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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方丘陵山地带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布有世界同纬度带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是我国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库，分布有南岭山地森林

及生物多样性、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

水土保持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持续推进重点防护林体系、水土保持、岩

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我国南方

生态安全屏障初步形成。 

2020 年 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双重”规划》），明确提出将实施“南方丘

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等九大工程，并要求编制相关

专项建设规划，与《“双重”规划》构成“1+N”规划体系。其中，

《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主要着眼于南方丘陵山地带森林、湿

地、草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规划区内的国家公园等自然

保护地体系、野生动植物保护设施建设、森林草原防火、科研监测

等建设内容，将通过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等专项建设规划予以部署和建设。据此，

国家林草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水利部等部门，共同编制了《规划》。 

《规划》围绕推动《“双重”规划》落实，以筑牢南方生态安

全屏障为目标，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

基础，以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含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和极脆

弱区）和生态问题突出区为重点，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地理

单元连续性等因素，筛选确定了《规划》实施范围，涉及浙江、福

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 7 个省（自治区），共 174 个

县（市、区）。《规划》在全面分析南方丘陵山地带自然生态系统

状况及主要生态问题的基础上，以河流源区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保护修复、石漠化严重区域综合治理和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为重点，科学布局 4 项工程 20 个重点项目，提出了推进自然

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主要思路和重点措施，初步匡算了有

关工程量，并明确了相关支持政策。 

《规划》将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统筹推进南方丘陵山地带生

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发挥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是制定有关区域生态保

护和修复实施方案、开展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安排相关领域支持政

策的重要依据。《规划》充分应用国土“三调”成果，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 2021—2025 年，中远期 2026—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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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态保护和修复面临的形势 

第一节  自然概况 

南方丘陵山地带是我国水热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是我国南方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库，分布有南岭山地森

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

和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等 3个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南方高质量发展上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 

峰谷交错的山地丘陵地貌。工程区呈现中山、中低山、低山丘

陵和山间盆地等多种地貌，主要山脉是我国著名的纬向构造带之一，

是两广丘陵和江南丘陵的分界线。武夷山区的主体为武夷山脉，西

北高、东南低，向南倾斜，山峰海拔多在 1000—1500 米，主峰黄

岗山位于山脉北段，海拔 2160.8 米。南岭山地是我国南部最大的山

脉，主要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 5 条山岭组

成，山峰海拔多在 1000 米上下。湘桂岩溶地区地处贵州高原向湘

西、桂北丘陵的过渡地带，地面切割较深、山岭河谷交错、相对高

差大，形成了岩溶峰丛峰林地貌。 

水热丰沛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工程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

热同季，降水十分丰富，但雨量分配不均，局地强降水、极端高温、

干旱以及低温雨雪冰冻等气象灾害发生频繁，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

下，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武夷山区地处大陆、

海洋边缘，冬季盛行强烈的东北风和东风，夏季常吹暖湿的东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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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南风，降水充沛，年降水量 2000—2500 毫米，年均气温 16℃

—20℃。南岭山地年降水量 1500—2000 毫米，年均气温 14℃—

18℃，由于山岭对南北气流的阻挡，南北坡水热条件不同，北麓常

见霜雪，南麓则降雨较多。湘桂岩溶地区降水量 1100—1800 毫米，

降水随地形差异分布不均，大瑶山等部分区域降水较为集中，年均

气温 17℃—20℃。 

重要的江河汇集区。工程区分属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南

诸河流域，水系发达，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武夷山区是闽江、

瓯江的源头区。闽江有集水面积在 5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 176条，

形成树枝状分布、径流量大、流域面积广的自然水系。瓯江呈树枝

状分布，河谷两岸地形陡峭，水能资源丰富。南岭山地是长江水系、

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北麓为长江水系一级支流湘江和赣江的源头区，

水资源丰富，湘江流域、赣江流域水资源总量分别达 947亿立方米、

1010 亿立方米。南麓为珠江水系干流北江、西江和东江的源头区，

流域水资源总量分别达 617 亿立方米、679 亿立方米、331 亿立方

米。湘桂岩溶地区有红水河、左右江等，独特的岩溶地质结构形成

众多地下河，其中多有发育完善的地下河系。 

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工程区土壤以红壤为主，高海拔地区红

黄壤、黄壤分布面积较多，局部山顶分布有山地草甸土，地带性植

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垂直自然带谱复杂。武夷山海拔 700

米以下为红壤，700—1000 米为红黄壤，1000—1900 米为黄壤，

1900 米以上为山地草甸土，随着海拔的递增，依次分布有常绿阔叶



— 3 — 

林、针阔叶混交林、温性针叶林、山地矮林、中山草甸。南岭山地

地带性土壤为红壤，海拔 700 米以上有黄壤分布，山顶局部有草甸

土发育，该区域是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植物区系、华东与华南植物

区系的过渡区，自下而上依次分布有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阔

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矮林或草甸。湘桂岩溶地区土壤类型包括石

灰岩土、红壤、水稻土，在石漠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峰丛洼地，

石灰岩土分布广泛。植被分布有含热带成分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常绿针阔混交林、山顶矮林，植被盖度偏低，具有较多中国特有种

和岩溶地区专有种。 

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工程区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重要的动

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是中华水韭、南方红豆杉、百山祖冷杉、黑

麂、白颈长尾雉等中国特有物种的重要分布区。据不完全统计，南

岭山地种子植物 2367 种，陆栖脊椎动物 385 种。武夷山国家公园

记录有高等植物 2829 种，野生脊椎动物 55 种，整理鉴定出昆虫

6849 种，是世界著名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丰富的矿产资源。工程区矿产资源丰富，蕴藏着种类繁多、品

