作，先后开展了“ 豫西旱作农业区提高天

元，使农民年人均增收 ２ ０００ 元。

园区已为全县及周边县区提供各种苗木 ５０ 余万株，还

果 ４００ ｈｍ ２ ，年产果品 ０． ８ 万 ｔ，年销售收入达 ６００ 万

然降水利用率” “ 梯田埂坎生物保护与开发利用” “ 连

２．５

试验种植” 等研究项目，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洛阳市银

社会的宣传教育活动，在《 洛阳日报》 、洛阳及孟津电

翘、黄金槐、火炬等引种试验推广” “ 中国红特大石榴
杏仙庄嘉年华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成了 １３ ｈｍ 银杏
２

苗木繁育基地，已为洛阳市提供优质苗木 １２０ 余万株，
还与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先后开展了“ 龙门西山
小流域治理” “ 丘陵地区节水增效示范” “ 梯田生物保
护与开发利用” “ 银杏丰产栽培技术” “ 银杏双黄酮功
能酒研发” 等科研项目，获得多项科研成果。

２．３

技术推广作用明显
各园区利用设施、技术优势，一方面搞好园区产业

科普教育效果良好

孟津县生态水保科技园管理机构积极开展面向全

视台等媒体广泛开展宣传报道，与紧邻的县直中学和
孟津一高合作开展水土保持科普教育活动，并定期和
当地的中小学校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户外科普教育
实践活动。 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先后有县直各委局干
部职工、中学生和部队官兵等共 ８ ０００ 余人次参与了
园区建设，建成了“ 青年林” “ 世纪爱情林” “ 三八世纪
林” “ 重阳林” 等主题林区。 洛阳市银杏仙庄嘉年华水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内设置各种宣传标语、宣传牌和水

开发，另一方面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帮助周边群

保知识介绍牌近百处，制作悬挂水保宣传条幅、标语，

众发展经果林、调整种植结构。 比如，孟津县生态水保

建设水保科技教育室，编印小学水土保持科普教本，先

科技园为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在园区建设中将先
进技术与水保工程相配套，增加了工程的科技含量；在

后到 １０ 余所中小学宣讲水土保持知识，开辟了宣传新
领域。 沁阳市紫陵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科技培训中心

花卉、果园和苗木的种植和管理上，广泛应用节水灌溉

安装了现代远程教育设施并开通了网站，已成为河南

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节水效益；为了推动水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普基地、河南省农业大学园林

土保持工作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到改善生态环境

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焦作大学、沁阳市职业中等专业

和增加农民收入相结合，在园区建设中充分发挥水保

学校、紫陵初中的科普教育实践活动每年都在这里举

优势，加快了新品种、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引进了石榴、

行。

梨、枣、黑葡萄等果树，建设各类示范果园 ５．３ ｈｍ ，尤

２．６

年刚刚挂果就受到了周边群众的关注，吸引他们纷纷

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因此各园区生态良好、景色优美，

２

其是占果园种植总面积 ５０％ 的中国红特大石榴，２００６

前来咨询种植和管理技术。 在园区的带动作用下，目
前仅孟津县城周边就已发展苗木繁育基地 ６７ ｈｍ 、果
２

园 １６７ ｈｍ ，促进了周边农村经济发展。
２

２．４

生态旅游迅速发展
由于水土流失治理标准高、效果好，同时注重景观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由
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办，平桥区人民政府、信阳市林业局
承办的平桥区首届石榴文化节在信阳市平桥区永祥林

产业开发效益显著

果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举行，盛况空前，活动的举办为

各园区均具有产业开发功能，有的建立了特色经

园区集聚了人气，扩大了影响。 洛阳市龙门西山春华

济林开发基地，有的还形成了产业开发链，可对果品进

秋实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主打特色农业观光旅游，每

行深加工，提高了产业开发效益。 比如，遂平县嵖岈山
温泉小镇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内种植优质经济林、观
光林 ８７ ｈｍ ，四季花卉、反季节蔬菜 ５３ ｈｍ ，已成为驻
２

