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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三江源绿色发展新路
巍巍昆仑山，高耸直入云

端；壮美三江源，见证高原巨
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长江、黄河、澜沧
江源头，有“中华水塔”美誉的
青海省，矢志不渝地把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重任扛在肩上，
践于行动。

70年春风化雨，70年砥砺
前行。

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
步，青海算“绿色账”，走“绿色
路”，打“绿色牌”，求索三江源
绿色发展新路，在新一轮发展
中赢得主动。






完善顶层设计 搭建生态保护四梁八柱

15 年前，三江源牧民更尕南杰
住在海拔近 5000 米的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
措里玛村。

20 世纪 70 年代起，由于不合
理的人类活动，加之受全球气候变
化因素的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持
续退化，鼠害频发、草场退化、土地
沙化及沙漠化程度加深……

2000 年，国家正式成立全国最
大的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在国家总体规划三江源
自然生态保护后，2004 年，政府开
始动员生活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的人们退牧还草，生态移民。

更尕南杰成为最早响应国家
三江源生态移民政策的人。当年
他和镇上 128 户 407 名牧民群众，
移民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居住。

长江源村取名寓意“来自长江
源头和饮水思源、不忘党的恩情”，
这是老党员更尕南杰一直铭记在

心的，他也亲眼见证了家乡绿色发
展路。

15 年一晃而过。如今 65 岁的
更尕南杰站在村口广场，说起生态
新村变迁路，泪水夺眶而出。

“刚来这里时，没有连绵的山
峦、蜿蜒的河流，没有奔跑的牛羊
和扬鞭的牧人，好几次我都想回到
生活了半辈子的牧区。”更尕南杰
说，后来这里先后建起小学、敬老
院、文化广场，村里还有了垃圾填
埋场，他和老伴强求卓玛日子过得
安心自在，他老家的草场如今成为
野驴、马鹿等野生动物的天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提出以
生态文明理念协调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制定生态立省战略，建设生
态文明先行区，确立生态保护优先
理念，率先在全国实施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

2013 年 12 月，我省实施了《青
海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

案》，成为全国第一个出台生态文
明建设“总设计图”和“总施工图”
的省份；2016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三
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 12.31 万平方
公 里 ，占 三 江 源 面 积 的 31.16% ；
2018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三
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
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截至目前，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工程累计投入超过 180亿元。

如今，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四梁八柱”逐步筑牢，生态环保领
域法治建设快马加鞭，生态文明理
念深入人心。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从最
严格的制度到更严厉的法治，生态
文明建设扎实有序推进，600 万青
海儿女深刻认识到：保护好三江
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是使命，更是己任。






再现“千湖美景”共建青藏高原秀美山川

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三江源腹
地的玛可河林区始建于1965年，这
里平均海拔3600米，是长江流域大
渡河源头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海
拔最高的一片天然原始林区，林区
总面积152.7万亩，也是我省西南部
重要的高原生物基因库。

玛可河林业局局长薛长福说，
玛可河林区为全国136家重点县级
森工企业之一，当年生产商品材总
量达70余万立方米，为我省当时的
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老一辈伐木工清晰记得，20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林区每年
采伐量超过1万立方米，很多木材出
售到省会西宁和四川等地。

1998年停止采伐后，该林区在
全省率先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试点

工程建设。2006年，玛可河林业局
由森工企业转为事业单位，并在全
国首个全面完成国有林场转制改革
任务。

“十三五”以来，玛可河林区森
林蓄积量由 410 万立方米提高到
483万立方米，林区森林覆盖率由森
工生产时期的52.6%增加到69.58%。

玛可河林区的变化是我省重
视国土绿化和生态变迁的缩影。
70年来，我省生态持续好转，草原、
森林、湿地、冰川、河湖、荒漠等生
态功能和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全
面提升。

数据显示，1949年我省森林覆
盖率仅为0.29%，2018年我省完成营
造林 406 万亩，新创建 3 个森林城
镇、5个森林乡村、5个全国生态文化

村，建设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1.29
万亩，封禁保护沙化土地 34.65 万
亩。