质优良的矿藏，分布有我国16个重点金属成矿带中的南岭成矿带、

武夷成矿带。南岭成矿带钨、锡、铋、铅、锌、银、稀土等富集，

主要矿种锡、铅、锌、银分别占全国保有储量的 63%、30%、22%、

24%。武夷成矿带铜、铅、锌、金、银、锡、铁、锰等丰富，已发现

的矿产有 110 种。工程区内现有矿山数量约 4117 个，其中小型矿

山 3015 个，占 73.23%；中型矿山 810 个，占 19.68%；大型矿山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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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 7.09%。 

第二节  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推进长江流域防

护林体系、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水土保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

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区域

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功能稳步提升，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初步形

成。 

自然生态资源总量不断扩大。随着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三

期工程、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三期工程、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退耕还林还草等多项生态工程的持续推进，完成人工造林268.70

万公顷、封山育林 196.61 万公顷、低效林改造 174.39 万公顷，规

划区域自然生态空间和生态容量逐步扩大，生态系统结构逐步恢复。

工程区森林面积达到 2970.9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68.6%，乔木、

灌木、竹林植被比例达到 78:13:9，自然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调节径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逐步增强。 

重点生态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随着水土保持、石漠化治理及植

被保护恢复等各项工程的深入推进，工程区内林草植被逐渐恢复，

陡坡耕作逐渐减少，土壤侵蚀模数和泥沙含量降低。工程区水土流

失面积由全国第一次水土流失普查的 602万公顷下降到 542万公顷，

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由 275 万公顷下降到 116 万公顷，减少了

57.8%。土壤保持量达到 22.04 亿吨，涵养水源 5.13 亿立方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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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减少了河湖泥沙淤积。自 2008 年启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

工程以来，工程区内 65 个重点治理县累计治理石漠化土地 62 万公

顷，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约 40 万公顷，重度石漠化区域占比逐渐

减少，呈现石漠化面积持续缩减、程度逐渐减轻的趋势。 

自然保护网络不断改善。随着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工程、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实施，工程区局部区域生态状况明显好转，

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不断改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构建，其中国

家公园 1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2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9 处，

国家森林公园 110 处，国家湿地公园 78 处，国家石漠公园 27 处，

国家地质公园 31 处。自然保护网络不断优化，部分珍稀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及种群得到明显恢复，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数量稳中有升。 

生态保护修复基础条件明显改善。依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重要水源区、自然保护地等建设，工程区 37%的乔木林已划为公益

林，自然生态系统管护能力逐步提升，强化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和

群众基础逐渐形成。随着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持续推进，乡

村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基层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

源管理、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自然生态修复等管理体系逐步

健全，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节  主要问题 

南方丘陵山地带城镇化率高，发展对资源需求大，生态保护修

复空间与利用空间矛盾突出，面临森林质量不高，挤占生态空间潜



— 6 — 

在威胁较大，部分地区生态功能出现退化、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问题

仍很突出等众多挑战。 

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足。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过大、

森林资源不合理利用以及非法占用林地损毁林地等因素，工程区内

天然植被多数曾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现有天然林多为次生林，人工

林占比接近 50%。中幼林分布面积广，占乔木林总面积的 60%。林分

结构简单，纯林比重高。低质低效林多，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只

有 75.4 立方米/公顷，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偏低，森林碳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不足。森

林管护、抚育、病虫害防治、生物入侵防治等方面存在短板，进一

步提高森林质量任务艰巨。 

水土流失和石漠化治理任务艰巨。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众多

的人口分布和长期的开发利用，工程区地表和植被不断遭受扰动，

根据 2019 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

面积的 14.5%，是我国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江河源头区、

重要水源地水土流失防治难度较大，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岩溶石漠

化面积 202 万公顷，重度和极重度石漠化土地 89 万公顷，石漠化

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地矛盾问题依然存在，已

初步治理区域生态系统尚不稳定，边治理、边破坏现象依然存在，

石漠化治理难度大。 

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状况突出。生态保护修复空间与利用空间矛

盾突出，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挤压生态空间，导致野生动物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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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占和栖息地破碎化，甚至部分栖息地成为“生态孤岛”。山区群

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生物资源有较大依赖，毁林开荒、非法捕猎

等现象时有发生。排水、挖沟、围垦、捞沙等人为活动对河湖与湿

地产生一定干扰破坏，鸟类、鱼类等生物栖息生境受到一定影响。 

生态修复治理模式和适用技术应用不足。经过持续多年的生态

建设，剩余的营造林、水土流失治理、石漠化治理等任务都是难啃

的“硬骨头”，仅依靠单方面的措施难以见效。亟需加强对困难地造

林、石漠化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关键技术研究，总结、筛选、提

炼一批适用的治理模式和技术，推广应用到工程建设中，全面提升

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成效。 

矿山开采造成土地损毁。矿产资源开采历史悠久，废弃矿山欠

账较多，废弃采场、渣堆造成原始自然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生态损

毁面积约 1.93 万公顷，部分矿山露采边坡存在崩塌、滑坡隐患，威

胁矿山周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节  重大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赴南方考察，对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做出了

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大力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跨越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把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作为基本目标。在江西考察时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乘势

而上，扎实工作，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在湖南考察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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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生态系统功能整体性

提升。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

《“双重”规划》将南方丘陵山地带作为“三区四带”之一，纳入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布局，并将南方丘陵山

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列为九大工程之一，为做好南方丘陵

山地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明确了工作思路。 

实施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是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深入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实践，是筑牢我国南