２

年 １—４ 月举办草莓采摘节、３ 月赏花节、５ 月樱桃采摘
节、６—９ 月鲜桃 采 摘 节、７—１０ 月 葡 萄 采 摘 节、８—１０

月石榴金柿采摘节，并与牡丹花会、“ 五·一” 劳动节、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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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河洛文化节等假日游对接，年接待游客 ２０ 余

３．２

石榴赛月圆、十月金柿比蜜甜、葡萄架下享清闲、采摘

动，在宣传水土保持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以

旅游百果园” 的 人 间 仙 境， 实 现 一 年 四 季 有 花 有 果，

孟津县生态水保科技园为例，近年来园区建设着力搭

让游客在世 外 桃 源 里 体 验 采 摘 的 乐 趣， 尽 享 田 园 风

建精品示范化科普功能设施，营造出浓厚的水保文化

光。

氛围，先后建成了水保科普园、科普展览馆、宣传长廊、

万人次，营造“ 三月桃花映山红、五月樱桃满枝头、八月

２．７

夯实平台建设，注重宣传工作
各园区根据自身情况，打造宣传基地，积极开展活

人工模拟降雨大厅、径流观测场、水土保持护坡示范工

示范带动效果凸显
科技示范园的产业开发不仅直接发展了园区的林

果业、旅游业，而且带动了附近群众发展绿色产业。 比

程等。 ２０１２ 年，园区与洛阳市水务局合作，编写了《 洛
阳市中小学水土保持科普读物》 两个版本的教材，并积

如，信阳市平桥区永祥林果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的石

极与当地教育部门沟通，推进水保科普教育进学校活

成立了信阳市平桥区富民石榴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辐

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 此外，园区还定期不定期地组

榴产业已辐射到周边地区，园区与 ２ １００ 户农民联合
射、带动和共赢。 沁阳市紫陵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在
自身产业发展的同时，引导、带动了沿太行山地区的济
源、博爱、焦作等市县的近百个村镇的数千户农民开展
林果种植、荒山开发等。 目前，沿太行山的水保经济林

动的深入开展。 ２０１１ 年，园区被列为“ 孟津县水土保
织中小学生到基地开展“ 认领爱心树，认识水保功能措
施，感悟水土流失危害” 等多种实践活动，参加人数共

计 １ 万余人次。 系列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全社会关心、
支持、参与水土保持的氛围。

果带已经形成，总面积达 ６ ６６７ ｈｍ ，年产各种水果 １４

３．３

水土保持科技含量的有效平台，而且成为开展水土保

的社会影响力，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水土流失治

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和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青

理，推进全省水土流失治理再上新台阶，促进全省水土

少年的科普教育基地，发挥了宣传示范作用，产生了良

保持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被命

２

万 ｔ。 园区不仅成为展示当地水土流失防治水平、提升

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３
３．１

主要经验

借助民营力量，推动园区建设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对提升河南省水土保持

名的 １１ 家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中，有 ８ 个是由民
营企业家负责治理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充分利用民营
企业家的优势助力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发展是河南省

加强领导，高位推动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的显著特点。 不同于面上的

一是河南省水利厅印发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功能多、

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创建活动，要求各市县通过创

要求高、示范性强、运行维护成本大，建设时必须考虑

建活动，发现一批、培植一批有规模、有特色的治理大

后续的管理、运行和维护，因此在早期经费渠道不畅、

户，打造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看点和亮点，努力提高水

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各方面基础好的民营企业家

土保持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省水利厅要求各园区确定

作为治理开发荒山荒坡的典型并给予扶持，不仅事半

贯彻“ 高标准、高起点，效益为先、示范为主” 的原则，

功倍，而且可以实现双赢。

根据自身特点和产业分布，做好长远规划。 三是省水

４

利厅分管领导带领有关市县和园区负责同志到深圳、
北京等地进行考察取经，开拓了思路，拓宽了视野。 比
如，在建设遂平县嵖岈山温泉小镇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４．１

