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持

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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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
续呈现“双下降”态势，为促进生
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总体来看，我
国水土流失量大面广、局部地区
严重的状况依然存在，防治成效
还不稳固， 防治任务仍然繁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对水土保持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 党的二十大强调，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这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水
土保持体制机制和工作体系更
加完善， 管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管控，重
点地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水土流失状况持续改善，全国水
土保持率达到 73%。 到 2035 年，
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水土保持
体制机制全面形成，人为水土流
失得到全面控制，重点地区水土
流失得到全面治理，全国水土保
持率达到 75%，生态系统水土保
持功能显著增强。

《意见》要求，坚持生态优
先、保护为要。 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从过度干预、过度
利用向自然修复、 休养生息转
变，建立严格的水土流失预防保
护和监管制度，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坚持问题导向、保障民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解决水土保持领域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
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因地制
宜、科学施策，坚持不懈、久久为
功；坚持改革创新、激发活力。 坚
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 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水
土保持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改革
举措系统集成、精准施策，进一
步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为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
作，《意见》 从全面加强水土流
失预防保护、 依法严格人为水
土流失监管、 加快推进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 提升水土保持管
理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要求。

如在全面加强水土流失预
防保护方面，《意见》要求，将水
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水
土流失敏感脆弱区域纳入生态
保护红线，实行严格管控，减少
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
用。 统筹布局和加快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
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

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区
域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
复。 以江河源头区、重要
水源地、水蚀风蚀交错区
等区域为重点，全面实施
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以保
护农田生态系统为重点，
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
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完善农田灌溉排水体
系，因地制宜建设农田防
护林， 提升土壤保持能
力。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推进城市水土保持和生
态修复，强化山体、山林、
水体、湿地保护，保持山
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推动绿色城市建设。

在依法严格人为水
土流失监管方面，《意见》 提出，
建立以遥感监管为基本手段、重
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 全覆盖、常态
化开展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全
面监控、及时发现、精准判别人
为水土流失情况， 依法依规严
格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加
大对造成水土流失的生态破坏
行为的惩治力度， 对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的， 依法依规严格追
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全
面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强化
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动执法，建
立完善监管信息共享、违法线索
互联、案件通报移送等制度。 健
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机制，及

时将发现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在加快推进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方面，《意见》强调，全面推
动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在
大江大河上中游、 东北黑土区、
西南岩溶区、 南水北调水源区、
三峡库区等水土流失重点区域
全面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以山
青、水净、村美、民富为目标，以
水系、 村庄和城镇周边为重点，
大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与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 发展特色产
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有机结
合，提供更多更优蕴含水土保持

功能的生态产品。
在提升水土保持管理能力

和水平方面，《意见》要求，地方
各级政府要依据全国及流域水
土保持规划， 及时制定或修订
本行政区水土保持规划， 合理
确定水土保持目标， 明确水土
流失防治布局和任务。 强化规
划实施跟踪监测评估。 实行地
方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
考核奖惩制度， 将考核结果作
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及责任追究、 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 对
水土保持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
位和个人，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表彰和奖励。

■ 本报记者 李庆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工作，近日，国务院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2023 年寒假春节期间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从加强走访
探视和摸底排查、督促落实家庭
监护主体责任、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调整“转段”期间关爱工作、积
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做好

救助帮扶和临时监护等工作、做
好生活居住环境安全检查、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关爱服务等七个
方面，对做好寒假春节期间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进行了全面
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
基层工作力量， 对本地区困境
儿童进行走访探视， 重点了解
儿童监护或委托照料状况、健
康情况、 寒假春节期间儿童去
向和面临困难问题等， 针对困
境儿童的实际困难， 明确专人
做好服务工作， 确保各类信息

沟通渠道畅通， 保证儿童在遇
到困难时能够及时得到关爱服
务。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
律法规政策宣讲，指导村（居）
民委员会督促指导困境儿童监
护人或受委托照料人认真履行
监护主体责任或委托照料职
责。 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和儿
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等对困境
儿童的生活、 居住环境进行全
面检查，重点排查用电、用气、
用水、消防和食品安全，检查防
寒保暖等基本生活保障情况。

《通知》强调，各地要确保将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纳入
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对象；将
符合条件的儿童及时纳入基本
生活保障、 临时救助等保障范
围。 按照当地党委和政府以及联
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将困境
儿童纳入当地医疗保障体系关
注的重点对象范围，加强疫情防
控和救治服务保障。 组织专业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
力量， 为困境儿童开展爱心陪
伴、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
入和家庭关系调适等关爱服务
活动。

《通知》指出，各地要用心
用情用力扎实做好关爱服务工
作，确保困境儿童温暖过冬、幸
福过节。 要加强督促指导和工
作调度，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
动内容，打造品牌项目，真正让
困境儿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与温暖。 在制定未成年人保
护相关政策文件时， 要将做好
寒假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作为重要内容，
不断完善关爱服务体系， 建立
长效机制。

（据民政部官网）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部署开展“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2023 年寒假春节期间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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