方生态安全屏障、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改善

南方地区生产生活环境和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全

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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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以筑牢南方生态安

全屏障为目标，以提升南岭山地、武夷山、湘桂岩溶石漠化地区生

态系统质量和生态承载力为重点，大力推进以山系、流域为单元的

综合治理，切实增强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升重点区

域生态服务功能，为建设美丽中国、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

实生态基础。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综合施策。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根据江河源区、自然山系的生态系统特征和演替阶段，实施整

体保护、综合治理、系统修复、防治并重，精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增进民生福祉，引领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 

坚持突出重点，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识别和解

决一批关键核心生态问题，重点突破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改善。 

坚持科学管理，永续利用。充分认识自然资源的生态、经济、

社会等多重价值，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功能和稳定性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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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坚持深化改革，多元投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健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生态工程建设的体制机制，

创新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投入的建管模式，引导调动全社会参与生

态保护修复。 

第三节  总体布局 

全面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依据《“双重”规划》总体布

局，以南方丘陵山地带 3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基础，统筹考虑

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重要物种分布等因素，

结合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特征、资源禀赋和生态问题，优化形成南

岭山地、武夷山、湘桂岩溶地区 3 个生态保护修复板块。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大力推进长江、珠江防护

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治理、林业血防建设、草山草

坡保护修复等重点任务，实施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武

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湘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南方

丘陵山地带矿山生态修复 4 项工程，共 20 个重点项目，全面构建

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空间格局。 

第四节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到 2025 年，通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完成营造防护林面积 11

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44 万公顷、石漠化土地治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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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万公顷，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面积 88 万公顷，完成退化草地

修复面积 3 万公顷。重大工程建设机制和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完备，

森林覆盖率达到 68.9%，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逐步优化，野生动物

主要栖息地廊道连通，栖息生境稳步改善，河湖、湿地生态状况有

所改善，退化湿地逐步修复，水土流失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逐步增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生态服务功能

进一步提升。 

二、总体目标 

到 2035 年，完成营造防护林面积 31 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 102 万公顷、石漠化土地治理面积 59 万公顷，完成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面积 282 万公顷，完成退化草地修复面积 8 万公顷，实

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1.4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69.3%，蓄积

量明显提升，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更加完善，森林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显著增强，河湖、湿地生态状况明显改善，湿地总量稳定，

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破碎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水土流失等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石漠化土地基本治理完成，岩溶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健

康。自然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增强，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基本

建成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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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任务及重点工程 

第一节  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本区涉及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广东省韶关市、河源市、清

远市，湖南省株洲市、郴州市、永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共计 4 省（自治区）9 个地级市 52 个县（市、区，含县域内林场、

自然保护区等省市直属单位，下同）。 

一、自然生态状况 

本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年降水量 1500—2000 毫

米，年均气温 14℃—18℃，南北坡水热条件不同，北麓常见霜雪，

南麓则降雨较多。本区主要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

大庾岭 5 条山岭组成，山峰海拔多在 1000 米上下。本区地带性土

壤为红壤，海拔 700 米以上为黄壤，山顶局部有草甸土发育。发育

了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为主的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丰富。 

二、主要生态问题 

森林质量不高，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 56 立方米，约一半为蓄积

量低的人工林，65%的乔木林为中幼林。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功能不

强，部分地区生态功能退化，特别是人工纯林林相单一，以杉、松

为主的人工针叶林纯林占人工林面积的 70%左右，而生态功能较强

的混交林、异龄复层林比例不高。南岭中脊以南土地生产力退化，

石漠化土地约 22 万公顷，潜在石漠化土地约 62 万公顷。区域水土

流失面积 146 万公顷，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20 万公顷，丘岗

地区崩岗发育，东部紫色砂岩页分布区水土流失严重。局部地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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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系统退化。城镇建设和矿区开发造成厚朴、凹叶厚朴、黄皮

树、杜仲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分布区减少，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

严重。 

三、主要任务及重点项目 

保护典型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严格保护常绿阔叶林地带性

植被，加强天然林、天然次生林保护和公益林管护。提高林草植被

盖度，推进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林业血防建设和退耕还林

还草。提升森林质量，加大封禁保育，加强退化林、低质低效林改

造，着重加强天然次生林修复。实施退化草地修复、退化湿地修复

和水生态修复。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推进石漠化地区、水土流

失地区、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综合治理。加强穿山甲、鳄蜥、莽山

烙铁头、黄腹角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恢复。加强森林经营和抚育管护，实施杉木、马尾

松等人工纯林提质，提升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培育油茶等木本油料、特色经济林、珍贵和大径级用材国家

储备林。按照流域系统治理，统筹实施赣江、东江、北江、湘江等

河流源头区生态综合治理和猫儿山—海洋山生态综合治理 5个重点

项目。 

表 3—1 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重点项目布局表 

重点项目 省份 县（市、区） 数量 

合计   52 

赣江源区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 
江西省 

南康区、赣县区、信丰县、大余县、上

犹县、崇义县、安远县、定南县、龙南

县、全南县、会昌县、寻乌县、石城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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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兴国县、宁都县、瑞金市、遂

川县、万安县、井冈山市 

东江源区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 
广东省 新丰县、连平县、东源县 3 

北江源区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 
广东省 

曲江区、始兴县、仁化县、翁源县、乳

源瑶族自治县、乐昌市、南雄市、清新

区、佛冈县、阳山县、连南瑶族自治县、

英德市、连州市 

13 

湘江源区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 
湖南省 

炎陵县、宜章县、临武县、汝城县、桂

东县、资兴市、双牌县、道县、江永县、

宁远县、蓝山县、江华瑶族自治县 

12 

猫儿山—海洋山生

态综合治理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全州县、灌阳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资

