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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千年大计，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未来！涵盖生态系统

各要素系统保护、一体化修复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已经成为落实“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载体和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重

大战略任务。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法履行统一行使所有国

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筹和科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

进一步落实国家、省级生态修复规划安排，协同完善全南县“十四五”规

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架构，提升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品质，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南县委、县政府组

织自然资源部门，协同财政、生态环境、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编制了

《全南县“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规划首先回顾和总结了“十三五”期间全县的生态修复工作成效与不

足，分析了全南县生态环境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其次根据国家、省、市和县委县政府对“十四五”生态修复工作的总体要

求，明确了全南县“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围绕

全南县生态核心问题，明确本次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重点区域、重点

任务和重点工程，提出了规划目标以及实现规划目标的具体任务、修复分

区、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

规划范围覆盖全南县境内全部国土空间，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期为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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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临形势

第一节 形势与要求

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

继，因国土空间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导致的土地利用格局失调、资源利

用低效、生物多样性退化、生态系统功能受损等生态环境问题，已成

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

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

和新要求，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在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党中

央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多项重要政策文件中均对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提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

新时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被赋予了全新的职责和使命，由

过去单一要素的保护修复转变成为以多要素构成的统一的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由以往的单一目标向具有显著区域性、空间性、系统性、

功能性、综合性等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性与安全性的目标转

变，实现退化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全南县由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科学编制全南县生

态修复“十四五”规划，正视突出生态问题，预判重大生态风险；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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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稳步推进国土空间全域生态保护

修复、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明确县域

国土空间整体修复目标任务，确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生态系统固碳能力，促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具有关键性作用。对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

果、持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节 生态修复工作成效

一、森林保育工作持续推进，自然生态资源总量不断扩大

全南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和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责任落实，全力以赴推行林长制工作。各级林长深入各自责

任区域，协调解决了一批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防控，解决了森林质

量提升、自然保护地建设等突出问题，确保了全县林区社会安全稳定。

“十三五”期间，我县人工造林面积 4585.60公顷，封山育林面积 53.30

公顷，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 8840公顷，其中：更替改造 1793.33

公顷，补植改造 1600公顷，抚育改造 2080公顷，封育改造 3366.66

公顷。目前，我县城市规划区森林覆盖率 40.2%，村庄绿化覆盖率

33.8%，已建国家级湿地公园 1个、省级森林公园 1个；建成区绿地

率 43.80%，绿化覆盖率 49.55%，乔木绿地率 25.6%，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为 17.19平方米，胸径 10厘米以上乔木株数人均 3.05株，植物

种类 368种，乡土树种占城市绿化树种比例 80%以上，高速公路、国

省道绿化率 100%，江、河、主要干渠绿化率 100%，已达到省级森林

城市创建标准。全县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得到稳步提升，生态优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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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夯实。

二、主要河湖生态环境治理有效，水土保持成效明显

开展了桃江流域综合整治工程，河湖生态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

桃江沿线各乡镇沿江防洪工程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强化重点桃江流域

综合治理，推进桃江两岸湿地公园、生态绿线、城区绿化联片成景，

全力打造桃江最美岸线。严格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

制度，积极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管、监督执法及违

法案件查处，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30.5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取得

了较好成效。

三、进行系统治理，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全南县是桃江源头，为使得水质要求达到更加高的标准，扎实推

进碧水保卫战，全面落实“河长制”“林长制”， 关停散乱污企业

26家，完成整治改造 46家，以及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大吉山

污水处理厂二期和中寨乡圩镇污水管网投入使用，改造提升南迳等 4

个圩镇集中供水厂，实施县自来水厂、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深

入整改城镇生活污水问题，投入 9000多万元实施生活污水管网延伸

和工业污水管网延伸等工程，累计建成城镇污水管网 72公里，污水

收集和处理能力明显提高。整治山塘 36座，改造灌区 130处、渠长

7.5万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平方公里。推进桃江流域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和小慕河生态治理修复工程，严打“散乱污”企业和工农业面

源污染；设立水政监察大队南迳中队，实现桃江流域水环境全域执法。

2020年全县 2个过境断面水质均达到Ⅲ类水质及以上，地表水断面

水质排名全省第 8、全市第 4，集中式饮用水水质优良率为 100%。全

县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率 100%（去除输入性超标断面影响），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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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稳定在Ⅲ类水质标准，达标率 100%。

四、国土综合整治加快实施

通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

点工程等一系列国土整治工作，在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农村土地整治

示范建设工程、原中央苏区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等一系列工程支持

下，全县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步增长，节约集约用地水

平进一步提高、国土空间布局得到有效优化。截至2020年，全县耕地

保有量12.44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9.06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4.39

万亩，国土综合整治成效显著。

五、加大矿山治理力度，矿山环境修复成效显著

全南县对各个地区废弃露天矿山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自然资源

部下发的废弃露天矿山图斑进行了详细核查，全面摸清全县范围内废

弃矿山的位置、范围、现状等情况，建立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台账。以乡（镇）为单元制定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实施精准治理，按

照“一矿一策”进行设计，逐一明确责任主体、治理任务、治理时限。

深入推进“净空、净水、净土”行 动，进一步防治空气、水和土壤

污染。认真落实 “土十条”，抓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实现了

农药化肥使用“负增长”。关停“散乱污”企业 4家，累计恢复治理

矿山地质环境 35.29公顷、污染土壤 2.2 万亩，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30.5平方公里。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全面

完成重金属污染专项治理任务，土壤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与修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35.2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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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修复工作持续推进、基础进一步夯实

