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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水土保持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理江河湖库的根本举措。 

魏县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东南部，地处东经 114°43′42″～

115°07′24″，北纬 36°03′00″～36°26′30″。区域东邻大名县，西

与临漳县、成安县接壤，南与河南省内黄、清丰、南乐三县相

接，北与广平县相连。县境东西宽 33.5km，南北长 42.24km，

总面积 863.6km2。2019 年末，全县共辖 21 个乡镇、1 个街道办

事处，561 个行政村，总人口 104.42 万人，实有耕地面积 61459

公顷，初步核算，全县生产总值(GDP)实现 202.8 亿元。 

魏县是中国鸭梨之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证的千年古县、

国家级园林县城、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魏城镇。

境内定魏公路和邯大公路、邯大高速纵横穿越，交通十分便利。 

境内尚有水土流失面积 15.5km2，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水

土流失强度，减少水土流失面积，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仍任重

而道远。本规划近期 2025 全县水土流失防治面积 7.3km2。远期

2030 年全县水土流失防治面积 8.2km2。近期规划实施后，基本

建成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重点防治区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防治，生态进一步趋向好转。有助于改善魏县的生态环境，减

少自然灾害，促进城镇环境状况提升；远期规划实施后，建成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实现全面预防保护，重点防治区的水

土流失得到全面防治，生态实现良性循环，推动魏县各项社会



 

 

事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工程和根本性措施，是开

展其它生态环境建设内容的基础。水土保持对于减少魏县城市

水土流失、加强水源涵养区以及植被绿化等的生态保护、优化

提升城市功能、实现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土流失易产生河渠淤积、面源污染等一系列关乎生态环

境的问题，危及区域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

全，不足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也与魏县实

现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发展等一系列新要求不相适

应。“十四五”时期将是魏县防治水土流失、建设生态文明关键

时期，亟需统一规划，对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

用水土资源做出整体部署，加快水土流失防治速度，加速生态

文明建设进程，为我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供必要支

撑。 

水土保持规划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依据。统一规

划，分阶段、科学地制定目标，合理安排各项建设任务，是保

证水土保持工作有效、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2011 年 3 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

准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规划应当在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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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调查结果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的基础

上，遵循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的原则编制。根据《全国水土保

持规划》（2015-2030 年），魏县属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依据水利部《关于开展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编

制工作的通知》，2021 年 6 月启动了魏县水土保持规划编制相

关工作，受魏县水利局委托，河北洪源水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先后组织开展了魏县水土保持规划数据调查收集与审核，，

协助开展了县级水土保持区划、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复核

划分、平原水土流失易发区调查划分等工作。于 2021 年 11 月

编制完成了《魏县水土保持规划（2021—2030 年）》（征求意

见稿）。经过多次征求有关部门、科研等单位意见，对规划报

告进行修改完善。 

本次规划是在国家、省、市水土保持规划总体目标框架下，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第二

次全国土地调查等成果为基础，以《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2015-2030 年）、《河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

《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邯郸生态市建

设规划》为重要依据，根据全县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现状、存在

问题以及水土保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分析社会可持

续发展、生态区建设规划对水土保持的需求，再结合预防保护

措施，提出全县近期、远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确定不同类型

区、不同措施的总体布局，提出相应的水土流失预防措施、治



 

 

理措施及监督管理措施。本次规划将为魏县开展水土流失防治、

维护生态系统、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农村发展、规范生产建设

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作为今

后一个时期魏县水利及相关部门、社会力量开展水土流失预防

和治理工作的指导和重要依据。 

本次规划范围为全县行政区范围，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

规划期为 2021—2030 年，近期水平年 2025 年，远期水平年 2030

年。 

本次规划编制工作得到了魏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

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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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基础与面临的形势 

1.1 规划基础 

1.1.1 自然条件 

（1）地理位置 

魏县，隶属河北省邯郸市，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县境

南北长 42.24km，东西宽 33.5km，卫河、漳河横贯中部。位于

北纬 36°03′6″～36°26′30″，东经 114°43′42″～115°07′24″之间，

北与广平县接壤，西与成安县、临漳县毗邻，东与大名县相连，

南与河南省内黄县、清丰县、南乐县相接。县境南北长 42.24km，

东西长 33.5m，县域面积 864.81km2，占河北省总面积的 2.2%。 

（2）地质地貌 

魏县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因漳河善淤善徙善决，在历史

上滚动改道频繁，全县境内形成明显的漳河故道就有 5 条：院

堡—邵村；车往—双井—大马村。车往—牙里—王井；张二庄

—紫岗；回隆—河南。这些沟注起伏的漳河故道，形成魏县故

道缓岗、漳卫河滩地、缓斜平地、河间洼地等地形区。 

故道缓岗：为漳河故道的自然堤，一般高出地面 0.5 米～2

米。土质以沙壤土为主，地势起伏不平。主要故道缓岗沿县内

五条明显的溶河故道从西向东延伸，面积共约 0.67 万公顷，占

全县耕地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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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卫河滩地：分布在流河、卫河防洪堤内，均有宽窄不等

的河滩地，土质以沙土或沙壤土为主，共约 0.46 公顷，占全县

耕地面积的 6.2%。 

缓斜平地：分布在缓岗与河间洼地之间的开阔地带，土质

以粘土或壤土为主。全县大部分属于这类地形区，面积共约

47500hm2，占全县耕地的 71%，易排水，适宜耕种。 

河间洼地：分布在故道之间，地面比周围低 0.5 米左右，土

质为粘土，主要分布在德政、沙口集以北，安张庄、大庄以南

及薛庄——双井——大马村和张二庄——大严屯、紫岗——带，

面积共约 1.33 万公顷，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15.7%。排水较困难，

易涝。 

人为造成地貌变化的有很多开挖的渠道，新中国成立后开

挖了东风渠、跃进渠、高潮渠、丰收渠、民有渠等 8 条干支渠

道，全长 103.7km。 

（3）气象、水文 

1）气象 

魏县属北温带季风气候区，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干寒

同期，全年的主导风向为南风，其次北风，东风、西风的机会

较少。多年平均降雨量 588.5mm，多年平均蒸发量 1424mm，

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3.9 倍。日照率年均 57%。四季气温变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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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温差较大，形成魏县气候春旱夏涝，十年九旱三涝的气候

特点。四季的特点是：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

晴朗，冬季寒冷少雪。 

魏县地处河北省南端，热量资源居全省前列。县境平均日

照时数为 2411.8 小时，年总幅射量为 112.96 千卡/平方厘米。年

平均地温为 16.2℃，年平均气温为 13.2℃。1 月最冷，平均气

温为-2.4℃；7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为 26.625℃。昼夜温差

9—12℃。 

魏县多年均降水量为 588.5mm（5 亿 m3），历年降雨量变

化较大，多雨年份与偏枯年份的降雨量往往相差数倍。最多年

份 1963 年，为 1084.1mm，降雨量最少的是 1965 年，为 231.8mm。

一年中降水量也极不平均，夏季降水多而集中，7 月份最多，占

年降水量的 66.4%；秋季次之，占 17%，春季占 13%，冬季占

3.6%。 

2）水文 

①漳河 

漳河为季节性河流，自涉县合漳村至馆陶县徐万仓，河长

189km。漳河于魏县西南入境，从县中部向东横贯全境，魏境段

河长 32.3km，共流经 10 个乡镇，河长 19.7km，中泓 20.8km，

河床为沙土，槽深 2.5 至 5m，槽宽 150 至 500m，河槽行洪能

力 700m3 每秒至 1000m3/s，是河道的演变过渡段，河槽比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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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东王村以下，河床为粘土，槽深 4.5m 至 5.7m，槽宽除个

别段不足 100m 外，一般为 100m 至 200m，平均纵坡 1/3460，

是稳定的地下深水河槽，平滩流量东王村为 700m3/s，向下逐渐

递减。 

②卫河 

卫河魏县段是魏县与河南省清丰、南乐两县的界河，为梨

乡水城水源之一。自北善村南起，沿军寨村南、北留固村南、

第六店村南、南英封村东、礼教村东、南辛庄村东南，蜿蜓于

魏县边界，长 15.9km，出境后，进入南乐县的元村镇北。 

卫河的特点是：上游各山水支流源短流急，暴雨集流迅速，

干流河槽纵坡平缓，河身蜿蜒曲折，主河槽窄深，泄流不畅。

由于河长坡缓，加以中上游多处坡注缓洪，平原集水面积较大

等因素，洪水特性表现为峰型较平缓，持续时间长。 

（4）土壤、植被 

魏县土壤按性态分为沙土、沙壤地、轻壤地、中壤地、重

壤地（粘土）5 种类型。土壤质地受河流冲积物的影响，在距地

表面 1m 作物生长的土体内层排列较复杂，大体可分为 5 类土体

构造类型，即松散型、漏沙型、紧实型、蒙金型、均质型 5 类。

全县沙壤、轻壤、中壤质土共 6.17 万公顷，占全县土壤面积的

85.6%，通透性和保水保肥性能良好。粘土（重壤）地 1.04 万

公顷，占土壤面积的 14.4%，耕性差，易旱易涝，排水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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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河冲积土壤母质上，土壤发育，从故道缓岗—平坡地