源县 
4 

 

专栏 1 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重点项目 

1.赣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

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等措施完善长江、珠江防

护林体系建设，加强水系江河两岸生态拦截带建设。对疏林和退化林草植被，通

过间伐、补植、补造等措施，促进形成针阔叶混交林或常绿阔叶林。恢复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栖息地植被，连通生态廊道。采取“上截、中削、下堵、内外绿化”

的模式治理崩岗侵蚀，积极做好雨水集蓄利用和水系配套，将水土流失治理与特

色产业相结合，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特色林果业。推进石城赣江源、大余章水

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以楠木、杉木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 

2.东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

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珠江防护林体系，开展水系

江河沿岸生态拦截带建设。对疏林和退化林草植被，通过间伐、补植、补造等措

施，促进形成针阔叶混交林或常绿阔叶林。开展湿地植被恢复，修建生境岛，恢

复白鹳、鸳鸯等水鸟栖息地。在确保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下，加强流域鱼类资源

生境恢复。推进东江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采取“上截、中削、下堵、内

外绿化”的模式治理崩岗，加强对坡地开发水土流失的预防管理。以楠木、红榉、

鹅掌楸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以新造和抚育为重点，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经

济林。 

3.北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

态公益林管理。加强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通过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等多种措

施，恢复针阔叶混交林或常绿阔叶林群落。采取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种草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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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增加岩溶土地植被盖度，减轻石漠化强度。对北江沿岸、北江支流源头区等区

域，开展以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地综合整治，根据地形合理配套引水渠、排涝渠、

拦沙坝、谷坊、沉沙池、蓄水池等坡面及沟道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推进乳源南

水湖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在确保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下，加强珍贵鱼类

产卵地、索饵场和洄游通道保护，适度开展增殖放流，保护水生生物资源。以樟

树、南方红豆杉、木荷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以新造和抚育为重点，建设油

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 

4.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

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加

强水系江河沿岸生态拦截带建设。对疏林和退化林草植被，通过间伐、补植、补

造等措施，培育生态功能强、景观效果佳的复层针阔叶混交林或常绿阔叶林。增

加岩溶土地林草植被盖度，减轻石漠化强度。加强以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地综合

整治，建设坡面小型水利水保工程，采取谷坊、排水沟等综合措施治理崩岗，推

进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推进莽山浪畔湖国家重要湿地、江华涔天河等国家湿

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增强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廊道建设。在确保防洪安全、河势

稳定下，加强流域鱼类资源生境恢复，保障流域特别是干流水域鱼类产卵洄游通

道畅通。以楠木、红榉、红椆、木荷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提高油茶供给质

量和效率，加强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建设。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恢复矿区

生态植被。 

5.猫儿山—海洋山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

加强资江源头区域封育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

退化防护林更新改造等措施完善珠江防护林体系，开展水系江河生态拦截带建设。

对低质低效林更新改造，逐步优化林分结构。加快石漠化土地治理，以“封山育

林为主、造林补植、种草为辅”等措施，加强岩溶地区林草植被恢复。统筹利用

水土资源，针对坡度平缓、石漠化程度较轻、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村寨周边，开

展以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地综合整治。在河川两侧的人口密集区，推进生态清洁

型小流域建设。推进龙胜龙脊梯田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加强穿山甲、林

麝等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以楠木、红榉、红椆、木荷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

提高油茶供给质量和效率，加强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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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武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本区涉及浙江省杭州市、温州市、衢州市、台州市、丽水市，

福建省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宁德市，江西省鹰潭市、抚州市、

上饶市，共计 3 省 12 个地级市 53 个县（市、区）。 

一、自然生态状况 

本区受到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冬季盛行东北风和东风，夏季

常吹东南风和西南风，降水充沛，年降水量 2000—2500 毫米，年均

气温 16℃—20℃。本区主体为武夷山脉，西北高、东南低，山峰海

拔多在 1000—1500 米。本区海拔 700 米以下为红壤，700—1000 米

为红黄壤、1000—1900 米为黄壤，1900 米以上为山地草甸土。本

区主要分布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垂直带谱明显，具有全球同

纬度保护最好、物种最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域。 

二、主要生态问题 

森林质量有待提升，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 88 立方米，人工纯

林面积大，林分结构简单，以针叶林、毛竹等为主，天然阔叶林比

重不高，中幼林占 52%，生态系统功能不强。开发建设挤压野生动

物生存空间，黑麂、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

息地破碎化严重、连通性差。坡地、陡坡地过度开发，水土流失较

为严重。自然蓄水能力较差，洪涝、干旱和山地滑坡等突发性灾害

频发。 

三、主要任务及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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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保护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进一步加强天然林、天

然次生林保护和公益林管护。加强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和退耕还林

还草。科学开展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加强森林抚育、低质低效林、

退化林修复和退化湿地修复。拓展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加强黑麂、

黄腹角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及

其栖息地（生境）保护修复，加强生态廊道连通，完善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因地制宜地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森林经营和抚

育管护，提升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大力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培育珍贵和大径级用材国家储备林，推

进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化。按照主要生态治理方向、自然地理及项

目管理，统筹实施浙南山地生态综合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浙西

丘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闽西南

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赣东山地丘陵生物

多样性保护 5 个重点项目。 

表 3—2 武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重点项目布局表 

重点项目 省份 县（市、区） 数量 

合计   53 

浙南山地生态综合治

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项目 

浙江省 

文成县、泰顺县、仙居县、莲都区、青

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

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 

12 

浙西丘陵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项目 
浙江省 淳安县、常山县、江山市 3 

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

多样性保护项目 
福建省 

明溪县、宁化县、将乐县、泰宁县、建

宁县、建阳区、顺昌县、浦城县、光泽

县、松溪县、政和县、邵武市、武夷山

市、建瓯市、古田县、屏南县、寿宁县、

周宁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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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省份 县（市、区） 数量 

