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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民代表：

善 用 薄 膜 解 水 土 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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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青海代表团审议时讲到，要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积累更多生态财富，构

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保护生

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民族大业。

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生

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是基石。“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更新了

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打破

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相对立的思想

束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体融

合的，抓环境保护就是抓发展，就是

抓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就是保护

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保

护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

和后劲的过程。把生态环境优势转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绿水青山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理念，让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才能成就坚不可摧的

绿色长城。

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从

架起“四梁八柱”到添砖加瓦，一张蓝

图要干到底。在过去一年中，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密集出台，落实生态文

明体制“1+6”改革方案要求，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掀起环保风暴，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建设和事权上收稳步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等制度试点陆续启动。聚焦

新的一年，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和生

态补偿机制，开展健全国家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出台国家公园体

制总体方案等摆上日程。启动森林

质量提升、长江经济带重大生态修

复、第二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工程

试点，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1200 万亩

以上等，将成为新图景。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我们打响了没有退路的决战。只要

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共同的家园就

会一年更比一年美。

合力构筑绿色长城
曹红艳

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保护好三江
源源，，保护好保护好““中华水塔中华水塔””，，确保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一江清水向东流””。。

——20162016 年年 33 月月 1010 日日，，习近平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习近平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议时的讲话

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
““四梁八柱四梁八柱””建立起来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法治
化轨道化轨道。。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加快推动绿色、、
循环循环、、低碳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
式式。。要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要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着力解决生态环境方面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生态环境方面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不断感受让人民群众不断感受
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到生态环境的改善。。

——20162016 年年 1212 月月，，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
指示指示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持续发展最是我国持续发展最
为重要的基础为重要的基础。。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最大的责任在
生态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位置来抓出位置来抓，，尊重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态安全屏障，，实现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相统一。。

——20162016 年年 88 月月 2222 日至日至 2424 日日，，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
的讲话的讲话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
库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要把实施要把实施
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
选项选项，，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
石漠化治理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河湖和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等工程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
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

——20162016 年年 11 月月 55 日日，，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济带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人类
可以利用自然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
必须呵护自然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我们要解决好工
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实现世
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20152015 年年 99 月月 2828 日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农科院
农业资源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姚建
民从西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小团类
似于保鲜膜的东西，轻轻铺展在桌
面上。他拿起水杯往上面倒了一些
水，兜起膜的四个角，用手攥出一个
由膜包着的水球。

“看，水珠是不是渗出来了？看，
还有一个小水柱滋出来了。再看桌
上，是不是留下了水渍？”姚建民代表
兴奋地让记者观察，“这就是我研发
的渗水膜。跟传统的地膜相比，它有
两大优势：能节水、可降解”。

“根据我对降水量的统计，如果
在干旱地区的农
田覆盖 1000 万
亩的渗水膜，一
年 可 以 利 用 10
亿 立 方 米 的 雨

水，水量相当于一座大型水库。”姚
建民代表说。

说完节水，再说降解。“这个渗
水膜春天铺上，秋收时就开始降解，
到第三年基本就完全降解了。普通
地膜实现降解则需要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时间。”姚建民代表说。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用于地膜覆盖的
农膜使用量每年是 144 万吨，覆盖
面积 2.8 亿亩，但只有 20%实现回
收。这意味着每年有 110 多万吨地
膜埋在耕地里。由地膜导致的“白
色污染”，已成为我国土壤面源污染
的几大“杀手”之一。

“不起眼的小薄膜，却有效解
决了水资源短缺和土壤‘白色污
染’的两大难题。如果推广开来，
将可实现不小的环保效果。”姚建
民代表认为。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详细询
问了青海省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
并再三强调“我们不能欠子孙债，
一定要履行好责任，为千秋万代负
责，要有这种责任担当”。

一年过去了，总书记的嘱托犹
在耳边。今年两会，人大代表们讲
述过去一年来的绿色答卷，描绘对
未来生态环保工作的信心和期望。

绿色获得感不断提升

“回顾过去一年，是艰难的一
年，奋斗的一年，更是取得显著成
效的一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
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云龙说，这
些成绩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论
述之多、分量之重、阐述之深刻前
所未有。

“各族群众守望蔚蓝天空、呼吸
清新空气、喝上干净水的愿望正在
一步步变为现实，绿色获得感不断
提升。”来自青海团的人大代表感慨
良多。数据显示，2016 年，青海省
重点生态环境整治成效明显，主要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75.5%，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
降 6%左右，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全
面完成。

谈及山西的生态变化，全国人
大代表、华北科技学院院长杨庚宇
有着最直观的体会。“去年，我参加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山西开展的环
境保护法执法检查，碧水蓝天的景
象出乎我的意料。”据统计，2016
年，山西在全国率先对永久性公益
林立法保护，扎实推进汾河流域综
合治理，完成造林 400 万亩。加强
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淘汰黄
标车及老旧车17.2万辆。

在内蒙古，最严厉的打击毁林
毁草开荒专项行动一直在持续。“鄂
伦春族是森林民族，世代守护着大
兴安岭。近年来，为了保护野生动
物资源，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
春自治旗旗长何胜宝告诉记者，过
去一年中，鄂伦春自治旗深入实施