通过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建立和完善生态修复有关政策、制度，实施机制以及流域生态补偿制

度，强化生态修复技术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生态修复工作格局基本形成，顶层设计逐步完善，能力逐

渐提升，持续发展的基础得到有效夯实。为了生态全南，绿色全南，

我县不断深入推进净空、净水、净土行动，全面落实河长制，秋湖废

弃稀土矿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清河”行动等工作取得实效。突出实施生态质量提升工程，扎实抓

好低质低效林改造，完成人工造林 5000亩、中幼林抚育 2万亩。推

进桃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龙兴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小叶岽生态公

益林分布区、桃江国家级湿地公园及梅子山省级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

工程。十三五期间，省级生态乡镇新增 3个，总数达 9个，实现生态

乡镇全覆盖；省级生态村新增 13个，市级以上生态村总数达 82个，

比例达 95%。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83.39%以上，现居全省、全市前列。

第三节 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一）2016年 9月，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保部联合印

发《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快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央财政将对典型重要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给予奖补。

（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政策与资

金扶持力度将不断加大。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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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举措的新时期下，江西省作为国家批准的三个生态文明示范省，对

生态保护与保复工作也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立了江西省生态

环境委员会，统筹谋划领导全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三）“十四五”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是全南县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全面实现小康迈向现代

化征程的关键时期。扎实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编制科学

有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加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升国土

空间承载能力、构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的迫切时代需求和重要保

障，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挑战

（一）“十四五”是全南县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矛盾凸显。当前，全

南县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生态环境所面临

的形势与任务不容乐观，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还有许多短板

亟待解决，任务繁重、挑战巨大。

（二）全南县剩余环境容量不足，主要污染物减排形式严峻，“十

三五”期间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依然处于

高位。一方面加速发展和产业升级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相对偏大，另

一方面可允许排放总量在逐年下降，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再

加上缺少工业减排项目支撑，导致全南县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余

量不足，难以满足新建项目总量要求并使得减排压力剧增，主要污染

物减排形势严峻。

（三）生态文明制度保障建设滞后，实现绿色发展，要以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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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制度体系为支撑和保障。近年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国家环保督察制度等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制度

陆续出台，有效遏制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力推动了发展方式转变

和美丽中国建设。同时应看到，建设生态文明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需要进一步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发挥制度鼓励绿

色发展、倡导绿色生活的作用，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

供有力保障。

（四）全南县生态环境状况总体良好，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时生

态要素的质量总体不高，生态效益不够明显，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受历史上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国土开发建设、矿产资源不合理利用等因

素影响，一些生态系统退化较为严重，部分关系生态安全格局的核心

区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和破坏，核心生态要素质量不高，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功能较低，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不强。同时，

生态、农业、城镇空间所承载的压力不断增大，发展和保护面临一系

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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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现状与主要问题

第一节 自然地理和生态现状

一、自然地理状况

（一）地理区位

全南原名虔南，因地处虔州（今赣州）之南而得名。全南县地处

江西省南端，东界龙南县，南邻广东连平、翁源县，西接广东始兴县，

北连广东南雄县，东北毗邻信丰县。地理位置N 24°34′～25°08′、

E114°10′~114°52′之间。全南 60%的边界与广东接壤，大广高速、

大广复线、寻全高速、赣广高铁，已建成、在兴建以及正全力推动的

两纵两横高速、高铁网络，正在加速缩短全南与珠三角、与广州的时

空距离。今天的全南，到广州车程不过两个半钟，未来的全南，坐高

铁至广州不到 40 分钟。全南融入广州半小时经济圈，将不再是遥不

可及的梦想。全南与珠三角人缘相亲、商缘相接、文缘相融，有着天

然紧密相连的纽带。区位、交通、人文、资源，构成全南对接珠三角

的优越条件，当然也成为我们今天共聚一堂的最好理由。随着中部地

区、南部沿海两大区域板块互联互通日益密切，区位特殊、得天独厚

的全南潜力无限、前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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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全南县地理区位图

（二）地形地貌

全南县位于南岭东段边缘，地处九连山脉盘亘地带，地形南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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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公里，东西宽 49.9 公里。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呈昂首之蚕状；

中间隆起形成两条狭谷，分成南部桃江和北部黄田江两溪水，沿桃江

及黄田江两岸形成谷地，人口主要分布于桃江与黄田江两岸。全南县

出露的地层有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垩系及

第四系，占有面积 754.8km2，为全县总面积（1534.64km2）的 49.64%。

全南地处南岭东西复杂构造带与赣南于山新华夏构造带及粤北

“山”字型构造东翼的复合部位，岩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十分复杂，

地处五岭山脉，群峰连绵，沟壑纵横。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中部隆

起，把县境分成南北两片；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 360

米。山丘之间夹有小块河谷平原，为耕地之所在。地貌类型大致分为

山地、丘陵两种:山地：县内山地广大，面积 671.21平方公里，占全

县总面积的 44.14%。其中 800m 以上的中山有 12.01平方公里，

500～800 米低山有 659.2平方公里，分布全县各地。中山多分布在

大吉山、茅山、大庄、小叶岽、寨下等地。丘陵：县内丘陵面积为

581.19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38.22%，其中 300~500m的高丘 256.99

平方公里。200~300m 的低丘 324.2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龙源坝、

陂头、上江、南迳和县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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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全南县高程分布图

（三）气候水文

全南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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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期长，夏无酷热，冬少严寒，日照偏少，雨水充沛”的气候特征，