闽西南山地丘陵生物

多样性保护及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项目 

福建省 
新罗区、长汀县、连城县、上杭县、武

平县、漳平市 
6 

赣东山地丘陵生物多

样性保护项目 
江西省 

贵溪市、南城县、黎川县、南丰县、宜

黄县、金溪县、资溪县、广昌县、广丰

区、广信区、玉山县、铅山县、横峰县、

弋阳县 

14 

 

专栏 2 武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重点项目 

1.浙南山地生态综合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

格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江防护林体

系。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现状评价，以自然恢复为主恢复黑麂、白颈长尾雉等野生

动物栖息地，连通生态廊道。开展百山祖冷杉抢救性保护，恢复原生境群落结构。

加强古树名木日常管护，推进古树名木抢救性保护和复壮。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建设健康、彩色、珍贵森林。通过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坡改梯和雨水集蓄利用等措

施治理水土流失。实施湿地保护综合管理，改善湿地质量，推进云和梯田等国家湿

地公园保护与恢复。以江南油杉、福建柏、南方红豆杉、榧树、闽楠等为主，建设

国家储备林。提高油茶供给质量和效率，加强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建设。 

2.浙西丘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

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江防护林体系。推进钱塘

江沿岸两侧山体植被恢复，建设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的沿江防护林带。加强中

幼林抚育、纯林和低质低效林改造，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加强水土流失治

理，人口密集区以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为主，加强植被保护，对坡耕地实施综合

整治；经济林建设区，加强茶园、板栗林等经济林水土流失防治。加强古树名木日

常管护，推进古树名木抢救性保护和复壮。 

3.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

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江防护林体系。对区

域内以杉木、松树为优势树种的天然林，通过适当开展抚育、更新性质采伐、伐后

营造乡土珍贵阔叶树种等措施，逐步改培成针阔混交林或以阔叶树为优势树种的林

分。加强河湖、湿地保护恢复，推进崇阳溪等河流生态保护修复。促进九曲溪、麻

阳溪、崇阳溪等河流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恢复，加强以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地

综合整治，防治崩岗侵蚀。推进建宁闽江源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开展黑麂、

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水杉、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生境生态修

复。以楠木、樟树、红椎、福建柏、油杉、光皮桦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以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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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更新改造为重点，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恢复

矿区生态植被。 

4.闽西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

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

江防护林体系，推进退化林修复、低质低效林改造，加快林草植被恢复。推进汀江、

九龙江、梅江等河流沿线岸绿植物与水生植物群落恢复。实施湿地保护综合管理，

改善湿地质量，推进长汀汀江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开展穿山甲、南方红豆

杉、闽楠等珍稀濒危动植物栖息生境生态修复。加强汀江上游、九龙江上游、梅江

源头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减少坡面水土流失，加大崩岗区治理力度。以楠木、樟

树、红椎、福建柏、油杉、光皮桦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以抚育和更新改造为

重点，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 

5.赣东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

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江防护林体系，推进退

化林修复、低质低效林改造等，加快林草植被恢复。加强以坡耕地和崩岗为重点的

水土流失治理，推进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加强饶河、信河、抚河三大河源头区、

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源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与恢复。推进三清山信江源、广昌

抚河源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加强黄腹角雉、穿

山甲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开展非法占用破坏林地综合整治。以南

方红豆杉、闽楠等为主，建设国家储备林。以新造和抚育改造为重点，建设油茶等

木本油料经济林。 



— 20 — 

第三节  湘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本区涉及湖南省邵阳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

梧州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共计 3 省（自治区）16 个地级市（州）69 个县

（市、区）。 

一、自然生态状况 

本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降

水量 1100—1800 毫米，降水随地形差异分布不均，年均气温 17℃

—20℃。本区地处贵州高原向湘西、桂北丘陵的过渡地带，地面切

割较深、山岭河谷交错、相对高差大，形成了岩溶峰丛峰林地貌。

土壤类型包括石灰岩土、红壤、水稻土，石灰岩土分布广泛，生态

环境脆弱，石漠化严重。发育了以岩溶环境为背景的特殊生态系统，

具有较多中国特有种和岩溶地区专有种，是金钱松最大的野生种群

分布区。生态系统极其脆弱，水土流失敏感度高，土壤一旦流失，

生态系统重建难度极大。 

二、主要生态问题 

区域内现有水土流失面积约 274 万公顷，石漠化土地面积 180

万公顷，重度和极重度石漠化土地占 45%，治理任务重、治理难度

大，坡耕地面积依然较大，加剧和产生新的石漠化风险高。生态系

统退化问题突出，植被盖度低，无立木林地和宜林地较少，进一步

扩大森林面积难度较大。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珍稀濒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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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植物生境和栖息地破碎化加剧。 

三、主要任务及重点项目 

以石漠化严重县为重点，根据岩溶地貌、母质母岩以及石漠化

的发育不同阶段，因地制宜采取封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种草、退

耕还林还草、草原改良、土地综合整治等措施，推进坡改梯、小型

水利水保等配套工程建设，多种措施加强林草植被保护与恢复。加

强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林业血防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精

准提升森林质量，培育乡土树种、珍贵针阔叶混交林。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和退化湿地恢复。加大野生稻、金钱松、资源冷杉、元宝山