—河漫滩—河连地顺序排列，沉积物按“紧沙、慢淤，不紧不慢

两合土”的沉积规律，随缓流方向，由粗到细，大体呈带状分布。

由于漳河的多次泛滥改道，使沉积物相互覆盖，垂直方向的沉

积物粗细相间，层次分明、土壤质地呈有规律的变化。 

魏县常年粮食复种面积 125 万亩，总产量 62 万吨；鸭梨种

植面积 20 万亩，总产量 35 万吨，是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拥

有国家地标证明商标。全县林业面积 35 万亩，森林覆盖率

27.06%。 

（5）水资源 

魏县平水年（保证率 50%）年降水 565.3mm，合降水量 4.8

亿 m3；偏枯年（保证率 75%）年降水 459.3mm，合降水量 3.9

亿 m3。年平均年降水日数 61.8 天，其中平均日降水 5—10mm

的 9.7 天，11—25mm 的 9.3 天，大于 25mm 的 5.6 天，日雨量

不足 5mm 的无效降水日 37.2 天，占平均降水日的 60%。比较

适宜的雨日较少，“风调雨顺”的降水过程更少。 

漳、卫河径流：卫河水源比较可靠，多年平均入境年径流

量 16.67 亿 m3；平水年（保证率 50%）14.37 亿 m3；偏枯年（保

证率 75%）为 8.17 亿 m3。漳河，50 年代水流不断，60 年代、

70年代时有时断。据蔡小庄水文站 1966年至 1977年 12年资料，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9790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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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灌区引水：民有灌区自岳城水库引水，经磁县、临漳、

成安入县境。1965 年至 1979 年，累计引入境内水量 4.35 亿 m3，

多年平均年引水量 2899.21 万 m3。 

1.1.2 社会经济条件 

（1）行政区划 

截至 2019 年，魏县下辖 12 个镇，9 个乡，包括魏城镇、东

代固镇、德政镇、北皋镇、双井镇、牙里镇、车往镇、回隆镇、

张二庄镇、院堡镇、棘针寨镇、南双庙镇、边马镇、沙口集乡、

野胡拐乡、仕望集乡、前大磨乡、大辛庄乡、大马村乡、北台

头乡、泊口镇，2019 年年末总人口 104.42 万人。魏县行政区划

图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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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魏县行政区划图 

（2）经济情况 

2019 年魏县年末总人口 104.42 万人，总户数为 26.7 万户，

平均每户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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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魏县生产总值完成 202.8 亿元，同比增长 9.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6.7 亿元，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88.5 亿元，增长 9.9%；第三产业增加值 77.6 亿元，增长 11.7%。

一、二、三产业所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18.1:43.6:38.3。

人均生产总值为 24508 元，增长 9.6%。 

2019 年，魏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62.8 亿元。全面粮食播

种面积为 1220590 亩，总产量为 560925 吨，粮食亩产 460 公斤；

棉花播种面积 12834 亩，总产量 812 吨，亩产 63 公斤；油料播

种面积 29898 亩，总产量为 4725 吨，亩产 58 公斤；蔬菜播种

面积 110975 亩，总产量 467993 吨，亩产 4217 公斤。魏县社会

经济情况见附表 1。 

（3）土地利用情况 

魏县土地总面积 86360hm2，其中耕地面积 60482.95hm2，

园地面积 4367.27hm2，林地面积 2936.14hm2，分别占全县土地

面积的 70% 、 5.1% 、 3.4%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为

13326.83hm2，交通运输用地为 2164.99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为 1710.68hm2，其他土地为 494hm2，魏县土地利用现状见附

表 2。 

1.1.3 水土流失成因 

水土流失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

然因素是产生水土流失潜在的客观条件，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



1 规划基础与面临的形势 

10 

 

活动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导因素。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成因有

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 

（1）降雨量大而集中是形成水土流失的首要因素。降雨量

年内分布不均，6-9 月份降雨集中，常发生季节性旱涝灾害。 

（2）地表土壤疏松易形成水土流失。 

（3）林草植被覆盖率低也是形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 

2、人为因素 

（1）开发建设项目。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各项开发

建设活动的进行，开发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意识不足，采取的

措施不够完善，任意破坏植被现象较普遍，对开挖面，堆渣物

未采取防护措施，易造成水土流失。 

（2）河滩地开垦。部分农民沿河滩地开垦种植各种经济作

物，很少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特别是一些砂土地区很容易造成

水土流失。 

（3）绿化造林方式不当。在荒地区域植树造林，林木未成

林期间，易产生水土流失，另外植林过疏时间长了，也容易造

成水土流失。 

1.1.4 水土流失危害 

项目区位于冀中平原南部区，为水蚀风蚀交错区。冀中平

原南部区是河北省农产品主产区。由于历史上洪水泛滥、冲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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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泛区、古河道等地形成大量沙质土地，加之春季干旱少

水、生产翻耕、植被覆盖少，风沙危害较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和人居环境。工农业用水量大，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采严重，

加重土地沙化趋势。 

水土流失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不仅造成土地资源

破坏和损失，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对魏县农业生产、农村经济、

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还制约了社会和经济建设的

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 

1、魏县水土流失面积主要分布在漳河、卫河两岸，植被覆

盖度低，易造成表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土层减薄，土壤质

地变粗，导致土地生产力降低，涵养水源和生态保护功能减弱，

造成河流淤积，对农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园地表土流失，土壤肥力逐年下降，土层减薄、土壤质

地变粗，导致土地生产力降低，对农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 

3、水土流失夹带的大量泥沙和有机物质淤积河道，降低其

行洪调蓄能力，加剧洪涝灾害，影响水资源有效利用。 

1.1.5 水土流失现状 

（1）水土流失类型 

水土流失在《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一卷》中定义为：在水

力、风力、重力等外营力和人为活动的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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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亦称

水土损失。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魏县属

北方土石山区水力侵蚀类型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200t/(km2.a)。

根据《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魏县水土保

持二级区划属于华北平原区，三级区划属于黄泛平原防风固沙

农田防护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和风力侵蚀为主，水土保持

基础主导功能是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水质维护、土壤保

持、蓄水保水等，其社会经济功能主要是粮食生产、土地生产

力保护、河湖沟渠边岸保护。 

（2）水土流失面积及强度 

根据《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魏县有

水土流失面积 15.5km2，属于水蚀风蚀交错地区。风力侵蚀主要

集中在黄泛平原防风固沙区；古河道和部分现代河道两岸存在

水力侵蚀，主要集中在漳河、魏大馆排水渠、玉泉河、东风渠

等水网两岸地区，魏县水系分布图见附图 2。魏县分县、分水

系水土流失面积见附表 3，魏县水土流失现状见附图 3。 

总体上，魏县水土流失以微度和轻度侵蚀为主，其中，轻

度侵蚀面积为 15.37km2，轻度侵蚀面积为 0.13km2，轻、中度侵

蚀面积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00%。从行政区分布看，水土流失面

积最多的是魏城镇、边马乡和大辛庄乡。从地域分布看，水土



魏县水土保持规划（2021 年-2030 年） 

 

13 

流失主要分布在漳河、军留干渠等水网区和古河道风沙区。 

1.1.6 水土保持工作与成效 

根据相关材料统计，截止目前，魏县已完成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232.67km2，林地面积 34.9 万亩，其中，鸭梨种植面积 2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7.06%。通过造林种草、依托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卫河人家”、梨乡水城是国家水利风景区等植被建

设与生态修复工程，以及风沙区改造、荒地治理、河（渠）整

治等水土保持措施，林草植被面积大幅增加，蓄水保土减沙和

涵养水源能力不断提高，工程区林草植被覆盖率普遍增加

20%~40%。 

近年来，魏县以营造和完善农田防护林网为重点，结合河、

渠、路、堤、村植树造林，改善农田小气候，减轻风沙危害。

整治河渠岸坡，防止冲刷侵蚀，减少河渠淤积。完善农田排灌

体系，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调整种植结构。沙耕地采取免耕、

休耕、轮耕轮作、间作套种等保护性耕作措施，减轻土壤风力

侵蚀。水土流失得到了基本控制。 

（1）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通过造林种

草、建设生态风景区等植被建设与生态修复措施，以及荒地治

理、河（渠）整治等水土保持措施，林草植被面积大幅增加，

蓄水保土和涵养水源能力不断提高，水土流失得到了基本控制。 

（2）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实施农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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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网、配套建设节水灌溉和水源工程，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基

础设施。推广农作物间作套种、农林间作等耕作措施。 

（3）配套法规日益完善，监管能力不断提升。“十三五”期

间，全面完成第一次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调查，基本摸清了

全县水土流失现状和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定期开展水土保持专

项执法检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和防汛安全检查。 

（4）国策宣传形式多样，良好氛围逐步形成。“十三五”期

间，全面推进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强化巡河、管

河、护河、治河，持续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无违建

河道”创建、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河湖库塘清淤、骨干河道

保洁、水政执法等工作，美丽河湖建设迈出新步伐。 

1.2 面临的形势 

为实现建设生态宜居的经济强县、美丽魏县的宏伟目标，

水土保持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县水土流失防治现状

看，还面临着巨大挑战。按照目前的投入标准和治理速度，将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初步治理一遍还需要近 20 年，对打赢扶贫攻