有利于喜温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但由于复杂的地形、地貌及其他因

素影响，干旱、洪涝、风雹、雷电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给人民的生

产、生活及生命财产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全南大部分地区多年平均

气温在 16~19℃之间，各地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增高而降低，县内以黄

田江下游地区为最高，中部的小叶岽及西部边缘山区为最低，年平均

气温为 18.8℃。全南属中亚热带多雨区，雨量充沛，但降水时空分

布不均匀，易发生旱涝现象。年平均降水量 1653.5mm。由于受季风

气候影响，一年中不同时期降水相差悬殊。全南县 3~8 月平均月雨

量在 150mm 以上，为多雨季节；10 月至次年 1 月平均月雨量在

100mm 以下，为干旱季节；4~6 月雨量平均为 648.2mm，雨量占全

年 39.2%，为汛期；10~12 月雨量平均仅为 109.8mm，为秋冬干旱

期。平均降水量最大月份为 6 月，平均月降水量为 253.3；平均降

水量最少的月份是 11 月，平均月降水量仅为 28.1mm。

由于地形分布，全县构成南、北两条水系，共有大小河流 142 条，

河网密度为 0.50km/km2，其中集雨面积 100km2 以上的有 3 条，

100km2 以下的有 139 条，总长度 765.4km，主要河流有桃江、黄

田江。全南县水资源非常丰富，其多年平均径流深 890.5mm，河川

径流总量 29.78 亿立方米，其中县产径流 13.54 亿立方米，过境水

16.24 亿立方米。丰水年径流量 37.12 亿立方米，枯水年径流量也有

19.36 亿立方米。桃江为县内主要干流，属桃江水系的上游河段，发

源于全南县境内最高峰，海拔 1145 米的饭池嶂主峰。桃江属赣江二

级支流，从“饭池嶂”流出的桃江水，沿途纳涧汇溪后，在龙南东龙

乡秀木排处，与从九连山下来的杨村太平江汇合，初步形成桃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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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于龙南县城再汇入渥江与濂江两江，经全南龙下直入信丰境内，

过赣县王母渡镇，再流经赣县大埠、大田乡后汇入贡江；在全南县境

内流程 109.9km，流域面积 888.31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57%。主

要支流 39 条，总长 383.3km，多年平均流量为 22.56m3/s。

黄田江是桃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雪峰山北麓，在全南县境内由

西向东流经寨下上窖村，再经龙源坝、陂头、社迳，在上江口注入桃

江，全南县境内流程 73.5km，流域面积 631.66km2，占全县总面积

40%。河面宽 10-40m，最大流量 1540m3/s，最小流量为 4.35m3/s,

多年平均流量 20.36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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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全南县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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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环境现状

“十三五”期间，我县全面贯彻新《环境保护法》，深入实施净

空、净水、净土工程，创新监管机制，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狠抓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加大对重点减排企业的监管，落实减排措

施，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2020年，全南县的化学需氧

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 2019年有所下降，地表水水质

达标率达到 100%，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9.2%，饮用水源水质

达标率达到 100%，基本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城乡环境质量得到有效

改善，农村环境状况得到基本改善，环境监管能力有效加强。

（一）空气质量状况

2020年全南县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 99.2%以上，PM2.5年平均

浓度 16微克每立方米，排名全省第 11、全市第 5。成功创建第四批

省级生态县，是全市 9年来唯一创建成功的县，列为省级第二批绿色

低碳县试点。根据监测数据可知，全南县城市空气质量年均都在二级

标准以上。

（二）水资源质量状况

全县水资源质量良好。2020 年全县 2个过境断面水质均达到Ⅲ

类水质及以上，地表水断面水质排名全省第 8、全市第 4，集中式饮

用水水质优良率为 100%。全县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率 100%（去除输

入性超标断面影响），龙兴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稳定在Ⅲ类水质

标准，达标率 100%。

（三）生物资源状况

（1）动物资源

①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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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金钱豹、云豹、豹猫、刺猬（豪猪）、苏门羚（石羊）、

黄麂、水鹿（黄黑山牛）、獐、狐狸、野猪、果子狸、豺、水獭、野

兔、黄鼠狼、鼹鼠（芒杆兔）、家鼠、田鼠、松鼠、穿山甲、蝙蝠等。

②鸟类

主要有黄腹角雉、老鹰、猫头鹰、猴面鹰、五彩云雀、鹧鸪、斑

鸠、雉鸡、竹鸡、白鹇、野鸭、乌鸦、喜鹊、伯劳、山雀、黄莺、白

头翁、百灵、八哥、翠鸟、啄木鸟、画眉、布谷鸟、鹌鹑、麻雀、燕

子等。

③鱼贝类

共有 9科 35 种，主要有大鲵（娃娃鱼）、沙勾、鲤鱼、青鱼、

草鱼、鲢鱼、鳙鱼、秤星鱼、团头鲂、白鲫鱼、非洲鲫、胡子鲶（塘

虱）、黄鲶、黄桑鱼、角鲶、龙头鱼、大眼、鳗鱼、黄鳝、泥鳅等。

虾贝有青虾、长臂虾、毛蟹和塘蚌、河蚌、田螺、、石螺、椿实螺、

蜗牛等。

④爬行两栖类

主要有虎纹蛙、草花蛇、水蛇、乌梢蛇、五步蛇、蟒蛇、蜥蜴、

壁虎、田鸡、蟾蜍、圆鱼、乌龟（金钱龟、大头龟、鹰嘴龟）等。

⑤虫类

主要有蝉、蜻蜓、蝴蝶、螳螂、蚱蜢、蝼蛄（土狗子）、蚊、蝇、

牛虻、蝎、蚕、萤火虫、百足虫、蜈蚣、蜘蛛、蚂蚁、白蚁、蜂（蜜

蜂、黄蜂）、蚯蚓、蚂蟥、金龟子、屎壳良、天牛等

（2）植物资源

①用材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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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用材树木有上百种，主要是杉、松、栲、檀、桉、木荷、檫、