冷杉、水松、蒜头果、望天树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及

穿山甲、鳄蜥、白头叶猴、东黑冠长臂猿、蜂猴、倭蜂猴、黑颈长

尾雉等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增加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大力发展油

茶等木本油料。按照主要生态问题及项目管理，统筹实施武陵山—

雪峰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石漠化综合治理、湘西南水土流失及石漠

化综合治理、桂贺江生态综合治理、大瑶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石漠

化综合治理、九万大山石漠化综合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红水河

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左右江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 7

个重点项目。 

表 3—3 湘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重点项目布局表 

重点项目 省份 县（市、区） 数量 

合计   69 

武陵山—雪峰山生物

多样性保护及石漠化

综合治理项目 

湖南省 

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安化县、

沅陵县、辰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

新化县、冷水江市、泸溪县、凤凰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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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省份 县（市、区） 数量 

湘西南水土流失及石

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湖南省 

新邵县、邵阳县、新宁县、城步苗族

自治县、武冈市、零陵区、祁阳市、

东安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

侗族自治县、双峰县、涟源市 

12 

桂贺江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临桂区、阳朔县、灵川县、兴安县、

平乐县、荔浦市、恭城瑶族自治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 

8 

大瑶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及石漠化综合治理

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蒙山县、象州县、金秀瑶族自治县 3 

九万大山石漠化综合

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江区、柳城县、融安县、融水苗族

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宜州区、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 

8 

贵州省 从江县 1 

红水河水土流失及石

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马山县、上林县、宾阳县、凌云县、

乐业县、金城江区、南丹县、天峨县、

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

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

兴宾区、忻城县、合山市 

16 

左右江水土流失及石

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武鸣区、隆安县、田阳区、田东县、

德保县、那坡县、靖西市、平果市、

大新县、天等县 

10 

 

专栏 3 湘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重点项目 

1.武陵山—雪峰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

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

长江防护林体系，推进退化林修复、低质低效林改造。对深山、远山和中度以上

石漠化区域，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促进林草植被恢复。强化草地改良与建设，加强

轻度、中度石漠化土地的原有天然草地植被恢复，选择适宜地区建设草种基地。

统筹利用水土资源，针对坡度平缓、石漠化程度较轻、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村寨

周边，开展以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地综合整治，根据坡改梯区域的实际地形特点，

合理配套引水渠、排涝渠、拦沙坝、谷坊、沉沙池、蓄水池等坡面及沟道等小型

水利水保工程。推进绥宁花园阁、雪峰湖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加强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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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伯乐树、白颈长尾雉、穿山甲等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生境）保护，连通物

种迁徙扩散生态廊道。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大力发展油茶林下经济。 

2.湘西南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

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长江、珠江防护

林体系。通过中幼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等措施，调整树种组成、林分密度、

林龄和空间结构。对深山、远山和中度以上石漠化区域，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促进

林草植被恢复。强化草地改良与建设，加强轻度、中度石漠化土地的原有天然草

地植被恢复。统筹利用水土资源，针对坡度平缓、石漠化程度较轻、人多地少矛

盾突出的村寨周边，开展以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地综合整治，根据坡改梯区域的

实际地形特点，合理配套引水渠、排涝渠、拦沙坝、谷坊、沉沙池、蓄水池等坡

面及沟道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推进零陵潇水、新邵筱溪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

恢复。加强红豆树、林麝、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生境）

保护，连通物种迁徙扩散生态廊道。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恢复矿区生态植被。

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大力发展油茶林下经济。 

3.桂贺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加强生态

公益林管理。通过封山育林、低质低效林改造等措施，降低速生林和经济林比例，

改善林种结构，提升珠江防护林质量。加大对已开垦林区生态修复力度。沿漓江

干流建设生态景观林带，在保护好原生植被的前提下，对其中人工林、残次林进

行林种林相改造或林分质量提升。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增加石山植被，防

治水土流失。对青狮潭水库及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开展漓江支流小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荔浦荔江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

复。促进乡村振兴，结合坡耕地治理，积极发展特色林果、林草、林药等产业。 

4.大瑶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

严格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采取封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森林抚育等多

种措施，提升珠江防护林质量。强化深山、远山和中度以上石漠化区域林草封育，

加强轻度、中度石漠化土地的原有天然草地植被恢复。加强坡耕地治理，防治崩

岗侵蚀，推进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保护冷杉林、

银杉林、穗花杉林等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福建柏、长柄双花木、元宝山冷杉、鳄蜥

等重要物种及其栖息生境，连通物种迁徙扩散生态廊道。促进乡村振兴，积极发

展特色林果、林草、林药等产业。 

5.九万大山石漠化综合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

行严格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采取封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森林抚育等

多种措施，提升珠江防护林质量。强化深山、远山和中度以上石漠化区域林草封

育，加强轻度、中度石漠化土地的原有天然草地植被恢复。统筹利用水土资源，

针对坡度平缓、石漠化程度较轻、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村寨周边，开展以坡改堤

为重点的坡耕地综合整治，根据地形合理配套引水渠、排涝渠、拦沙坝、谷坊、

沉沙池、蓄水池等坡面及沟道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推进从江加榜梯田国家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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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保护与恢复。重点保护鼋、蟒蛇、熊猴、林麝、金钱豹、马尾树等重要物种

及其栖息地（生境），保障中亚大陆中部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安全。开展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恢复矿区生态植被。 