坚战、建设“美丽魏县”的支撑远远不足。开发建设过程中破坏

生态、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问题仍较突出。社会公众水土保

持意识与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水土保持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护体制机制尚需改革创新。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科

研体系尚不健全，监测管控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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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基层技术力量薄弱，监督管理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亟

待提高。 

当前面临主要任务是维护耕地生产力，减轻风沙危害，保

障粮食生产，提高农产品品质。以营造和完善农田防护林网为

重点，结合河、渠、路、堤、村植树造林，改善农田小气候，

减轻风沙危害。整治河渠岸坡，防止冲刷侵蚀，减少河渠淤积。

完善农田排灌体系，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调整种植结构。沙耕

地采取免耕、休耕、轮耕轮作、间作套种等保护性耕作措施，

减轻土壤风力侵蚀。加强平原水土流失易发区生产建设项目监

督管理，减少新增人为水土流失。 

1.3 现状评价及需求分析 

1.3.1 现状评价 

1、土地利用评价 

魏县土地总面积 86360hm2，其中耕地面积 60482.95hm2，

园地面积 4367.27hm2，林地面积 2936.14hm2，分别占全县土地

面积的 70% 、 5.1% 、 3.4%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为

13326.83hm2，交通运输用地为 2164.99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为 1710.68hm2，其他土地为 494hm2。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断增加，

农业耕地高效化及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 

2、水土流失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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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魏县属

北方土石山区风力侵蚀类型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200t/(km2.a)，

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和风力侵蚀为主，水土保持基础主导功能

是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水质维护、土壤保持、蓄水保水

等，其社会经济功能主要是粮食生产、土地生产力保护、河湖

沟渠边岸保护。 

目前，魏县有水土流失面积 15.5km2，属于水蚀风蚀交错地

区。风力侵蚀主要集中在黄泛平原防风固沙区；古河道和部分

现代河道两岸存在水力侵蚀，主要集中在漳河、魏大馆排水渠、

玉泉河、东风渠等水网两岸地区。总体上，魏县水土流失以微

度和轻度侵蚀为主，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00%。 

2、生态状况评价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通过发动群众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大

规模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水土保持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魏县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特别是风沙区改造、荒地治理、河（渠）

整治等水土保持措施林草植被面积大幅增加，呈现出鸟语花香、

草木共生的生态田园自然景观。 

1.3.2 水土保持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对魏县的土地利用情况、水土流失现状、水资源、生

态角度分析，评价了现有的监督管理政策和现行规划的实施情

况，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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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土流失防治任务依然繁重 

近年来，魏县在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仍然存在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依然阻碍着魏县经济发展，

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 

黄泛平原风沙区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分布区，水土流失易发

区分布广，监管薄弱，魏县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意义重大。 

2、人为水土流失仍需遏制 

魏县生产建设活动持续较高强度，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强

度大。针对越来越突出的生产建设活动新增水土流失问题，魏

县不断加大预防监督力度，人为水土流失面积有所降低，但经

济建设中水土流失现象仍普遍存在，生产建设活动主要集中在

工业园区，人为水土流失仍需遏制。 

3、监测还不能满足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 

魏县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由于监测

经费不足、监测人员水平等方面原因，使得监测能力建设较为

滞后，全县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公益性水土流失监测等工作进

展较为缓慢，制约了水土保持监测在水土流失预报、预防监督

管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决策中充分发挥支持与服务功能，不

能满足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迫切需要。 

水土保持政府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机制有待健全，水土保持

工程建设和运行管护等制度有待完善。水土保持监测仍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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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关注，监测能力亟待增强。 

4、科技推广、社会参与不足 

多年来，魏县在水土流失规律、防治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

一些成果，但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影响了科研工作全面、纵

深发展。同时，尚未建立完善的试验与示范推广体系，导致魏

县水土保持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生态建设的需要。 

水土保持宣教和科普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生产建

设过程中急功近利、破坏生态的情况仍有发生，社会公众水土

保持意识尚需提高。水土保持社会参与不足，原因主要是水土

保持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对社会资金

的吸引力不强；群众参与水土流失防治的主动性不强。 

5、水土流失防治投入尚不能满足生态建设需要 

近十年来水土保持投入明显增长，但平原区水土流失防治

尚未列入国家和省财政投资计划，主要靠地方自行防治，水土

流失防治标准相对偏低，生态补偿机制和长效管护机制尚未形

成，与建设生态文明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根据魏县的水土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现有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情况，提出了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魏县部分区域水土流失问题较为突出、迫切需要防治。区

域的生态环境、饮用水源受到一定的威胁，植被的蓄水保土能

力减弱。生产建设项目较多的区域人为扰动较为严重，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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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生态环境。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关注，对良好宜

居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强烈。需要根据区域的不同特点，通过

生态修复、蓄水保土整地、小型水利设施和节水灌溉设施等基

础措施建设，结合面源污染防治、生态清洁措施等多项措施的

实施，使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为生态县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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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2.1 编制依据 

2.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年 6 月 29 日

第 7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0 次会议通过，2010 年 12 月 25 日第

11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修订，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

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

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

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新修正是根据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自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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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第三

次修正）； 

（7）《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1993年 2月 27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4 年 5 月 30 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根据 2018 年 5 月 31 日河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

规的决定》修正）；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根据 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修订））； 

（9）《邯郸市水土保持管理条例》（2020 年 10 月 29 日邯

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次

修正，2020 年 11 月 27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1.2 技术规范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2）《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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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 准 》

（GB/T50434-2018）； 

（4）《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图》（SL73.6-2015）； 

（5）《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水利部水总

［2003］67 号）； 

（6）《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水利部水总［2003］67

号）； 

（7）《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

〔2015〕139号）； 

（8）《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9）《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10）《水土保持调查与勘测标准》（GB/T51297-2018）； 

（ 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GB/T51240-2018）。 

（12）其他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2.1.3 技术资料 

（1）《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 

（2）《河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 

（3）《邯郸市主体功能区规划》（2008-2020 年）； 

（4）《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 

（5）《魏县统计年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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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场调查资料。 

2.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预防为

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因地制宜，注重自然修复，突出综

合防治，强化监督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美丽邯郸、绿色魏县提供重要支撑。 

紧密结合魏县城乡建设发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等法律、法规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从魏县

实际出发，加强水土保持法制体系建设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参照河北省及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的有关精神，

进一步细化防治分区及措施布局，因地制宜地开展本县的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在控制新的

水土流失的同时，充分利用大自然的生态自我修复能力改善水

土流失区的现状；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落实综合性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整体推进以重点预防保护、重点监督、重点治

理为核心的总体防治战略；以水源保护、环境改善为中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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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保障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 

2.3 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 

遵循自然规律，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以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为重点，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理念，注重生态自然修复。规划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通

过水土流失防治，切实改善城区、乡镇居民聚集区周边的生态

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规划既要着重水土流失防治，发挥水土保持整体功能，又

要统筹兼顾流域和区域、城区与农村、建设与保护、重点区域

与一般区域之间的关系，形成以规划为依据、政府引导、部门

合作，全社会共同治理水土流失的新局面。 

坚持山水林田湖系统修复，统筹考虑整体与局部、保护与

开发、水土保持与相关行业，充分考虑水土流失现状和防治需

求，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的基础上，突出

重点，区分轻重缓急，分期分步实施。 

（3）坚持分区防治，合理布局。 

调查总结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模式，分区制定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和对策，并据此确定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及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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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治理措施配置模式，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区防治，

分类管理。 

在水土保持区划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区域水土流失特点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分区确定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和

途径，科学合理布局和配置措施。 

（4）坚持保护优先，加强监管。 

在充分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全省和区域重大经济

战略布局前提下，研究分析水土流失对水土资源的影响及其可

能带来的危害，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充分运用法律所赋予水土

保持的职责，合理界定不同区域水土保持功能，依法划定限制

或禁止生产建设行为的区域，制定相应的水土保持监管准则，

完善水土保持综合监管体系，加强综合监管，进一步强化政府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把水土流失预防放在首要位置，最大限度地保护林草植被

和水土保持设施，将人为水土流失减少至最低程度。强化监测

和监督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升水土保持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水平。 

（5）坚持改革创新，注重效益。 

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强化水土保持应用

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示范推广，不断创新水土保持技术

与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科技含量和生态、经

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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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水土保持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为原则，共同推荐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强化政府管理能力，要

明确水土保持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管理

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水土保持工程的档案。 

2.4 规划水平年 

为与河北省及邯郸市的相关总体规划相协调，规划基准年

为 2021 年，规划期为 2022 年—2030 年，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2025

年，远期规划水平年为 2030 年。 

2.5 规划目标 

（1）近期目标：到 2025 年，初步建成与魏县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重点防治区的水土流失得