泡桐、似赤杨（萝卜树）、青枫栎、南酸枣、山漆树等各类树种和毛

竹，尤以杉、松木居多、

②野生油料植物

食用油料植物主要有木梓（油茶）、茶果、芒刺子。经济油料植

物有山苍子、黄樟、山桐、乌桕等。

③野生茶果蔬植物

茶叶主要有野茶叶和苦茶叶树，分布在全县各地，苦茶多生长在

乌梅山。较普遍采摘利用的水果有杨梅、棠梨、野板粟、毛粟、苦槠、

酸枣（莲麻果）、猕猴桃、猴柿、山桃子、山枇杷、野荔枝（渣楂子）、

山葡萄、木通（哪藤子）、盘柱南（酒饭团）、桃金娘、胡秃子（当

吊子）、米兰（米筛眼）、刺霉、飘子、金樱子、野金桔等，大多分

布林区深山中。蔬菜类主要有香菇、山木耳、蘑菇、竹笋、黄花菜等，

产于全县各林区。

④野生饲料植物

县内野生牧草有 423 种，其中量大质优的 38种。通常利用的野

生饲料有：大、小浮萍、水葫芦、水花生、野苋菜、麦子菜、绒毛草、

硬骨草、竹叶草、狗尾草、鸡眼草、三角草、牛筋草、茅草、菅草、

淡竹叶等。

⑤野生药用植物

县内野生中草药植物主要有：钩藤、半枫荷、土茯苓、常山、麦

门冬、天冬、桂皮、益母草（红花艾）、草珊瑚、绞股蓝、何首乌、

半边莲、石菖蒲、马齿苋、车前草、茅根、女贞子、牛膝、山黄莲、

寮刁竹、五加皮、白果、黄精、杜仲、丹参、金银花、黄桅子、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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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猕猴桃、茵陈草、石猴子等 150 种。此外，还有蕨类、藻类、

苔藓等。

（四）林业资源

全南是我国南方 48个重点林业县之一，拥有林地 197 万亩，列

入了国家主体生态功能区，被确定为首批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拥

有国家生态乡镇 3个，省级生态乡镇 9个；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3.39%，

全县活立木蓄积量 1174 万立方米，过境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以上。

（五）自然保护地状况

全南县有 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一个省级

森林公园。

表 2-1 全南县自然保护地状况

自然保护地类型 序号 名称 所属县

自然保护区 1 江西全南桃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 全南县

湿地公园 2 江西全南桃江国家湿地公园 全南县

森林公园 3 江西全南梅子山省级森林公园 全南县

第二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一、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不高、综合效能较低

全南县森林资源质量仍然不高，综合效能较低。2020年全南县

森林覆盖率达 83.39%，森林蓄积量 0.1174亿立方米，但仍然存在

28.1988万亩低质量林，且树种、林龄结构不合理，针叶林多，中幼

林多，低产残次林多，许多原生森林资源逐渐被人工化，且森林资源

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森林质量不高，难以全方位满足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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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森林的多用途需求。

二、生境质量有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大

全南县森林生态系统存在树种结构单一、病虫害易发、森林防护

难度大等诸多缺陷。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与盗采盗伐等人为灾害现象

对林内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构成一定威胁。加之水土流失、矿山开发、

城镇化发展等多种不利因素，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总体不强，表现为重

要栖息地面积有一定萎缩，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景观连通性差。个

别地方湿地保护力度不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一定影响。现有自

然保护地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遗留问题，管理机构不健全，不能很

好协调保护与开发矛盾，管理能力有待加强。

三、矿山环境受损，部分区域地质灾害多发

截至目前，全县持证矿山 19个；省厅下发我县废弃矿山 119个

图斑。矿山开采破坏地形地貌，另外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污染、

地下含水层破坏。

尽管全南县进行了全面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土地复垦治理，但

由于“重资源开发，轻环境保护”的历史原因，废渣、废水仍将对矿

山地质环境产生一定危害，露天开采的废弃矿山生态景观破坏严重，

地质灾害隐患仍然存在，目前全南县存在 573个地质灾害点。

四、部分区域水环境质量不高，需要进行整体提升

河流尺度上。受县内部分群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的影响，导致一

些水域仍受生活垃圾污染。同时，由于历史上一些工矿企业非法排污、

中心城区河道非法采砂等问题，近年来虽然进行了综合治理，但部分

河流水质依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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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尺度上。部分区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配套设施不够完善，

个别城镇工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污染，乡镇农村垃圾、

粪便和生活污水虽然进行了集中整治，但仍存在垃圾乱扔、污水乱排

现象。

五、土地破坏和农田土壤污染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一方面，矿山开采破坏了地貌和植被。全南县部分矿区以及矿山

开采，一方面会压占破坏土地，另一方面会导致矿区景观破坏。各乡

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压占土地与景观破坏。

另外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固体

废物堆放和倾倒，有害废水不断向土壤中渗透，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及

飘尘也随雨水降落在土壤中，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土壤污染。加之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产生的农药、重金属等面源污染，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有