从我省东部湟水谷地到西部柴
达木戈壁，从北部祁连山麓到南部
雪域江源，国土绿化等行动不断提
速。荒山披上了绿装，沙地变成了
绿洲，绿色给古老的高原带来生机。

——“中华水塔”丰盈充沛。从
果洛州玛多县城出发，沿214国道向
玉树三江源腹地行驶，便可看见星
罗棋布的湖泊和沼泽。放眼望去，
绵延的草原上，金光闪闪的湖泊如
星辰散落大地，让人目不暇接，三江
源头重现千湖美景。作为三江源
头，我省每年向下游输送约600亿方
源头活水，惠及全国20个省区和缅
甸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5个国
家。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省
湿地面积跃居全国首位。15年来，
青海湖增加的面积相当于 56 个西
湖，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83.4%，全省涵盖水面、湿地、
林草的蓝绿空间占比超过70%。

——野生动物数量增长。藏羚
羊、普氏原羚种群数量比保护初期
增长 2 倍以上，生物多样性逐步恢
复。藏野驴、雪豹、白唇鹿等濒危动
物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青海湖裸
鲤资源蕴藏量比2002年增长34倍。

目前，我省正开展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
设，探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
经验。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条湟鱼在沙柳河中洄游

这是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境内拍摄的昆仑山玉
珠峰一角






同护绿色江源 筑牢清水东流生态屏障

夏日的玉树草原天气多
变，牧民永塔骑着马，戴着印
有“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
员”字样的红色袖章进行草原
巡护，风雨无阻。

永塔家住玉树藏族自治州
杂多县昂赛乡，杂多县平均海
拔超过 4000 米，地处澜沧江源
头，目前被纳入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源园区。

“过去我只看看家里的牧
草长势，以及牛羊壮不壮。现
在草场被网格化划分，在我负

责的区域里，这里的山水林田
湖草和野生动物都是我日常巡
护的对象。”永塔说。

经过政府多年生态治理,
目前三江源草地退化趋势得以
遏制，水资源量、草地覆盖面
积持续增加，雪豹等野生动物
也经常在永塔家乡出没。

“青海省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及生态资产评估”项目成果
显示，全省生态资产总价值为
18.39 万亿元，其中，三江源区
生态资产价值 12.66 万亿元，占
68.9%。

保护好生态就是最大的民
生。截至 2017 年底，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
岗位超过 1 万个，户均年收入
增加 21600 元。他们一半以上
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看到变化的，还有来自可
可西里的巡山队员龙周才加。
两年前，在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位于三江源长江源园区
的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成为中国面积最大
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好可可西里这片净土
是我省向世界的庄严承诺。

两年过去，龙周才加和队
员们巡山的道路不再孤单，更

多人参与到可可西里生态保护
的行列。

19 岁的袁毅恒是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学生，今年 7 月 28
日，他和同行者一起来到可可
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做志愿
者。

“可可西里是无人区，看到
还有这么多巡山队员坚守在这
里让我们感动，我希望用自己
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为保
护生态所付出的努力。”袁毅恒
说。

70 年弹指一挥间，沧海变
桑田，但不变的是高原人民“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大美江源”
的初心。

如今，生态文明已成为青
海干部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
各族群众用绿色出行、垃圾分
类、节约用水、绿色消费的实际
行动，奏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绚丽乐章。

“从三江源一期工程启动，
二期工程有序推进，又到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实
施，我省在生态保护建设中走
过了不平凡的岁月，以三江源
生态保护为标志的青海生态文
明建设必将实现历史性大跨
越。”省林草局局长李晓南说。

省委主要负责人指出，经
过长期不懈努力，青海生态文
明建设成效逐步显现，森林生
态系统功能不断提高，草原生
态系统功能有效恢复，湿地生
态系统面积明显增加，荒漠生
态系统面积持续缩减，生物多
样性得到保护，环境质量全面
改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确
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作出了青
海贡献。 据新华社

这是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境内拍摄的昆仑山玉珠峰冰川一
角

这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的年保玉则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