到有效治理，生态进一步趋向好转。水土流失面积逐渐减少，

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林草植被覆盖面积有所增加，全

县安排水土流失防治面积 7.3km2。中度土壤侵蚀面积削减

100%；土壤侵蚀强度有所下降，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

减少土壤流失量 2.1 万 t 以上。 

（2）远期目标： 

实现全县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

护，建成与我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体系，水土流失面积大幅减少，水蚀面积有效消减，人为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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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全面得到控制。林草植被得到保护与恢复，林草覆盖面积

有相当程度的增加。全县安排水土流失防治面积 8.2km2，减少

土壤流失量 3.2 万 t 以上，入河泥沙大幅减少。 

建成完善的水土保持监管体系，全面落实生产建设项目“三

同时”制度，实现水土保持管理信息化、制度化、规范化。 

水土流失总体治理规划主要指标见表 2-1。 

表 2-1 水土流失总体治理规划主要指标  单位：km2 

项目 近期防治规模（2025 年） 远期防治规模（2030 年） 

综合防治 7.3 8.2 

减少土壤侵蚀量（万 t） 2.1 3.2 

水土保持总任务是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建设林草植被，

保护耕地资源，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水源涵养能力，

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维护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动员各方力量加强预防保护，保护

林草植被和治理成果，制定生产建设活动的限制或禁止条件，

以水土流失重点预防范围为重点，采取封育保护、自然修复等

措施，扩大林草覆盖；在水土流失地区，统筹各行各业及社会

力量，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采取工程、植物、农业耕作等措施

实施综合治理；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创新体制

机制，强化科技支撑，提升监管能力，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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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体布局 

水土保持总体布局是在开展水土保持区划的基础上，根据

各分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水土流失特点、强度和危害，以

及水土流失治理方法的区域相似性和区域间差异性，结合水土

保持主导基础功能，统筹拟定分区生产发展方向布局和水土流

失防治方向、战略和基本工作要求。 

3.1 总体防治方略 

按照规划目标，以《河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邯郸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邯郸市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等为重

要依据，综合分析水土流失防治现状和趋势、水土保持功能的

维护和提高需求，统筹考虑美丽乡村建设需求，提出魏县水土

保持总体方略。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魏县属

北方土石风力侵蚀类型区。根据《邯郸市水土保持规划

（2018—2030 年）》，魏县属于冀中平原南部区，工农业发达，

在黄河泛区、古河道等地存在大量沙质土地，存在轻微风力侵

蚀。魏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15.5km2，水力侵蚀主要集中在河渠、

堤防岸坡及岗丘；风力侵蚀主要集中在黄河泛区、古河道等沙

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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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总体水土流失较轻，河渠、堤防岸坡及黄河泛区、古

河道等区域存在水土流失，城镇开发、工矿企业等生产建设项

目人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水土保持主导基础功能为生态保护、

水质维护；社会经济功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和饮水

安全为主。重点任务是保护现有水土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控制

面源污染，防治水土流失，加强水质维护，保障供水安全，改

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 

预防：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保护天然林、人工林草植被和水土保持治理成果，强化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实施封育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减

轻农业面源污染，增强水源涵养和水质维护功能，全面预防水

土流失。重点突出漳河、魏大馆排水渠、玉泉河、东风渠等重

要河流（渠道）保护，沙荒地的水土流失预防。 

治理：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开展以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加强侵蚀河（渠）道、河（湖）岸坡的综合整治。要围绕县委、

县政府建设“美丽乡村”部署，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地区

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在水土流失区走出一条水土保持与精准扶

贫有机融合、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成功之路。以重

要河（渠）道、旅游景区和城镇周边为重点，推进平原区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区建设。突出平原水力、风力、人为水土流

失易发区重点区域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监管：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体系、监测网络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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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制度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动态监测，提高建设

管理、监督执法、监测评价、科技支撑等综合监管能力，全面

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体系。 

3.2 区域布局 

魏县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开阔平缓，因漳河善淤

善徙善决，在历史上滚动改道频繁，全县境内形成明显的漳河

故道就有 5 条：院堡—邵村；车往—双井—大马村。车往—牙

里—王井；张二庄—紫岗；回隆—河南。这些沟注起伏的漳河

故道，形成魏县故道缓岗、漳卫河滩地、缓斜平地、河间洼地

等地形区。 

为了科学合理进行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在全国水土保

持区划三级功能分区、河北省水土保持区划、邯郸市水土保持

区划基础上，根据我县特点，按照分类指导、分区防治的原则，

分区确定水土保持功能、防治任务和途径，作为重点项目布局

与规划的基础。 

魏县位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

保持主导基础功能为生态维护及水质维护；社会经济功能以保

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和农田保护为主，兼顾林业生产。重

点任务是保护现有水土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控制面源污染，防

治水土流失，加强水质维护，保障供水安全，改善人居环境和

生产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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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县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主

导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在划分过程中主要以乡镇

为划分单元，并考虑渠系的连续性。综合上述划分原则，将全

县整体划为黄泛冀中平原漳河故道沙土区一个类型区。河北省

水土保持区划（魏县）三级区划成果见附表 4、魏县水土保持

区划成果见附表 5。 

3.2.1 黄泛冀中平原漳河故道沙土区 

该区面积约为 864.81km2，涉及全县 12 个镇，9 个乡。土

壤类型土壤类型主要为潮土，土壤耕作层多为壤质土，在温带

气候条件影响下，耕作层有机质分解较强，区域内种植业发达，

分布大型军留灌区和民有灌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

兼有风力侵蚀，土壤侵蚀强度主要为轻度。 

由于历史上洪水泛滥、冲淤，在黄河泛区、古河道等地形

成大量沙质土地，加之生产翻耕、植被覆盖少，风沙危害较严

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居环境。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采，加

重水土流失。本区水土保持主导功能是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

护、水质维护、土壤保持和河湖沟渠边岸保护。 

主要任务是：（1）加强农田林网及灌排系统建设，做好农

田防护，保护土壤资源，提高土地生产力，改良土壤，建设高

标准农田，发展节水高效农业；（2）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村环境

改善，做好重要渠系及水源区的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维护水质

安全；（3）整治河渠岸坡，防止冲刷侵蚀，减少河渠淤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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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平原水土流失易发区生产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减少新增人

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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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 

重点防治区划分是在进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域和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域复核划定的基础上，分析确定水土流失防治重

点格局和范围，提出水土流失防治途径和主要技术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

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4.1 划分背景 

2013 年，水利部办公厅以“办水保〔2013〕188 号”文正式

公布了本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复核

划分成果，魏县属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魏县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范围参照水利部下发的《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划分导则》规定中的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划分方法

进行划分。 

4.2 划分依据 

（1）水利部《关于划分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

（2006 年第 2 号）。 

（2）全国《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导则》(SL717-2015)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4）《河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 

（5）《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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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划分原则 

魏县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遵循以下原

则： 

①集中连片原则：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应

集中连片，面积达到一定规模。 

②统筹协调原则：以水土流失调查为基础，立足于技术经

济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统筹考虑主体功能区、生态功能区、水

土流失潜在危险性和严重性、水土流失防治需求、以往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 

③相似性和差异性原则：应根据分区指标的区内相似性和

区间差异性进行分区。 

④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依据定量指标与定性因素，综

合分析划定。 

魏县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应当在国家、省级、市级划

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基础上，依据《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导则》（SL717-2015），结合魏县水土流

失特点，划分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 

4.4 重点防治区划分结果 

4.4.1 魏县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结果》的通知（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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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2013］188 号）和《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

（国函［2015］160 号），魏县属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河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魏县）复

核划分成果表见附表 6。 

魏县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在国家、省级、市级划定的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基础上，依据《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划分导则》（SL717-2015），结合魏县水土流失特

点等情况，提出魏县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划分一个

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结合魏县水土流失特点，以乡镇为单元，在省级和市级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基础上，确定魏县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涉及 7 个乡镇，分别为牙里镇、东代固乡、边马乡、魏城

镇、德政镇、双井镇、大辛庄乡，土地总面积为 312.62km2。魏

县水土流失重点预防范围分布情况详见表 4.5-1。 

（1）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魏县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涉及牙里镇、东代固乡、边马乡、

魏城镇、德政镇、双井镇、大辛庄乡 7 个乡镇，行政区总面积

312.62km2，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36.1%，其中重点防治 15.5km2。 

表 4.5-1 魏县水土流失重点预防范围分布情况表 

重点防治区名称 
重点预防范围 

（涉及乡镇） 
乡镇（个数） 总面积（km2）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牙里镇、东代固乡、边马乡、魏城镇、

德政镇、双井镇、大辛庄乡 
7 312.62 

魏县属于水蚀风蚀交错区，水土流失类型主要包括水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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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侵蚀。种植业发达，人为活动强烈，大面积的种植等，造

成了新的水土流失。北部城区是生态敏感性较强的土地空间，

须对北部生态带进行防治保护，这对控制城市规模，改善区域

环境，提供农副产品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4.5 水土流失易发区 

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简称水土流失易发区）指

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外容易产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根