发展建议
制定园区发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今后一个时期，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是水利

园过程中，负责同志在浙江安吉考察过后，针对自身不

部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河南省要在总结已有建

足，投资建设了一个高规格、现代化的水土保持示范展

设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先进省区的成功做法，尽快制定

示厅，得到了教育部、水利部等考评组的表扬和肯定。

全省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总体规划，明确总体思路、

四是组织召开园区负责人座谈会，交流管理经验，找出

建设原则、总体布局、发展目标等。 目前，省内长江流

存在问题，明确发展方向，提出工作建议。 五是要求省

域还没有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有些水土流失类

级补助园区的建设资金专户专账、专款专用、专人管

型区也没有打造出能够体现自身特色的园区，有些需

理，并按项目建设进度按比例拨款，待项目竣工、验收

要升级改造，有些需要完善功能，园区的运转、管理和

合格后，再全额拨付。

维护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 这些都需要全面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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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洪管理理念的废弃砂石坑改造
李丹雄，武亚南，胡

雪

（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 关键词］ 雨洪管理；废弃砂石坑；坑塘；鹫峰国家森林公园
［摘

要］ 对国内外关于雨洪管理的理念及资源化实践经验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鹫峰国家森林公园内

废弃砂石坑的水资源现状及植被景观特点，并计算了废弃砂石坑现状汇水量及容积。 基于雨洪管理的先进理念提出废
弃砂石坑改造设计，具体措施有清淤、防渗处理、生态护岸、植物配置，将昔日公园废弃砂石坑改造成坑塘，使其在发挥蓄
水功能的同时能够净化水质，而且还具有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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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周边环
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像北京这种超大型城市在
发生“７·２１” 暴雨之后，对雨洪管理和利用的程度越发
重视。 随后，一大批绿地重建、河道修复、湿地恢复等
生态环境工程不断被纳入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当中，为
北京市的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道屏障。

式。 坑塘是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储水洼地，包括
养殖、种植塘及湖泊、河渠形成的支汊水体 ［１］ 。 相对于
其他雨洪调蓄工程，坑塘具有较大的存蓄空间，能够显
著降低流域进入临近地表水体的氮源负荷。 坑塘的类
型有废弃窖坑、废弃鱼塘、废弃荷塘等 ［２］ 。 废弃砂石坑
通过改造设计，能够成为既具有蓄水功能又具有景观

将废弃砂石坑改造成坑塘是湿地恢复的一种形
价值的坑塘。

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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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项建设资金，加快园区建设
水利部在推进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工作中并

没有专项经费，要求地方自筹解决。 为了有效推进水

要良好的管理机制以保证其持续发挥效益，因此要针
对园区特点提出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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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园区作用，增强水土保持社会影响力
从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开始就要注重宣传推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工作，河南省水利厅要根据总

广工作，建成后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相关部门进行

体规划，积极筹措专项经费，并对资金使用、管理提出

大力宣传推广，吸引大家来园参观、考察、旅游，以达到

要求和办法，以持续推动全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

宣传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 根据水土保持科

设。 同时，要充分推广已经取得的宝贵经验，制定优惠

技示范园的功能，寻求与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开

政策，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园区建设。

展业务合作，充分发挥基础设施作用。 通过多形式、多

４．３

建立健全管理办法，促进园区持续健康发展

渠道、多层次宣传推广，让科技示范园成为水土保持联

一是要制定和完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管理

系社会的纽带和桥梁。

办法。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既有水土保持措施建
设，又有大量的非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措施集中，标准
较高，功能多样，不同于一般的水土保持治理项目。 因
此，要制定专门的建设管理办法，确保建设成效。 二是
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申报评定办法。 根据
水利部评定办法，结合河南省实际，提出具可操作性的
办法，确保评定工作客观、公正、科学。 三是要建立健
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运行管理办法。 园区建成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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