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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背景下三峡生态屏障区
实施坡耕地治理项目的意义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
梁增芳

（ 重庆市万州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分站，重庆 万州 ４０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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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由于三峡生态屏障区内耕地承载力严重不足、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造成了大范围的农业面

源污染问题。 为了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 十二五” 期间重庆市万州区实施了 ３ 个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
的实施提升了耕地数量和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内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生态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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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 ＡＮＰＳＰ） 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

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区内主要有丘陵、低山和高山三

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

岭谷区，是农业耕作重点区，也是粮食和经济作物产

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
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

［１］

。 三峡库区

种地貌类型，丘陵主要集中在海拔 ８００ ｍ 以下的平行
区。 随着三峡工程的运行，库区内耕地不断减少，特别

水土流失严重，加上农民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过量施

是平坦肥沃的沿江带耕地逐渐被库区水体淹没，从而

肥，耕地中剩余的农药、化肥随着土壤侵蚀和地表径流

造成耕地数量锐减、耕地质量下降、人地矛盾极度恶

进入水系，从而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为了有效保护

化。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在库区 １７５ ｍ 淹没线以上建立了
生态屏障区 ［２］ ，这对保护三峡水库的水质和生态环境
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屏障区内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
和尖锐的人地矛盾，给生态屏障区的建设工作造成了
很大的困难。 三峡生态屏障区内耕地承载力严重不
足，因此必须从保护耕地数量动态平衡和促进其质量
提升两个方面提高区域耕地承载力，以实现区域内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安全的多重目标 ［３］ 。

水土流失与农业面源污染是密不可分的，水土流

失是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重要形式，而库区水土流失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坡度较
大。 因此，在三峡生态屏障区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治

２

“ 十二五” 期间坡耕地治理情况
为了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 十二五” 期间万州区

共实施了 ３ 个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覆盖板

桥河、孙亭河、瀼渡河 ３ 条流域，涉及甘宁镇、孙家镇、
龙沙镇。 截至目前，３ 个坡耕地治理项目共完成坡耕
地改造 ７１４ ｈｍ ２ ，完成总投资 ３ ７７４ 万元（ 其中中央投
资 ３ ０００ 万元，地方投资 ７７４ 万元）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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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效
现代化农业迅速发展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实施以来，将坡度

理对解决区域内耕地承载力不足、控制库区农业面源

较大、废弃零散的坡耕地因地制宜地改造为梯田，并完

污染和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善了蓄水池、截排水沟、沉沙池等水系配套设施和耕作

１

便道。 这样一来，既保水保土又保肥，也改善了耕作条

研究区概况

件，提高了耕作效率。 现在坡耕地项目实施区域已成

万州区位于长江中上游地区，渝东北平行岭谷区，

为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生产的大头菜为当地榨菜厂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境内沟壑纵横，坡陡土薄，植被稀

提供了原材料。 项目区以前虽然也种植大头菜，但产

少，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 全

量产值并不高，现在产量有了很大提升。 结合当地老

区水土流失面积 １ ７３２．１１ ｋｍ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５０％，
２

年土壤侵蚀量达 ５７２．２２ 万 ｔ，是三峡库区水土流失最

百姓喜欢种植大头菜的实际情况，通过多次出去考察，
由 ６ 名当地致富能人牵头，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成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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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在种子采购、田间
管理、农资供应、产品储藏、运输销售等方面为社员提
供服务与便利，实现种植与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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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

４．２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以坡改梯工程为依托，修建了排水沟、作业便道、

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了抗御市场风险的能

蓄水池等配套水系设施，实现了引水有渠、排洪有道、

力。 合作社的成立和运营，带动了全村蔬菜产业发展，

沉沙有凼、蓄水有池、耕地有路，灌溉有水。 一方面，不

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帮助农户脱贫致富，各农户农业收

仅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难、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运输难

入显著增加。

３．２

等问题 ［４］ ，还解决了大量的现代农业技术和先进农用
器械无法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的问题，为现代农业科

乡村旅游业已成雏形
坡耕地治理项目建设带来的不仅是农业增收、环

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连片的规

境改善，还为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创造了契机。 近年

模化种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田生态科学管理和农业

来，万州周边农村随处可见井井有条的梯田，梯田如链

生态系统的功能发挥，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同

似带，分布于大大小小的山头，形成了乡村一道亮丽的

时，机械化耕作的发展还有效节省了劳动力，富余的劳

风景线。 譬如龙沙镇黄金村的乡村旅游基地“ 欢乐黄

动力可以通过外出打工增加家庭收入。

金谷” ，就是为了适应当地及周边群众日益增长的休闲

４．３

结合万州区 ２０１５ 年度板桥河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对于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

理项目规划建设的乡村旅游度假示范区，是乡村旅游

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征，同时又与农业生产紧密结

产业与水土保持项目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

合。 因此，合理规划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

娱乐需求，根据项目区自然地理特征和农业产业特点，

板桥河项目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２．３８ ｋｍ ，坡耕
２

地改造为梯田后，种植四季花草，有效增加了田面覆盖

度，延长了覆盖时间，项目区内植被覆盖率提高 ３０％，
每年有效拦截泥沙 ５ ｔ，实现了保水保土的目的。 打造
的乡村旅游特色景观———花海，与“ 欢乐黄金谷” 融为
一体，增加了当地旅游业和周边其他服务型行业的收
入，每年增加收入 ３５０ 万元，并带动周围农户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 项目区通过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休
闲区，美化了当地生产生活环境，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
休闲度假场所；土地集约规划提高了土地生产率；通过
对农垦文化和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游戏的展现，唤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是分布最为广泛的面源污染 ［５］ 。 相