待提高。同时由于历史上的不合理的矿山开采，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

境问题依然有待综合整治。目前，全南县有土壤污染严格管控地类

0.8395万亩（其中耕地 0.591万亩，林地 0.2383万亩），治理难度和

形势比较严峻。

六、城乡环境保护和治理压力依然较大，且面临新挑战。

主要表现为：（1）污水处理、管网建设等环保基础设施配套相

对落后，城乡环境面貌离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2）工业园区

污染防治工作艰巨。县工业园区原有排污管道规划建设不到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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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违规直排废水或简单堆放废料、废渣，导致桃江天龙山过境断面

存在超标的危险。（3）随着县城区不断发展壮大，城区生态环境状

况不容乐观，造成城区环境信访量大、污染纠纷时有发生，影响社会

和谐和稳定。

七、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显，治理保护仍然存在较大的压力。

全南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当前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1）

农村厕改未全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没有得到有效的收集和处理，农

村脏乱差现象和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存在。（2）畜禽养殖污染仍然存

在，部分散养户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粪污处理设施老旧还是传统模式，

有的未采取处理排入水沟中。（3）种植业面源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果农自发大规模发展脐橙种植等果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农药和肥料使

用量大幅度增加，果业使用的农药、化肥量约占使用总量的 30％以

上，加剧了土壤、水环境中的氨氮、总氮、总磷和重金属污染，对集

雨区域内的水源产生较大影响。（4）近年有部分的企业转移到乡镇

及农村，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有向农村延伸和扩散的趋势。（5）由

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面比较广，包括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无害

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净化处理、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农村小

规模畜禽养殖的污染治理等工作，上级资金又非常有限，整治项目实

施后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且后续运行费用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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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体制尚不完善

第一，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协调推进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区域

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类生态系统，但生态保护修复

的相关职能分属于环保、水利、农业、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整体

合力还未充分发挥；此外，自然保护区等区域生态保护单元常以自然

地理单元为主，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协调多个行政区域、强化自然保

护地的整体保护仍需强化。

第二，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上、尚需增强资金使用效率。全南县许

多生态环境问题在空间上重叠分布，导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矿山生

态修复、土质污染治理等工程项目在区域上相互叠加，资金投入容易

重复，影响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生态保护修复考核评价机制仍需完善。考核评价工作是推

进和完善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环节，但目前生态效益核算、离任

审计、生态补偿机制、绿色融资机制等体制机制尚未建立或尚不完善，

影响生态保护修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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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与方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

律和内在机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以县级国土空间

规划确定的生态、农业、城镇空间为对象，明确全县生态安全保护格

局，构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划，凝练生态修复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形成 2021-2025年全县生态修复目标体系，为筑牢全南县生态安全屏

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针，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及

其内在规律，以保障全南县生态安全为目标，努力维护和提升全南县

生命共同体功能，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节 基本原则

战略引领，科学编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国家

和区域重大战略，按照国家和所在市域相关政策法规、技术规程要求

推进规划编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和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按照保证生态

安全、突出生态功能、兼顾生态景观的次序，基于充分调查评价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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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分析，统筹安排规划期内生态修复工作。

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立足本县域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系统状况，

准确识别突出生态问题，科学预判主要生态风险。因地制宜合理确定

规划目标，明确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点任务，研究提出基于自然

的生态修复途径模式和保障措施。

统筹协调，加强衔接。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与农田、城

市人工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性，注重山上山下、岸上岸下、上游下游、

河流湖库的系统性，体现综合治理，突出整体效益。与国家和区域重

大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国家重大生态修复规划加强衔接。

充分论证，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编规划”，建立跨部门多领域

合作编制工作机制，组建由经验丰富技术单位参与的规划编制团队，

系统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充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凝聚群众智慧，回

应社会期盼。

第三节 规划目标

“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标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

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一、近期2025年规划目标

到 2025年，全县森林、农田、河湖、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

持续优化，生态质量明显提升，生态功能明显提高，生态稳定性明显

增强，生物多样性不断提高。全县农田生态质量不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城镇人居生态品质稳步提高，矿山生态环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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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机制更加健全，山清水秀的生

态格局更加稳固，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画卷基本绘就，绿色发展水平走在全市前列。

——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持续提升。到 2025年，全县林地、

森林、湿地、物种资源得到全面保护，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承载力进一步巩

固。重要生态系统保育保护率达标；生物多样性丰富，关键生态系统、

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以及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自然岸

线保有率达标；河湖生态流量充足；重要河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森林覆盖率保持稳定，林木蓄积量达到 0.12亿立方米；湿地

面积保有量维持在 1250.83公顷，湿地保护率达到 67.28%，推进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县国土总面积比例

达到 9%以上，生态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退化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修复保护。到 2025年，全县水土流

失、沙化土地、污染土地、采矿损毁土地得到全面治理，退化生态系

统完成修复和保护。历史遗留矿山大部分得到综合治理，以大中型矿

山为主体的、小型矿山按照绿色矿山要求规范管理的全县绿色矿山格

局基本形成；全县耕地环境质量状况实现总体改善；重要生态廊道建

设更加完善。

——深化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持续完善部分农村集中式水源地

保护划分，以及对部分乡村饮用水水源地标识标牌不规范要加强管

理，加快完成乡（镇）饮用水源保功能区划分。到 2025 年，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稳定在 100%，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全面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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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长制、林长制，抓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建设、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等

工作，不断巩固消劣成果，提升水环境质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实施好河湖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河湖缓冲带、河湖水域生态保