6.红水河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

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珠江防护林体系，

推进退化林修复、低质低效林改造。加强集水区封育保护和水源涵养林建设。对

深山、远山和中度以上石漠化区域，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促进林草植被恢复。强化

草地改良与建设，加强轻度、中度石漠化土地的原有天然草地植被恢复。对缓坡

耕地开展以坡耕地为重点的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忻城乐滩、都安澄江等国家湿地

公园保护与恢复。促进乡村振兴，积极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特色林果、林草、

林药等产业。 

7.左右江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

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完善珠江防护林体系，

加强集水区封育保护和水源涵养林建设。通过中幼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等措

施，优化树种组成、林分密度、林龄和空间结构。对深山、远山和中度以上石漠

化区域，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促进林草植被恢复。强化草地改良与建设，加强轻度、

中度石漠化土地的原有天然草地植被恢复。在缓坡耕地开展坡改堤为重点的坡耕

地综合治理。推进大新黑水河等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加强叉叶苏铁、格木、

广西火桐、白头叶猴、冠斑犀鸟、斑林狸等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生境）保护，

连通物种迁徙扩散生态廊道。促进乡村振兴，积极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特色林

果、林草、林药等产业。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恢复矿区生态植被。 
 
 



— 25 — 

第四节  南方丘陵山地带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本区内废弃矿山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南岭等地区，涉及浙江、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5 个省（自治区），共计 40 个县（市、

区）。 

一、废弃矿山损毁土地基本情况 

2018 年遥感监测结果表明，矿山工程涉及县（市、区）内废弃

矿山生态损毁面积约1.93万公顷。其中采场挖损土地 0.73万公顷，

塌陷损毁土地 0.62 万公顷，中转场占地 0.41 万公顷，固体废弃物

占地 0.13 万公顷，矿山建筑占地 0.04 万公顷。 

二、主要生态问题 

武夷山、南岭山地以建材用花岗岩、凝灰岩、粘土、煤、稀土

矿为主，露天开采造成矿区地表植被破坏、地貌景观损毁，动植物

栖息地和生态廊道破碎，加重了区域性水土流失，部分矿山水土污

染问题突出，流域性地下水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维护功能降低。湘桂岩溶区以煤、建材用石灰岩、页岩、粘土、

锰开采为主，露天开采破坏地表植被，森林植被退化，加剧了岩溶

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土壤肥力下降，生态系统退化。 

三、主要任务及重点项目 

以恢复矿区植被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减少水土流失为目标，

布局岭南—桂西矿山生态修复、武夷山矿山生态修复和湘南湘中地

区矿山生态修复 3 个重点项目。加强采场综合治理、科学复垦，恢

复矿区植被和动植物栖息地，加强地下水系统保护，有效控制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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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服务功能。 

表 3—4 南方丘陵山地带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重点项目布局表 

重点项目 省份 县（市、区） 数量 

合计   40 

岭南—桂西矿山

生态修复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灵川县、荔浦市、

平乐县、兴宾区 
5 

湖南省 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宜章县 3 

广东省 英德市、新丰县 2 

江西省 

龙南县、信丰县、赣县区、南康区、寻

乌县、于都县、兴国县、会昌县、宁都

县 

9 

武夷山矿山生态

修复项目 

江西省 铅山县、广信区 2 

浙江省 常山县、江山市 2 

湘南湘中地区矿

山生态修复项目 
湖南省 

宁远县、双牌县、祁阳市、临武县、资

兴市、冷水江市、涟源市、新邵县、邵

阳县、武冈市、隆回县、新宁县、新化

县、凤凰县、辰溪县、泸溪县、沅陵县 

17 

 

专栏 4 南方丘陵山地带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重点项目 

1.岭南—桂西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加强煤炭、非金属矿山生态修复，开展土

壤重构和改良，推进地形重塑和植被恢复，修复受损生态廊道和动植物栖息地。

实施矿山地质安全隐患防治工程，加强地面塌陷综合治理，开展矿山地质安全隐

患监测预警。实施综合治理，减少水土流失，加强地下水系统保护，提高矿区水

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功能。 

2.武夷山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以稀土、建材矿山为重点，加大固体废弃物堆放

场综合整治，采取削坡、护坡等措施，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恢复矿区植被，

建设水源林，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恢复野生动植物生境条件和生态廊道，在

涉及河湖岸线区域建设生态隔离带保障水资源安全。 

3.湘南湘中地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加强有色金属、煤矿山生态修复，推进

地形重塑和土壤重构，加大土地复垦力度，实施固体废弃物堆场整治。在矿区及

周边建设拦挡排工程、水利水保工程等，实施综合治理，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

在重点区域建设生态过渡带和隔离带。加大矿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及采空塌陷、岩

溶塌陷等地质安全隐患治理，加强地下水系统保护，恢复矿区生态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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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施安排及效益分析 

第一节  实施计划 

统筹考虑生态保护修复迫切性、工作基础、财力保障等因素，

本规划按照近期、中远期两个阶段安排实施。“十四五”期间优先实

施河源区生态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重点治理县、山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类项目，以及促进南方丘陵山地带各重点区域同向发力、

协同治理的项目，同时综合考虑各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前期工

作基础，对工程推进机制较为完备、前期工作基础较为扎实的项目

予以优先支持。 

在规划期内实施生态保护补偿，统筹落实森林、湿地、水流等

生态保护补偿政策。 

为有效推进规划实施，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每 5 年对规划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重点项目的实施进度、建设内

容、实施范围等作出合理调整，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持续推进南

方丘陵山地带各重点区域相关保护性措施。 

第二节  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 

通过实施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工程区森

林、河流、湿地、草地等各类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和修复，野生动植

物栖息条件逐渐向好，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程度减轻，地质灾害防御

能力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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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南方生态屏障的作用。 