目，通过减缓田面坡度，改善土壤质地，提高田面保水
抗侵蚀能力，从而增加地表径流的下渗量，减少田面冲
刷，有效控制田面水土流失，使土壤中丰富的有机质、
剩余农药化肥等营养物质得到有效保存，既有利于提
高作物对农药化肥的吸收率，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
土壤生产能力，又能减少化肥、农药随坡面径流进入水
系，造成不可控制的农业面源污染。

４．４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在不同层

面通过不同途径直接或间接对工程实施区域内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是坡耕地治理项目的

起了中老年人的儿时记忆；水保项目与乡村旅游的完

保水、保土、保肥“ 三保” 效果，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产

美结合更是让游客体会到保持水土的重要性。

量，减少了农药化肥的投入，形成了“ 高收入、低投入”

４

的增收模式；二是坡耕地治理项目建成的规模化连片

意

义

耕地和作业便道，方便农户进行机械化耕作，节省部分

实践证明，坡耕地治理项目的实施对解决耕地承

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增收渠道；三是建立规模

载力不足、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

化蔬菜瓜果基地，解决了当地农闲时节富余劳动力的

重要的意义，为实现区域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

就业问题；四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农家乐的蓬

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

勃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４．１

提升耕地数量和质量
通过坡耕地治理项目的实施，万州区耕地在数量

５

展

望

上有了很大提升，以前零散废弃的土地通过整合，统一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现代农业、扶贫和环

规划坡改梯，增加了可种植的土地面积，实现了规模化

保项目、当地企业和乡村旅游等的有机结合，对大力开

种植，“ 十二五” 期间万州区共 新 建 坡 改 梯 ７１４ ｈｍ 。
２

展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当地农民增

同时，耕地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坡改梯后水土流失得

收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是，万州近几年在坡耕地水土

到有效控制，不仅实现了蓄水保土，还减少了农田剩余

流失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不断探索和实践证明，坡耕地

化肥、农药和土壤有机质的流失，提高了化肥、农药利

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参照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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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大型水利工程弃渣场优化配置研究
王

晶

（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３）

［ 关键词］ 引汉济渭；弃渣场；优化配置；大型水利工程
［摘

要］ 大型水利工程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复杂而深远，新形势下生态文明理念已逐步融入水利工程建设中。 以

大型水利工程引汉济渭工程重大环境影响因素弃渣场为主线，以秦岭隧洞工程黄三段为例研究弃渣场的选址、设计思路
更新变化、工程实施过程中弃渣场优化配置与防护设计，研究新形势下大型水利工程弃渣场设计理念更新、设计内容新
要求及其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其他工程贯彻生态文明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
［ 中图分类号］ Ｘ７９９．１

［ 文献标识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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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为

势下渣场优化配置研究，重点研究弃渣场选址与设计

了尽可能降低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将生态文明理

理念更新、设计内容新要求及选址和设计未来发展方

念与实践融入水利工程建设设计和实施过程已成为新

向等，以期对未来大型水利工程弃渣场选址与设计提

形势下的必然趋势。 以大型水利工程引汉济渭工程重

供参考，并为其他建设项目和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弃

大环境影响因素弃渣场为主线，以秦岭隧洞工程黄三

渣场防护设计提供经验。

段为例，研究弃渣场的选址、设计思路更新变化、工程

１

实施过程中弃渣场优化配置与防护设计等。 弃渣场的
设计以往多侧重于对某个渣场或者某个工程的渣场布

水利工程弃渣场选址与设计
水利工程建设产生废弃土石（ 渣） 应堆放在专门

， 没有从立项到实施整

的存放地。 弃渣场选址是在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土

个过程对渣场选择及防护措施的变化情况，以及变化

石方平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工程水文地

的原因进行对比，更为欠缺的是如何把生态文明理念

质条件、敏感因素、渣场容量及运距、运渣道路、防护措

融入渣场设计中。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开展了新形

施及其投资、后期利用方向等因素进行的。 在选择渣

置、防护措施设计进行研究

［１－５］


标准和要求，还存在治理措施比较传统、农业基础设施
配比不高的问题。 因此，为了进一步做好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工作，实现水土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建
议：完善农业用水管网并使之与周边农业基础设施良
好衔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为平台，引导项目乡镇积极开展区域特色农业产业
规划，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建立标准化的蔬菜
基地、水果药材等经济作物基地；进一步合理规划，与
当地民俗特色和产业相结合，打造以田园风光和民俗
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模式。
［ 参考文献］
［１］ 李秀芬，朱金兆，顾晓君，等．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与防治进
展［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２０（４） ：８１－８４．

［２］ 胡友兵，李致家，冯杰，等．三峡库区生态屏障范围界定［ Ｊ］ ．

水利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１０） ：１２４８－１２５３．

［３］ 杨馨越，魏朝富，倪九派．三峡生态屏障区耕地承载力与人
口生态转移［ Ｊ］ ．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０（ １１） ：１５５４－
１５６２．

［４］ 周斌，刘刚，王娜，等． “ 十二五” 四川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建设管理探索［ Ｊ］ ．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６（７） ：３－６．

［５］ 梁增芳，肖新成，倪九派．农业面源污染认知与调控意愿关
系的实证分析———以三峡库区南沱镇为例［ Ｊ］ ． 西南大学
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５（３） ：１２５－１３１．

［ 作者简介］ 梁增芳（ １９９０—） ，女，青海湟中县人，工程师，硕
士，主要从事水土保持监测、治理工作。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 责任编辑

徐素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