护修复，重要节点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落实空间管控要求，抓好

退田还湖、退耕还湿、退渔还水、退养还滩等整治任务落实。到 2025

年，全南县的桃江和黄田江以及其他分支流域要基本实现“有河要有

水，有水要有鱼，有鱼要有草，下河能游泳”实现全县江河流域监测

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达到 100%的目标。

——农田生态质量稳步提高。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着重加强

农田耕地质量提升，改善农田生物多样性。到规划期末，全县新建高

标准农田 9.55 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3。在农业

产业科学布局的主导下，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测土培肥、农业

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程，着力改善农田生物

多样性，实现沃野千里、生态和谐的农田新风貌。

——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稳步提升空气质量。继续实施清洁

能源改造，加强 VOCs 废气深度治理，强化城市扬尘、机动车尾气、

餐饮油烟及其他异味综合整治，启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制定一

企一策，积极推进空气污染预警预控和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化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到 2025 年，全南县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力争达到 95%，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氮氧

化物、VOCs 等）年均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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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全南县“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指标体系

序号 指 标 单位
2020年基

期值

2025年目

标值
属性

生态质量

类型

1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物种保护率）

% 95 ≥95 预期性

生态质量

2 森林覆盖率 % 83.39 ≥83.39 约束性

3 活立木总蓄积量 万立方米 1174 ≥1200 预期性

4 天然林面积保有量 万亩 53.45 ≥53.45 预期性

5 自然保护地面积 万亩 20.71 20.71 预期性

6 生态保护红线占国土

面积比例
% 30.35 不降低 预期性

7 水土保持率 % 89.74 ≥90.28 预期性

8 湿地保护率 % 67.28 不降低 预期性

9
地表水国考监测断面

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

水体比例

% 100 100 约束性

10 森林植被碳储量 亿吨 - 省市下达

控制指标
预期性

11 高标准农田面积 万亩 4.39 9.55 预期性
农田生态

质量12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系数 0.51 ≥0.53 预期性

13 省级生态园林镇占比 % - 40 预期性
城市生态

质量14 城区绿地率 % 43.80 省市下达

控制指标
预期性

15 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公顷 35.29 38.26 预期性 矿山生态

质量16 废弃矿山治理数量 座(处) 3 8 预期性

二、远期2035年规划目标

到 2035年，全县森林、农田、河湖、湿地、草地等自然生态系

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结构更加合理，物种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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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生态服务功能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进一步增强，生物多样性得到

全面提升。全县水土流失、污染土地、采矿损毁土地得到全面治理，

退化生态系统得到系统修复，生态脆弱区、生态受损区生态环境得到

根本改善。全县废弃矿山得到全面治理，绿色矿山体系基本建成。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基本实现，

美丽中国“全南样板”生态基础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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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

第一节 总体格局

贯彻落实国家“两屏三带”中的“南方丘陵山地带”、江西省“一

江一湖五河三屏”中的“赣江上游源头区域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赣

南山地森林生态屏障”、赣州市“四屏三区三源多廊”中的“水土保

持生态功能区”等国家、省、市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依托全南县“山

水相济、山清水秀”的自然本底和生态本底，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理念，瞄准提升全县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加强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总目标，突出对国家“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

发展”、江西省“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赣州市“一主

两副三次、两主三副五轴”及“一带三屏三源多组团”等重大发展战

略的生态支撑，以及“以水破题、系统治理”的修复思路，在统筹考

虑河湖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可持续性，并与省、市“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以及相关行

业生态保护修复规划衔接的基础上，结合矿山、自然保护地等分布情

况，将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确定为“一屏两域三区”。

“一屏”：指桃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屏障。

“两域”：指由桃江、黄田江流域范围内构成的自然生态与水土

涵养缓冲区。

“三区”：指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

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

修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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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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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修复分区

基于区域的生态功能重要性、主体功能定位、生态保护红线以及

重要生态问题分布格局，利用 ArcGIS软件构建生态系统评价模型，

开展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叠加分析得出生态系统

功能综合性评价结论；并考虑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最终确定将全

南县划分为三大生态保护修复片区，分别为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

修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

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

一、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护区

（一）区域范围

本区区域范围包括全南县的南迳镇、大吉山镇、金龙镇、中寨乡、

城厢镇、龙源坝镇、陂头镇，修复区整体位于全南县的中西部区域，

西接韶关市始兴县，南靠韶关市翁源县、河源市连平县，东邻龙南市，

面积 534.07平方公里。

（二）自然生态状况

本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地势较高；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

量丰沛、日照充足，河流众多，为桃江发源地，水资源丰富。该区域

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89%，区内现有 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个省级森林公园，是我县水源涵养的重点功

能区；该区域内水质优良、2020年国考断面优良率为 100%，是全县

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该区域气候宜人，空气质量优良。

（三）主要生态问题

受人为活动、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该区域内森林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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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所退化，生态廊道功能受损；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森林质量不

高，林分结构简单，人工林及中幼林占比较大，森林土壤水源涵养能

力不足，生物多样性下降；该区域又是南方红壤丘陵山地生态脆弱区，

水土流失敏感区，水土保持保护区。

（四）生态修复主攻方向

提高森林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能力，防止水土流失，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系统修复，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保护濒危物种及

其栖息地，增强自然保护地连通性，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完善

自然保护地结构和空间布局。推进林下水土流失治理，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大力开展废

弃矿山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助力构建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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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全南县水源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总体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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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