生态功能显著增强。通过持续加强天然林保护、建设防护林体

系、提升森林质量、修复退化草地、恢复湿地、实施矿山生态修复、

开展水生态安全保护与修复等措施，区域内典型中亚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得到有效保护，防护林体系更加完善，林分结构逐步优化，工

程区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逐步提高，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通过开展野生动植物生境保护、生态廊

道建设等措施，栖息地破碎化明显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和繁衍环

境明显好转，生存空间逐渐增大，种群逐步扩大，形成完善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网络，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

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幅提升。通过林草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等措施，南岭山地森林质量明显提升，湘桂岩溶地区林草植

被盖度明显增加，治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土地面积 161 万公顷，极

大改善该区土地退化状况，山洪、崩岗、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防御能力明显提升。逐步实现“土不下山，水不乱流”的良性局面，

减少泥沙进入河流，维护长江、珠江等重要江河流域生态安全。 

二、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改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营造全社会关

心生态环境、支持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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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源永续利用的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程实施后，随着生态系统功能逐步

发挥，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减轻对自然资

源的过度依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

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区域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观念。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有利于营造全社会关心生态、支持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随着生态

环境的逐渐改善，人民免受生态恶化之苦，在生态保护中切实受益，

有利于逐渐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理念，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经济效益 

实施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有利于推动绿

色发展，助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工程实施后，将有效遏制森林、河流、

湖泊、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过度利用，走向资源合理开发、可

持续利用的道路，产生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经济效益。工程实施将极

大地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状况，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使农

村发展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生态兴促进产业兴，特色林果、林草、

林油、林药等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乡村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优质生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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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间接经济效益，如固碳、净化空气、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价

值。这些价值可以通过国家对生态功能区补偿，以及流域上下游补

偿得以部分实现，好的生态环境又可以吸引投资，从而推动区域的

社会经济发展。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方式更加多样化。经估算，工程区森林生态系统

固碳释氧价值可达 700 亿元/年，水源涵养价值可达 860 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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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全面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建设领导机制，以及中央统筹协调、省（自治区）抓总责的

工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业务指导力度，切实加强部

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承担推进重大工程

建设的主体责任，将实施工程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一项基础性任务和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基

础保障。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生态建设一线的战斗堡垒作用，践行初

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 

第二节  加强资金筹措保障 

根据《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要求，中央与地方按照财政事权划分履行支出责任。中央资

金视国家财力情况在年度中统筹安排，并与有关专项设置、投资标

准、补助政策调整情况做好衔接。地方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引导

和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措施合力，大力支持南方

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挥金融在资源

配置中的激励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投向南方丘陵山地

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积极落实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南方丘陵山地

带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相关政策，推动建设资金渠道多元化。同时，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地方政府以项目建设名义盲目举债，

坚决遏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 



— 32 — 

第三节  完善工程建管体系 

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快制定或修订有关重大工程专项管理办法，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项目前期工作、投资计划管理、建设规划、监督

检查、规划评估等方面的规定，明确各部门在项目组织、建设管理、

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具体职责；结合规划主要内容和重大工程建

设实际，积极开展有关工程标准研究制定工作，推动统一项目前期

工作深度和建设标准。积极推进项目精细化管理，推进工程建设任

务落地上图，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基础，构建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监测监管专题应用，建设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监测监管系统，

推进各类数据共建共享，构建国家—地方互联互通的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监测监管平台，定期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成效评

估。省级有关部门要结合地方实际，明确各重点项目建设管理机构

及责任主体、建设目标和进度要求，建立完善项目监督考核和长效

管护机制，确保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得到有效落实，确保

工程建设质量、施工安全和投资效益。实施森林、草原、湿地等调

查监测评价，强化工程监管支撑。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将生态保护工作开展、责任落实等情况纳入督察范畴，坚决杜绝生

态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第四节  协同推进各项重大工程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双重”规划》总体部署，积极做好南方丘陵

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与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

障）生态保护和修复、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国家公园等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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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等相关重大

工程的协同配合，统筹加强保护体系和治理工程建设，科学配置自

然保护和人工修复措施，全面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山上山下协同

治理，全面加强科技攻关、监测监管、资源保护、生态气象等领域

重点项目建设对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基础支撑作用，

形成重大工程建设合力，全面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 

第五节  保障生态用地空间 

完善生态保护和修复用地政策，将工程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推进闲散土地盘活，按一定比例配置用于森林、草地、河流、湖泊、

湿地等生态用地。市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对生态空间进行管理，同时加强多部门协同，实现生

态空间的统筹管理和保护。建立多部门跨区域联动执法机制，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侵占自然生态空间和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 

第六节  强化工程科技支撑 

以科研院所和技术推广单位为依托，构建集研发、推广、服务

于一体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强科技攻关，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基础研究，强化困难立地造林、次生林经营、混交林

培育、石漠化治理等实用技术研究与创新，不断提高工程建设的科

技含量，推进良种繁育，加大优质种苗供应。注重各类科技成果的

总结，及时制定、修订相关技术标准，完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科

学规范工程实施，提升工程建设成效。建立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平台，

统筹运用大数据，提升感知能力，实现提升管理、优化决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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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第七节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区和各部门要加大社会公众宣传，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大力宣传报道典型经验、成功做法，充分发

挥先进模范的典型示范作用，以榜样激励、带动生态保护和修复事

业发展。发挥各类社会力量在生态保护和修复中的作用，鼓励和支

持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推动生态工程全民共建、

工程实施全民监督、生态产品全民共享，让公众在参与生态保护的

过程中切实受益，逐步建立起生态保护的成就感、自豪感。大力传

承弘扬塞罕坝精神、右玉精神等新时代林草精神，引导社会各界积

极投身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