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界定原则，主要包括山区、丘陵区和风沙

区以外且海拔 200m 以下、相对高差小于 50m，并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区域：涉及水质维护或人居环境维护功能的重要区域；

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土质疏松，沙粒含量较高，

人为扰动后易产生风蚀的区域；年均降水量大于 500mm，一定

范围内地形起伏度 10～50m 的区域；河流两侧一定范围，具有

岸线保护功能的区域；各级政府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要生

态功能区；湿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具有一

定规模的矿产资源集中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 

按照以上界定原则，本次规划魏县全县都属于平原风力侵

蚀易发区，见附表 7 

 

 



魏县水土保持规划（2021 年-2030 年） 

37 

 

5预防保护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守住生态底线。按照水土保持

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以治理为主向治理和自然修复

相结合转变的要求，全面预防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引发的水

土流失，促进水土资源“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加强

预防保护和局部治理，保护地表植被，扩大林草覆盖，将潜在

水土流失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加强监督、严格执法，从源头

上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全面实施预防保护，扩大林草覆盖面积，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对林草覆盖率高、存在水土流失

潜在危险的区域实施封育保护、自然修复。对重要水源地、河

渠两岸实施重点预防保护，治理局部严重区域的水土流失，依

法监控生产建设活动，保护治理成果。 

5.1 预防范围 

水土流失预防范围主要是水土流失较轻，潜在危险及危害

程度较高，生态功能重要，需采取预防保护措施的区域，包括

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漳河、卫河两岸、水源

保护区，及其他需要进行预防保护的区域。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结果》的通知（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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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2013］188 号）和《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

（国函［2015］160 号），魏县属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 

根据河北省实施的《河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

水土流失预防范围主要分布在河渠两岸和土壤沙化土地区域，

主要为风沙区及平原水土流失易发区。 

5.2 预防保护对象 

预防对象指在预防保护范围内需保护的林草植被、水土保持

设施等。 

（1）保护现有天然林、人工林、植被覆盖度较高的草地、水

土保持设施及其他治理成果； 

（2）保护河渠两岸周边的植物保护带； 

（3）恢复和提高林草植被覆盖度低且存在水土流失区域的林

草植被覆盖度； 

（4）预防开办涉及土方开挖、填筑或者堆放、排弃等生产建

设活动造成的新水土流失； 

（5）预防垦造耕地、经济林种植、林木采伐及其他农业生产

活动中的水土流失。 

魏县的预防保护实施范围首先应考虑天然林、植被覆盖率

较高的人工林、和河流两岸的区域。这些区域人为活动相对较

少，对环境的压力相对小一些，植被易于封育保护，可依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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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自我修复能力恢复。除此之外，对现状水土流失范围分布

较分散，前期已开展了治理工程，范围内水土流失强度较以前

明显降低、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的区域实施植被恢复措施。可通

过减少人为干扰，使小部分水土流失区域逐步达到自我修复，

并使前期治理的成果得以延续。 

5.3 项目布局 

魏县计划于近期 2021-2025 年对水土流失以微、轻为主的

预防保护区实施以生态修复为主的预防保护措施，实施植被恢

复和人居环境整治。上述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农用地为

主，规划对于区域内疏林地、灌丛地等，采取相应的育林技术

措施，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提高林树种的比例。同时，结合面

源污染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使现有的植被得到保护和

恢复，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水平。在确保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饮用水源安全及周边植被不受破坏的前提下，

在水土流失强度较大的区域配置水土流失治理措施。 

远期（2025~2030 年）计划对水土流失以轻、中为主的预

防保护区实施以综合防治为主的预防保护措施，建成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体系。水土流失治理措施配置上的重点应放在改善生

态环境、涵养水源、防治面源污染上，同时在饮用水源或公园

周边加强封禁管护，防止人为破坏。 

5.4 措施体系 

5.4.1 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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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护林力度，充分利用自然的修复能力，提高林草

植被覆盖率，恢复植被和提高林分质量。对区内森林植被的疏

伐更新、林相改造以及确需要砍伐的林木，必须严格按规定制

定采伐区采伐方案，采伐方案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由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依法进行处罚。 

（2）生产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尽量减少植被破坏，

对取土场、开挖面、采空地、堆渣场必须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护

措施，并及时植树种草，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3）风景名胜区不得建设破坏水系、河道等自然景观的建

设项目，保护区内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 

（4）加强对重要河流两岸防护林带、水生植物、河流湿

地、浅滩岸坡的保护，禁止向河岸、滩地倾倒弃土石渣，严格

限制河滩造地和利用河滩进行与保护水体和防洪无关的建设项

目，加强对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的养护和管理，因建设需征用

时，必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5）饮用水源保护区不得建设与保护水源和供水无关的生

产建设项目，风景名胜区不得建设破坏水系、森林、草地等自

然景观的建设项目，保护区内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 

（6）严格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制度，

限制取土、取石等破坏地表、损坏森林植被等生产建设项目的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生产建设项目应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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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林草植被恢复率等指标应相应提高一个等级。 

（7）加强对河道、沟渠两岸现有林草植被的养护和管理，

结合生态护岸型式加强河道岸坡保护，充分利用植物对污染物

的吸附截留功能；鼓励利用未利用地、非耕地布置农村生活污

水、畜禽养殖污水土地处理系统，利用河道滩地、库尾浅滩和

库湾等建设生态湿地净化河流水质。 

（8）加强重点预防区的预防保护措施。 

5.4.2 技术措施 

在预防范围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预防保护对象发挥的

水土保持主导基础功能，进行措施配置；以加强区内生态系统

保护，减少地表扰动，修复自然生态环境。 

加强沿河生态涵养带的维护与管护，把农田防护林建设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统筹考虑村镇、道路、河流、沟渠、

农田，综合治理风、沙、旱、涝和水土流失，全面发展农、

林、牧、副、渔；坚持因害设防、因地制宜的原则，优化树种

结构，大力发展优良乡土树种，实现农田林网标准化；以乡

道、村道和三级支流作为骨干林带，两侧栽植乔木；增加乔灌

结合比例和绿化树种配置比例，提高综合防护能力。 

5.5 措施配置 

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保护生态恢复、土地整治、面源污染控

制措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及局部水土流失治理措施。 

5.5.1 抚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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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流岸坡区、河渠两岸的植被采取抚育更新、林分改造、补

植补种、自然修复，增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通过有计划、

有步骤的封禁手段和管护措施，利用树木的自然繁殖能力和森林演

替的动态变化规律，使疏林、灌丛、残林迹地等恢复和发展为森林、

灌丛或者草本植被。 

保护管理主要是依法限制或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

设活动，对取土、开垦荒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采

取预防监管措施，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减少对地貌植被扰动，保护生态。建立管护网络，落实管护责

任，加强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果的运行管护，保障水土保持措

施长期发挥效益。 

5.5.2 植被恢复 

运用生态学原理，通过保护现有植被、护林或营造人工

林、灌、草植被，修复或重建被毁坏或被破坏的森林和其他自

然生态系统，恢复其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功能。通过人工

或人工与天然结合等手段营造出植物长久生长的生育基础，使

植被得到有效恢复，既是一种治理手段，同时也是治理的过程

和目的。 

植被恢复主要应用于植被立地条件较好的疏林地、经过人

工修复或重建的林地。 

5.5.3 减少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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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防控主要是对近河（湖、湿地）及村镇周边农村

生活垃圾和污水采取集中堆放、收集和处理措施，滨河（湿地）

建设植物保护带、植物过滤带和人工湿地，严格控制化肥、农

药使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 

5.5.4 生态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包括小型水利设施、护岸、沟头防护、护坡、护

地堤等侵蚀沟道和沟道治理工程。 

通过修建水闸、渠堤等水利水保工程，控制水土流失。同

时，利用乡村现有沟渠、坑塘集雨蓄水和引提客水，补充地下

水资源。 

护岸工程：从保护河道湿地生态系统的角度，除常水位以

下考虑满足防洪防冲要求采用砌石外，常水位以上考虑采用工

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在保护河岸的同时，兼顾景观、生

态、水土保持等功能。护岸顶部可砌筑种植槽，种植槽中栽植

下挂植物，亲水平台上植草绿化，护岸顶部后方进行绿化，供

村民休憩、游玩，并在该处设置水保宣传栏一处。 

5.5.5 生态清洁措施 

（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主要包括农村人居环境绿化、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 3 个方面。农村人居环境绿化有条件的可以整合土地，

增加块状绿地、成片绿地，充分营造植树造林、爱绿护绿的浓

厚氛围。因地制宜的对居住区的“四旁”（村旁、路旁、宅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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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旁）进行绿化等，做好见缝插“绿”，减少土地裸露面积，美