（一）区域范围

本区区域范围包括全南县的南迳镇、大吉山镇、金龙镇、中寨乡、

城厢镇，修复区整体位于全南县的南部区域，南靠河源市连平县，东

邻龙南市，面积 417.79平方公里。

（二）自然生态状况

本区地处全南县南部，属于赣江二级支流——桃江流域，总体地

势南北西三侧高中东部低，桃江流向由西南往东北。地貌类型主要为

低山丘陵及河流冲积地貌。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丰沛，日照充

足，无霜期长，水资源丰富，桃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森林覆盖率高

达 83%以上，以常绿针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水

稻土、黄壤，适宜种植业的发展，符合城镇建设要求，全南县人民政

府驻地在该区域内。人口分布较多、城镇、村庄密集，全南县工业多

分布在该区域内。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三）主要生态问题

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存在轻微的农业面源污染、森林质量

不高、基本农田质量不高、矿山环境破坏等。

一是部分地区存在农业面源污染现象，区域所处地貌类型主要为

低山丘陵及河流冲积地貌、土壤肥沃、适宜种植业的发展，符合城镇

建设的要求，导致区内人口密度较大，农业生产活动频繁。但随着城

镇化的发展，脏乱差现象时有反弹；由于长期的农药化肥使用，导致

土壤肥力的下降；同时耕地保护意识不够强，以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一些良田荒废，降低基本农田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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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森林质量不高、水源涵养能力不足。该区域是全南县人民政

府驻地，人口分布较多、城镇、村庄密集、全南县主要的工业多分布

在该区域内，森林覆盖率相比于周围区域低，由于人为活动较频繁，

森林结构区域单一，森林质量整体不高；加上历史上人类过度开采森

林资源以获取经济价值，导致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下降，水涵养能力偏

低。

三是轻微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频发。区域降水分布不均，部分地

区存在强降雨的现象，容易导致土壤侵蚀，加上森林质量低、结构不

合理，区域依然存在轻微的水土流失情况，全县有 210处自然灾害点

位于该区域内。

四是河流水质不高。该区域内人口密集、城镇发展迅速，耕地面

积大，区域内河流水质风险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部

分河流水质不高的原因在于周边村庄产生的垃圾以及周边产生的弃

土会倾倒在河中，侵占河道、污染水质。并且偶发的生活废水的无序

倾倒、垃圾随意投放等，也严重影响县域内的河流水质。

五是矿山开发造成了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首先由于矿山的开

采，造成矿山地形地貌景观受到破坏，破坏形式主要包括露天采场、

煤矸石、采空区及地质灾害等。其次废石（土、渣）堆场及尾矿库对

土地资源的占用，煤矿、铁矿开采区固体废弃物造成水土污染。同时

地下开采挖损及地下水涌水疏干造成含水层破坏，影响主要表现为民

用井水位下降、疏干塌陷发生。

（四）生态修复主攻方向

以水环境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为主攻

方向，结合水土流失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系统修复。开展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加大对废弃矿山的治理力度，加强防治矿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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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修复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加强对矿山含水层的保护与

监测，以及废水、废渣的治理；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大对河流水

质的监测，减少污染水质的排入，禁止将各类垃圾倾倒入河流中，提

高综合治理能力，并大力开展河道疏浚及垃圾清理工作，清理内源、

面源污染源，提高河流水质；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加大对农业基

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农田质量；保护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增加植被

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加强对安全利用类耕地的监护与管控，改善耕

地土壤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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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全南县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总体格局图



38

三、黄田江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

（一）区域范围

本区区域范围包括全南县的龙源坝镇、陂头镇、社迳乡、龙下乡，

修复区整体位于全南县的北部区域，西靠南雄市，东邻龙南市，北接

信丰县，面积 582.51平方公里。

（二）自然生态状况

本区地处全南县北部，主要属于黄田江流域，总体地势：南北两

侧高、中部低，黄田江流向由西南流向东北。地貌类型主要为河流冲

积地貌及低山丘陵。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无

霜期长，水资源丰富。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水稻土。森林覆盖率较

高，以常绿针叶阔叶混交林为主。矿产资源主要有稀土、铜矿、萤石

矿及钾长石矿。

（三）主要生态问题

区域存在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森林质量不高、耕地质量不高、

矿山环境破坏等问题。

一是存在轻微水土流失现象的问题。全南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降水明显集中在春季和初夏，县内由于暴雨和洪水的频繁冲击，

造成河道岸边冲刷，加上区域水保设施不够完善以及地下水资源开

采，导致部分区域水土存在轻微的水土流失现象，容易形成洪涝等灾

害，导致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全县有 249处自然灾害点位于该区域

内。

二是森林质量不高。区域内森林覆盖率较高，但由于林种不够丰

富，种类趋于单一化，森林总体质量不高，森林周边村民森林保护意

识不强，森林生态受到较大干扰，森林质量总体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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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河流水质不高。区域内河流水质风险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染和

农业面源污染。部分河流周边村庄生产的垃圾以及周边产生的弃土倒

入河，侵占河道、污染水质。并且，偶发的生活废水的无序倾倒、垃

圾随意投放等，也严重影响县域河流水质。

四是基本农田质量不高。耕地保护意识不够强，部分地区农田基

本种植条件被人为破坏，少量良田荒废，拉低基本农田整体质量。

五是生态空间景观分离度较高，农业空间耕地破碎。

（四）生态修复主攻方向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与治理修复相结合，按照“重保护、同

治理、促修复”的思路，加强该区域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水资源

保护，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以水环境治理、森林质量提升、生

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修复与保护。

进行森林抚育、植树造林，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开展以生态清

洁型、生态经济型、生态旅游型为重点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水土

保持能力；抓紧实施截污纳管工程，确保入河水质要达到“零污染”，

大力开展清淤疏浚及垃圾清理，清理内源、面源污染源，提高河流水

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减少土地压占与景观破坏，恢复矿

山自然生态功能；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森林抚育与低效林改造为

主攻方向，结合水土流失治理，进行系统修复；加强对安全利用类耕

地的监护与管控，改善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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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全南县黄田江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总体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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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任务