“生态立旗”战略，推进嫩江干流治
理和水土保持项目，完成耕地退耕
还林 4.2 万亩、重点区域绿化 5016
亩、义务植树 38 万株，整治农村土

地 1719亩，恢复矿山植被 66亩。
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也取得了

亮丽“成绩单”。2016年，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安徽完成了2万多个自然
村环境整治，一大批“脏乱差”的
村庄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改善。目
前，全省乡镇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85%，村庄生活垃圾处理率达60%。

来自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古沟
回族乡太平村的人大代表刘琴告诉
记者，过去太平村基础设施差，环
境脏乱。但是现在，家家户户门前
都是水泥地，绿化也覆盖全村，每
家每户门口都有隐藏式下水道。“如
今，我们村已经被确定为省级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了！”

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
发源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去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一定要保
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
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一年后的今天，在青海省，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已全面展
开，省州县乡村五级管理实体完成
组建，“点成线、网成面”的管护体
系正在形成；三江源二期、祁连
山、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
生态工程加快实施，生态状况日益
好转。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地
处三江源地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
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母亲河源头
水质。”全国人大代表、贵德县河阴
镇大史家村党委书记毕生忠告诉记
者，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海
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些牧区实行了

“禁牧”，并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建设。

涵养水源，非朝夕功夫。据了
解，2017 年，青海省将继续推进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高质
量完成 30 项重大任务和 10 亿元基
础设施项目，抓紧完成三江源国家
公园条例立法基础工作，抓好三江
源二期、祁连山保护建设、南北山
绿化等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完善

“一屏两带”生态格局。
目光移至华北地区。“海河流域

人口密集，覆盖了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河南等地区。但是，海
河水系的水资源却十分短缺、生态
环境非常脆弱。”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说，由于山
西大部分地区比华北平原海拔高出
将近 1000 米，海河流域 5 大水系中
有 4 条发源于山西。例如桑干河是
永定河的源头、唐河和沙河是大清
河的源头、滹沱河是子牙河的源
头。山西每年有近 40 亿立方米的水
量流向下游各省，占到华北地区地
表水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山西水生态好，华北水生态就
好。山西河流干涸，华北四大河流
就将成为无源之水。要保障华北水
安全，就必须保护好‘山西大水
塔’。”潘军峰代表说，但是近几十
年来，山西的水生态环境也在急剧
恶化。建议从国家层面实施海河流
域源头修复工程，设置海河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

保护水资源，不仅要抓住“水
塔”这个源头，也要盯住“农业”
这个用水大户。“在我国，农业用水
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 70%，如果全
部推行高效节水灌溉，则可节约三
分之二的用水量。”潘军峰代表说。

生态保护任重道远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
识问题的严峻性。环境问题是长期
形成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
过程。”王云龙代表说，只要坚定信
心，认真贯彻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论述，做到“心明、眼
亮、腿勤、手硬”，就一定能实现根
本性的转变。

为守护绿水青山，不少人大代
表积极献计献策。“废弃物不等于污
染物，实现资源化利用是处理农业
废弃物的最佳方式。每年全国会产
出 36 亿吨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如果
加以利用，那就是丰富的资源，如
果不加处理，那就是严重的污染。”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赵立欣透露，按照农业
部“一年试点、两年铺开、三年大
见成效、五年全面完成”的工作要
求，预计到 2020年能基本实现大规
模畜禽养殖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在保护河流发源地的过程中，
也有不少困难亟待解决。这些源头
所在地往往是经济困难、生态情况
复杂之地。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往
往面临着“任务大、资金少”的窘
境，同时也牵涉到保护和发展如何
统一的难题。

“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农民和牧
民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主动性
较欠缺。”毕生忠代表建议，政府应
考虑贫困地区和贫困户面临的现实
困难，加大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助
力度。

王云龙代表也认为应该加大对
“水塔”地区的支持力度。他建议，
在治理海河、永定河的同时，应把上
游桑干河流域治理也统筹进来，重点
支持山西植树造林和湿地保护。

从大学生村官到银行职员，再到
辞职创业，五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常
海霞身份换了几次，但始终关注一件
事：祁连山草原生态保护。

“从小大人就教导，要爱护草原，
比如不能挖草皮，不能在草原上倒开
水、扔塑料袋，不能在河水里洗脚、洗
衣服等。”来自祁连山北麓甘肃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的常海霞代表说，作为
一个牧民的孩子，深知牧民对草原的
感情。“牧民们希望保护好草原，也想
借助草原让生活好一点，但寻求二者
之间的平衡不容易。”

祁连山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常海霞代表认为，保护祁连山
草原，根本出路是减少人为活动。肃
南县 2011 年实施了第一轮草原生态
补助奖励政策，完成禁牧 680 万亩，
其余的 1411万亩实施了草畜平衡。

“6 年过去了，禁牧区草原恢复
得很好。”同时，常海霞代表也注意
到，当年实施草畜平衡的草原仍在退
化，尤其是近几年气候干旱，给草原
生态带来极大压力。

2015年，常海霞代表随着当地人
大对全县范围内的牧民进行过一次调
研，牧民普遍认为生态奖补政策是一个
草原和牧民双受益的好政策，既能保护
草原也保障了牧民禁牧后的生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扶
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裕固族是
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只有1万多人，
属于人口极少民族。”常海霞代表建
议，希望国家综合考
虑生态保护和扶持
少数民族发展，提高
草原生态奖励补偿
标准和覆盖范围。

常海霞代表：

奖补草原和牧民 精心保护祁连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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