化居住环境。针对农村的垃圾处理现状，以村为单位，20～30

户设 1 个垃圾桶，布设在道路的两侧和路口。并在每村安排一

个垃圾池，以提高垃圾的收纳容量，做到生活垃圾的收集率达

到 90%以上。对生活污水直排的村庄住户，考虑结合化粪池等

工程设施对污水进行处理，根据入池的污水量选择双格或三格

形式。将附近住户的生活污水集中排入化粪池内。将熟化的粪

液用于农田施肥，从而解决农户生活污染问题。 

（2）农村能源替代 

为解决农村生活燃料问题农村地区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

风能、沼气、液化气、秸杆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改善农村生

活卫生条件，减少农村柴薪消耗，有效保护周边植被和生态环

境，防止水土流失。 

5.6 重点预防水土保持项目 

按照总体防治方略、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及全国水土

保持规划确定的重点水土保持预防项目安排，拟定我县范围内

重点预防工程项目。本着“大预防、小治理”的指导思想，对重

点预防项目所涉及乡（镇）的预防对象和局部存在的水土流失

进行综合防治，充分考虑预防保护对象的重要性、迫切性，确

定项目的范围、任务和规模。 

（1）魏县需开展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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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卫河两岸及人类活动较强烈的局部严重水土流失地带，

共涉及县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8 个乡（镇），分别为牙里镇、

东代固乡、边马乡、魏城镇、德政镇、双井镇、大辛庄乡 7 个

乡镇，行政区总面积 312.62km2，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36.1%。 

水土流失以轻度风力侵蚀为主，主要分布在疏林地、荒地

和平原河渠岸坡。荒地林草植被差，土地裸露、河渠密布，水

土流失造成河渠泥沙淤积、土地生产力下降，区域水土保持、

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功能不足；平原地区人口密集、生产活动

频繁，河道两岸及湖洼周边垦殖程度高，河渠岸坡冲刷、坍塌

淤积，影响排灌和河流生态。 

（2）规划任务 

以河（渠）系为单元水林田湖草全面规划，工程、植物和

保护性耕作措施合理配置，保土蓄水，改善生态。生态与经济

并重，建设小型水利设施和节水灌溉工程，高效利用和有效保

护水土资源，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维持和提高土地生产力，

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规划措施 

魏县重点预防区内采取以预防措施为主，治理措施为辅的

方式进行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土保持措施规模见表 5.6-1。 

规划重点预防水土流失面积 15.5km2，各项具体措施的分布

情况为：面源污染防治面积 6.2km2，人居环境改善面积 1.9km2，

农田水利 2.5km2，护岸工程 2.3km2，裸露面治理面积 2.6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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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规划主要指标   单位：km2 

区域 

综合防治 

总面积 
面源 

防治 

节水 

灌溉 

护岸 

工程 

裸露面 

治理 

人居环境

改善 

牙里镇 2.8 1.1 0.6 0.5 0.4 0.2 

边马乡 1.6 0.6 0.2 0.3 0.2 0.3 

双井镇 1.6 0.7 0.2 0.2 0.3 0.2 

大辛庄乡 2.2 0.8 0.4 0.3 0.4 0.3 

东代固乡 2 0.9 0.4 0.2 0.3 0.2 

魏城镇 2.1 0.8 0.2 0.4 0.4 0.3 

德政镇 3.2 1.3 0.5 0.4 0.6 0.4 

合计 15.5 6.2 2.5 2.3 2.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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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监管 

6.1 监测规划 

水土流失监测，就是从保护水土资源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

境出发，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对水土流失的成因、数量、强

度、影响范围及后果等进行监视和测定的活动。它是防治水土

流失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贯彻实施水土保

持法规，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以及针对水土流失发展状

况，搞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土保持监测预报是水土保持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水土保

持技术体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世纪保证水土保持工

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应视为水土保持的耳目。 

6.1.1 监测点 

监测点布设的区域必须具有代表性，应针对可能造成水土

流失的区域，即风力作用下易发生侵蚀的区域和采取水土保持

措施区域，以便掌握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及防治效果。 

根据统一安排，结合魏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实

际情况及魏县风蚀现状，监测点布设在魏县魏城镇。魏县水土

保持监测站点布设表见附表 9。 

6.1.2 监测内容 

监测主要是进行有量化概念的对水土流失消长（发生、发

展、消失）过程的监测监控和预报，及时准确地为政府控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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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风沙

片、项目区进行定期量化观测，检验治理措施的成效及治理对

生态环境、河道和侵蚀土地的变化规律和重大影响。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是以全县水土流失普查、水土流失重点

防治区、地面定位监测点、开发建设项目等的监测为重点，全

方位地开展水土流失监测，掌握全县水土流失动态，为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服务。 

水土流失主要监测内容如下： 

（1）地表特征因子； 

（2）气象动力因子、土壤特征因子、土壤风蚀因子； 

（3）工程措施数量、植物措施数量； 

（4）汛期洪沟行洪能力的变化； 

（5）水土流失危害的大小； 

（6）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7）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的效益； 

（8）破坏地面的恢复程度。 

6.1.3 监测方法 

水土流失监测方法主要有三种：定位观测法、实地调查法

和遥感监测法。 

定位观测法：是水土流失监测的一种传统的基本方法，应

用极为普遍。诸如降雨量、径流量、含沙量、风速等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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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监测等，都可以通过布设风蚀观测场，定时观测或采样

分析，从而获得监测数据资料。 

实地调查法：由水利局组织监测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

开发建设区域，对定位观测收集不到的，监测指标进行统计测

算。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对全县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开发建设

项目进行分区抽查；在预防区和治理区分别抽查 1-2 个较大的

企业（或项目）；对不同行业工矿企业、建设项目年弃土弃渣

量，地表植被破坏面积等，由监测人员深入工矿企业，采用访

问、实地量测填写表格等形式，进行调查；并对两个功能区人

为造成的水土流失量、环境污染对周围植物的影响，水土保持

林草成活率等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全县水土流失发展情况，

并以适当方式报告给政府或向社会公告。 

遥感监测法：由省水利厅计划安排，定期对水土流失现状

进行一次遥测。本地区应按省厅要求，配合做好成果对照实际

核验。遥感法通过航片或卫片用计算机或目视解译，获得准确

可靠的信息资料或指标，进行不同时段的对比，判定水土流失

的变化情况。 

6.1.4 监测任务和重点项目 

（1）监测任务 

监测任务主要是对水土流失进行动态监测，对当地水土流

失状况定期普查，定点取样，及时掌握水土流失类型、侵蚀程

度、面积及变化趋势，准确掌握水土保持预防和治理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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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评价水土保持效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等提

供支撑。此外，对突发性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可加设观测点

进行临时观测和调查。所谓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是指开发建设

活动，使地貌植被受扰动后在水力、风力等外营力作用下易于

发生侵蚀，或废土、废石、废渣排放量大的场所。观测和调查

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生产建设对地貌、植被的扰动范围、扰动

强度、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类型、强度、流失量及危害大小。 

（2）重点项目 

结合预防规划和治理规划安排重点监测项目，重点监测项

目的监测工作应满足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监督检查和考

核的要求，满足水土保持法的要求，充分考虑政府决策、社会

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的需求，满足规划、科研、监督、示

范等不同层次管理信息的需要。 

预防规划中重点预防项目，应重点监测上述区域风、降水、

地形、地貌、植被结构状况、水土保持设施面积、数量、质量、

水土流失的分布、面积、强度和流失量的变化情况、生态修复

总体效益及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等。重要水源区监测过程中，

应增加面源污染监测内容。 

6.2 监督管理 

水土保持综合监督管理是水土保持法赋予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法律职责和依法行政的重要体现，是落实“预防为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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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优先”方针和推动水土流失防治由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

的重要手段。 

6.2.1 生产建设活动和开发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 

生产建设活动和生产建设项目的监管内容包括：取土挖

砂、陡坡地开垦种植等各类禁止行为的监控工作，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脆弱地区以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或活

动等限制性行为的监控工作，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

报、审批与实施工作情况。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的区域划定及管理制度制定；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地区划定与管理制度制定；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及验收制度制定等。 

（1）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的区域划定及管理制度

制定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水土保持法及地方法规有关规定，在

国家宏观管理规定的指导下，制定划分方案，落实划定植物保

护带范围，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2）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地区划定与管理制度制定 

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水土保持法及地方法规有关规定，在

国家相关技术导则和管理规定的指导下，制定划分方案，落实

划定，并提出划定区域内的生产建设活动限制或者禁止的条件

与准则及相应管理制度。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制度 

在风沙区以及本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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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重点抓好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核

准或者备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与审批，建立健

全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制度。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制度 

建立健全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制度，生产建

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实施、

同时投产使用；建设单位及时提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申请；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分级审批权限负责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水土

保持设施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

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6.2.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及其重点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及其重点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内容主

要为地方人民政府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情况。 

配合上述监管内容，应建立或完善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

与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国家及省级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管理制

度，完善规划设计技术标准和技术审查规定；完善以国家投资

为主导，吸纳社会和个人投资等的投入机制；完善工程建设招

投标、监理、公众参与、村民自建等制度；完善建成水土保持

设施管护责任及乡规民约制度。完善水土保持信息化管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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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应用“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及时上报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情况。进一步理顺计划下达、实

施方案审批、工程验收等程序，做到建管并重，着力落实管护

责任，保障水土保持治理各项措施功能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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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施进度及投资匡（估）算 

7.1 实施进度 

7.1.1 进度安排原则 

进度安排贯彻“先急后缓，先重后轻、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的原则，优先安排地方积极性高、效益显著、配套资金落实，

统筹考虑各地区的水土流失防治需要、已批复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专项规划及续建重点工程任务情况等，安排近期和远期项目

和任务。确保项目落实后对魏县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带动

作用或促进作用，适当兼顾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7.1.2 近期实施安排 

规划的现状年是 2020 年，近期从 2021 年至 2025 年，远期

从 2026 年至 2030 年。按照轻重缓急、先易后难、所需投入与

同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近期安排综合防治面积

7.3km2。 

近期工作的重点，首先是植被自然恢复，维护生态环境相

对脆弱的区域生态平衡；加快对公路开挖边坡及开发区内遗留

裸地等裸露面的治理；以生态修复措施为主，防治生态相对脆

弱的林草地水土流失。 

近期水土保持综合防治面积 7.3km2，各项具体措施的分布

情况为：面源防治面积 3km2，人居环境改善面积 0.9km2，节水

灌溉 1.1km2，护岸工程 1km2，裸露面治理面积 1.3km2。近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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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保护区综合防治项目概况见表 7.1-1。 

表7.1-1近期预防保护区项目措施概况 单位：km2 

区域 

综合治理规模 

总面积 
面源 

防治 

节水 

灌溉 

护岸 

工程 

裸露面 

治理 

人居环

境改善 

黄泛冀中低

洼平原区 

东代固乡 2 0.9 0.4 0.2 0.3 0.2 

魏城镇 2.1 0.8 0.2 0.4 0.4 0.3 

德政镇 3.2 1.3 0.5 0.4 0.6 0.4 

合计 7.3 3 1.1 1 1.3 0.9 

7.1.3 远期实施安排 

远期从2026年至2030年。按照轻重缓急、先易后难、所需

投入与同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远期安排重点预防面

积8.2km2，见表7.1-2。 

远期水土保持综合防治面积 8.2km2，各项具体措施的分布

情况为：面源防治面积 3.2km2，人居环境改善面积 1km2，节水

灌溉 1.4km2，护岸工程 1.3km2，裸露面治理面积 1.3km2。 

表8.1-2远期综合治理区项目概况  单位：km2 

区域 

综合治理规模 

总面积 
面源 

防治 

节水 

灌溉 

护岸 

工程 

裸露面 

治理 

人居环

境改善 

黄泛冀中平

原漳河故道

沙土区 

牙里镇 2.8 1.1 0.6 0.5 0.4 0.2 

边马乡 1.6 0.6 0.2 0.3 0.2 0.3 

双井镇 1.6 0.7 0.2 0.2 0.3 0.2 

大辛庄乡 2.2 0.8 0.4 0.3 0.4 0.3 

合计 8.2 3.2 1.4 1.3 1.3 1 

7.1.4 综合监管项目 

（1）生产建设活动和开发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 

生产建设活动和生产建设项目的监管内容包括：取土挖砂、

陡坡地开垦种植等各类禁止行为的监控工作，水土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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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脆弱地区以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或活动等

限制性行为的监控工作，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

批与实施工作情况。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的区域划定及管理制度制定；水土

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地区划定与管理制度制定；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及验收制度制定等。 

（2）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监督管理 

水土保持监测的监管内容包括：水土保持监测经费落实情

况，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与定期公告情况，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监测结果定期上报工作情况等。配合上述监管内容，应建立

或完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及公告制度，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监测监督和评判制度等。 

（3）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的监管及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的监管内容包括：水行政监督检查

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情况，违法违规生产建设项目和生

产建设活动查处情况等。配合上述监管内容，应建立或完善水

土保持执法督查机构和队伍建设，以及执法督查程序化及违法

行为责任与查处追究制度建设。 

7.2 重点项目投资匡算 

7.2.1 投资匡算依据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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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号）、《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水利部水总［2003］67

号)，参照近期实施的重点生态项目投资标准、专项工作投入费

用和相关专项规划的投资标准，确定各类项目的综合投资单价

和专项工作费用。 

7.2.2 总投资 

魏县水土保持项目总投资为 1251.5 万元，其中近期规划综

合防治水土保持项目投资 567 万元，远期规划综合防治水土保

持项目投资 634.5 万元，综合监管总投资为 50 万元。重点水土

保持项目总投资见表 7.2-1。 

表 7.2-1 重点水土保持项目总投资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单价（万元） 
合计 

（万元） 

一 近期规模 
   

567 

1 
重点预防水土保持

项目    
567 

（1） 面源污染防治 km2 3 65 195 

（2） 节水灌溉 km2 1.1 65 71.5 

（3） 护岸工程 km2 1 85 85 

（4） 裸露面治理 km2 1.3 100 130 

（5） 人居环境 km2 0.9 95 85.5 

二 远期规模 
   

634.5 

1 
重点预防水土保持

项目    
634.5 

（1） 面源污染防治 km2 3.2 65 208 

（2） 节水灌溉 km2 1.4 65 91 

（3） 护岸工程 km2 1.3 85 110.5 

（4） 裸露面治理 km2 1.3 100 130 

（5） 人居环境 km2 1 95 95 

三 综合监管项目 
   

50 

1 监督管理 项 1 31 31 

2 动态监测 项 1 19 19 

合计 
    

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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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实施效果 

7.3.1 蓄水保土效果分析 

通过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构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可有效控制土壤侵蚀、保护土地资源、减轻泥沙淤积和风沙危

害、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充分发挥水土保持措施调节径流、蓄

水保土功能，提高雨洪利用率，增强自然修复和涵养水源能力，

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 

7.3.2 生态效果分析 

规划实施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通过减缓地表径流、增加

土壤入渗、改善土壤性质、减少土壤流失等作用发挥保土和蓄

水基础生态效益的同时，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逐步实现在其他方

面的各项生态效益，有效维护和提高不同区块在土壤保持、水

源涵养、人居环境维护方面的水土保持主导生态功能。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的其他生态效果主要表现在： 

（1）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增加土壤的涵蓄量，改善

小气候和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产量； 

（2）保护生态植被，增加植被覆盖和多样性，提高植被质

量和水源涵养、改善气候等功能； 

（3）有效抑制因水土流失造成的面源污染，改善区域水质，

减少使得区域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4）优化区域景观环境，减少自然灾害，促进城乡环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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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改善。 

7.3.3 经济效果分析 

通过水土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夯实了农业经济发展基础。

水土保持工程可提高耕地质量和土地生产力，增加降水资源有

效利用和抵御干旱能力，改善农业耕作条件和增强综合生产能

力，促进农林特色产业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7.3.4 社会效果分析 

（1）保护耕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实施节水灌溉，

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为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通过实施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

可有效控制沟坡侵蚀和面源污染，提高水源涵养和蓄水保土能

力，保护水源地，改善人居环境，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旅

游。 

（3）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保护公共设施安全。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蓄水保土效益的稳步发挥，可减少河河流的泥沙淤积，

提高水利工程的防灾减灾能力，有效减轻洪涝、干旱、风沙等

自然灾害，保护农田、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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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障措施 

8.1 组织管理保障 

（1）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

是一项投资巨大、效益长远的社会公益事业。魏县及各镇人民

政府应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既需要发展改革、财政、国土、交通、

环保、农业、林业、建设等各级各部门的齐抓共管，更需要具

体的责任单位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和当年度水土流失防治计划的

要求认真开展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根据魏县实际，确定魏县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以镇（乡）为

责任单位，以行政村为基本实施单位，魏县水利局为行政主管

部门，建立任务到村、责任到乡镇、县主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和技术指导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责任制，把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列入政府工作的年度计划，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

各司其职，扎实有效地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采用多种形式，

加大宣传力度，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等法律、法规，增强广大公民和法人的水土保持意识和法制观

念，做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为子孙后代着想，做预防和治理

水土流失的带头人。 

（2）健全法制、完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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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体系，制定完善相关的配

套法规、政策，强化监督，严格执法，狠抓落实，依法查处水

土保持违法案件。建立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逐级签定年度水

土保持规划实施目标责任，逐年进行年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

魏县及各镇（乡）政府年度政绩内容之一。 

二是各镇（乡）和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

统筹考虑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严格执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申报和审批制度，切实做到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

制度、竣工验收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和

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是制定和完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

水土保持发展机制，按照治理、使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明

晰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的权属，保护治理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和

支持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吸

引信贷、民间资本、外资等投入水土流失治理。 

四是适时推行工程建设公示制，让公众自觉参与、监督工

程建设管理，真正把水土保持工程建成“民心工程”。 

8.2 投入保障 

水土保持是一项投资较大、效益长远的公益事业，政府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把防治

水土流失目标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生态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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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由财政安排必要的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证，并

按比例逐年增加对水土保持专项经费的投入，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并依靠广大群众投资投劳，吸收社会投资，形成“群众自力

更生为主、国家适当予以扶持”的水土保持投资体制。 

依法足额征收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并按规定主要用于水土

保持设施的建设和管理。魏县及各镇（乡）人民政府、部门均

应予以支持，并加强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强化征收措施，不

得超越权限随意减免，也不能将征收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调

配到规定的使用范围以外使用。 

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形成“水

保为社会、社会办水保”的局面，实行国家、地方、社会、个人

共同投入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机制。水利建设资金、农业

土地开发资金、代工代赈、扶贫开发以及金融信贷也应当向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倾斜。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在

水土保持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预防、监督和监测，每年应

从农口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水土流失防治。 

8.3 科技保障 

结合魏县实际，魏县水利局加强对镇（乡）水土保持从业

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提高水土保持从业人员的业务水

平和综合素质，学习外地开展水土流失防治的成功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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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大水土保持科技投入力度，加强水土保持科技推广，及时

总结实施经验，扩大新型水土保持技术的受益面，使水土流失

防治工作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达到费省效宏的目的。 

委托具有相应水土保持监理资质的单位，进行水土保持工

程监理工作，形成以项目法人（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单位、

监理工程师三方相互配合，以监理工程师为核心的合同管理模

式，以期达到有效合理的资金投入，确保施工进度，提高水土

保持工程施工质量的目的。 

8.4 强化宣传教育，营造舆论氛围 

各地要加强水土保持宣传教育，把水土保持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建设和完善宣传教育平台，打造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和生态文明示范工程，充分发挥典型引路、示范推广、科普

宣教作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组织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公众参与的公益活动，宣传普及法律、法规和

科学知识，不断强化全社会生态危机意识，提高公众保护水土

资源意识，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全员参与、各方支持的良好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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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9 年魏县社会经济情况表 

乡（镇）名称 人口 耕地面积（亩）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亩） 油料作物播种面积（亩） 棉花（亩） 蔬菜播种面积（亩） 

街道办 75017 8926 10960     1258 

魏城镇 58916 32866 46809 2166 360 5370 

东代固镇 38634 16413 8390 4145 210 8146 

棘针寨镇 29780 30015 28150 1512 1667 10640 

德政镇 27035 25230 27376 645 293 7048 

沙口集乡 55405 65910 81900 2224 95 6766 

野胡拐乡 25560 26280 34486 1338 32 3221 

仕望集乡 25865 26205 33710 140 335 8282 

北皋镇 82691 75510 101005 2558 2428 7851 

前大磨乡 38505 40035 53173 1851 423 2999 

院堡镇 26757 22920 31706 262 362 3162 

双井镇 51431 51645 80489 1490 1765 4134 

南双庙镇 51493 48630 65494 1740   1199 

大马村乡 22127 25590 39870 834 613 3872 

大辛庄乡 36685 56438 63830 1996 1050 5292 

边马乡 59912 60060 84284 455 50 5328 

牙里镇 69078 53670 81431 356 134 4570 

张二庄镇 70916 62070 95167 2610 1695 6000 

车往镇 49975 48765 67380 1879 348 4249 

回隆镇 62153 53400 77592 500   4596 

北抬头乡 31201 29670 48127 665 457 4331 

泊口乡 55080 49935 59261 532 517 2663 

合计 1044216 910183 1220590 29898 12834 10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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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魏县土地利用现状表单位：hm2 

行政区总面积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魏县 86481 60482.95 4367.27 2936.14 879.83 13326.83 2164.99 1710.68 

魏城镇 5911 2178.67 1924.94 15.90 43.09 1755.04 277.18 206.39 

德政镇 2726 1521.88 28.66 8.77 12.22 549.88 140.96 65.63 

北皋镇 6491 5165.75 1.28 448.13 27.06 933.37 98.35 235.00 

双井镇 5215 3653.48 30.82 194.08 78.11 626.59 151.79 114.89 

牙里镇 4982 3696.50 38.61 63.40 28.22 770.19 125.05 111.06 

车往镇 4710 3198.03 52.16 368.08 31.71 559.66 85.78 73.57 

回隆镇 4254 3312.75 1.37 230.86 17.75 720.13 97.79 8.37 

东代固乡 2895 483.41 1714.23 23.06 19.48 421.14 130.00 78.60 

棘针寨乡 2861 1356.70 401.91 22.14 10.59 415.29 104.72 70.05 

沙口集乡 6114 4555.73 81.76 184.99 93.89 833.04 206.56 178.08 

野胡拐乡 2516 1764.66 13.89 294.32 25.42 336.95 69.23 96.04 

仕望集乡 2490 1906.84 23.73 134.15 7.07 345.23 440.77 56.71 

前大磨乡 3614 2761.20 2.23 202.38 28.82 544.50 67.70 79.74 

院堡乡 2269 1638.67 22.10 63.75 3.85 318.61 53.09 27.53 

南双庙乡 4683 3215.37 2.27 189.77 78.87 736.68 86.49 90.24 

大辛庄乡 4717 4484.92 4.68 50.14 105.67 456.64 66.78 50.85 

大马村乡 2444 1866.79 0.70 17.18 28.27 269.05 35.58 7.98 

边马乡 4816 4140.97 0.66 54.99 70.81 715.33 73.73 10.25 

张二庄镇 5945 4654.09 3.12 91.27 82.78 910.45 130.75 213.72 

北抬头乡 2654 2067.84 2.04 104.78 32.42 391.71 41.80 37.89 

泊口乡 4174 3305.27 24.61 121.87 61.21 654.11 78.25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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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魏县分乡镇水土流失面积表   单位：km2 

乡镇 合计 微度侵蚀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剧烈侵蚀 

牙里镇 1.83 1.83     

回隆镇       

张二庄镇       

东代固乡 1.45 1.45     

棘针寨乡       

野胡拐乡       

前大磨乡       

院堡乡       

南双庙乡       

大马村乡       

边马乡 2.93 2.93     

北抬头乡       

泊口乡       

魏城镇 3.44 3.31 0.13    

德政镇 2.12 2.12     

北皋镇       

双井镇 1.31 1.31     

车往镇       

沙口集乡       

仕望集乡 
 

 
 

   

大辛庄乡 2.42 2.42     

合计 15.5 15.37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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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魏县）三级区划成果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乡镇 

Ⅲ北方土石山区 
Ⅲ-5 华北平

原区 

Ⅲ-5-3fn 黄泛平原防风固

沙农田防护区 

魏城镇、东代固镇、德政镇、北皋镇、双井镇、牙里镇、车往镇、回隆

镇、张二庄镇、院堡镇、棘针寨镇、南双庙镇、边马镇、沙口集乡、野

胡拐乡、仕望集乡、前大磨乡、大辛庄乡、大马村乡、北台头乡、泊口

镇 

附表 5 魏县省级水土保持区划成果表 

国家水土保持区划成果 
河北省水土保持分区 县（市、区）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Ⅲ北方土石山

区 
Ⅲ-5 华北平原区 

Ⅲ-5-3fn 黄泛平原防风固

沙农田防护区 

12-nf 冀中平原南部农田防

护与防风固沙区 

魏城镇、东代固镇、德政镇、北皋

镇、双井镇、牙里镇、车往镇、回

隆镇、张二庄镇、院堡镇、棘针寨

镇、南双庙镇、边马镇、沙口集乡、

野胡拐乡、仕望集乡、前大磨乡、

大辛庄乡、大马村乡、北台头乡、

泊口镇 

附表 6 河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魏县）复核划分成果表 

防治区名称 县（市、区） 
县（市、区）

个数 

区域面积

（km2） 

重点预防面积

（km2） 

重点治理面积

（km2） 

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魏县 1 864.81 15.5 0 

合 计   
 

864.81 1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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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魏县平原风力侵蚀易发区划分成果表 

设区市 
行政范围 

易发区面积（km2） 
县（市、区） 乡（镇、街道办） 

邯郸市 魏县 

总计 864.81 

牙里镇 49.82 

回隆镇 42.54 

张二庄镇 59.45 

东代固乡 28.95 

棘针寨乡 28.61 

野胡拐乡 25.16 

前大磨乡 36.14 

院堡乡 22.69 

南双庙乡 46.83 

大马村乡 24.44 

边马乡 48.16 

北抬头乡 26.54 

泊口乡 41.74 

魏城镇 59.11 

德政镇 27.26 

北皋镇 64.91 

双井镇 52.15 

车往镇 47.1 

沙口集乡 61.14 

仕望集乡 24.9 

大辛庄乡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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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魏县平原水力侵蚀易发区划分成果表 

水系 涉及河道、蓄滞洪区名称 易发区面积（km2） 

合计 - 18.04 

海河流域 漳河、卫河、魏大馆排水渠、玉泉河、东风渠等 18.04 

附表 8 易发区分水蚀、风蚀易发区和人为侵蚀易发区分别写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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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魏县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表 

序

号 

设

区

市 

现有监测站点数量 规划监测站点数量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水蚀站 

径

流

场 

控

制

站 

风

蚀

站 

水

文

站 

水蚀站 

径

流

场 

控

制

站 

风

蚀

站 

水

文

站 

1 
魏

县 
            1     

 
1 0 

合计 0 0 0 0 0 0 1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