根据全南县自然环境现状、识别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建立的

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及绩效指标，结合全南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

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 3大分区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全南县

“一屏两域三区”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为指引，围绕解决全

县生态、农业、城镇、矿山等领域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服务“十四

五”规划目标，部署规划期生态修复重点任务。

第一节 实施森林改造与质量提升，全面提升森林生态质量

以提高森林生态固碳能力，切实加大退化林修复（低产低效林改

造）、森林抚育，加快提升我县森林质量，助力我县“碳达峰、碳中

和”为抓手，致力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高等级、高品质森

林，深入开展重点区域森林“四化”建设，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大力

开展森林造林、低效林改造项目，结合立地条件，科学采取更替、补

植、抚育、封育等多种改造方式，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替。采取

砍杂、割灌林地清理，更替改造优先选择在火烧迹地、疏林地、遭受

森林火灾、严重病虫害的林地，砍除火烧枯木，补种树种并施肥，提

升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稳定性

到 2025年，力争实现森林蓄积量（活立木总蓄积量）由 1174万

立方米增加至 1300万立方米，天然林面积保有量保持在 53.45万亩，

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显著加强。着力加强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态敏感区保护力度。到 2025

年，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占国土面积比例不降低，自然保护地面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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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1%，且总体发展趋势持续向好。到 2035年，全县生态系统质量

和服务功能得到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贡献力

显著增强。

第二节 开展水系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提升水生态系统质量

针对全县不符合设置条件的违法入河排污口进行迁移、封堵、取

缔。新建两岸堤，两侧堤防护岸，巡河路，安全防护栏；整治生态修

复桃江、黄田江及其支流水系，大力开展河道疏浚，清理河道及河岸

垃圾，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河流两岸沿河道路，新增污水管网并

进行植被恢复，实现两岸生态防护。划定灌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综

合整治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对区域取水口上游两侧实施生态修复工

程，建设水源涵养林，强化水质监测。针对流域河道淤塞，沿河两岸

河堤崩塌以及河岸裸露地表进行治理，将裸露地表进行复绿，改善水

生态环境。推进排水渠清淤整治，对局部渠段进行浆砌石护坡整治，

对沿线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区域协调性。

着力开展河流湿地生态质量提升，全面实现“碧水”工程。积极

开展水生态安全体系建设，推进全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着力构建江

河岸线生态缓冲带，重点开展湿地保护修复、河流岸线整治等工作。

力争到 2025 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稳定在

100%，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第三节 推进农业空间生态建设，改善农业生态功能

大力推进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整治。

针对河流流域周边村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设施条件差和土地资源使

用率低下等问题，进行村庄综合整治，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实现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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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拆除空心村，实行建设用地合理划分，新建村庄公厕以及道路

沟渠，提升农村居住环境。开展耕地污染风险评估，进行土壤污染状

况普查，基于耕地污染类型、程度、范围、污染来源及经济性、可行

性等因素，因地制宜的选择治理与修复模式受污染耕地治理。对生产

力低下的农田进行土地整治，完善农田灌排和交通设施，合理规整零

碎田块，实现现代化农业，修建拦水坝等水利设施，疏通流域内主要

灌渠以保证农田灌溉水源。大力开展垃圾综合治理，购置垃圾分类桶、

垃圾收集桶、垃圾转运箱、垃圾清运车，实现垃圾分类并及时处理，

避免有害垃圾对土壤、河流带来污染以及对人体产生有害病毒，改善

农业空间生态环境。

第四节 推进重要生态廊道和网络构建，提高生物多样性

着力提升重要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连通性，提高生物多样性。

重点推进江西全南桃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与江西全南桃江国家湿地

公园生物连通廊道构建以及重要野生动植物能量通道建设，积极推进

廊道内重要保护区、湿地公园重要生态系统保育保护，大力开展廊道

内低质低效林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和农田生态治理工程。加强廊道内外来物种

管控，增强本土物种培育栽植，提升外来有害物种入侵抵御能力。对

于公路经过的地区，可通过建设人工廊桥、隧道、涵洞等设施，方便

野生动物安全通过；对于农林种植地带，可通过人工建设绿化带等方

式，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隐蔽的通道。

第五节 加强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恢复区域生态环境

根据当前全南县矿山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对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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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景观破坏的区域进行修复，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积极开展矿

山土地复垦工作，加强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主要包括泥石流隐患治理

和地面塌陷治理，同时加强含水层保护与监测，加强矿井水文地质观

测，并加强对废水、废渣治理。制定关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体制机

制，完善新建、改建、扩建矿山准入制度，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修复的宣传教育，提高乡村集体、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的意识，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资金投入，同时提高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技术水平。推进废弃矿山的山水林田湖

综合治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宜水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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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

根据我县“一屏两域三区”的生态修复格局，聚焦全县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好的愿景，按照提高生态质量、改善生态

功能、提升生态品质、促进和谐发展的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建设美

丽生态城镇和生态乡村，扎实推进以森林、河流、湿地、农田、城市、

矿山为对象的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部署了重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程、森林质量提升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净土工程、美丽乡村

建设等 5项重大工程（21个项目）。

第一节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聚焦提升全县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生态质量。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工程，以流域水环境保护、矿山环境修复、水土流失治

理、土地整治为主攻方向，工程涵盖全南县所有 9个乡镇，涉及全南

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

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等 3个生态

修复分区。

修复内容：综合运用河道疏浚、水系连通、岸坡整治、除险加固

等措施，开展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水土保持林营造、经果

林种植、岸坡整治等措施，开展林下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综合运用边坡治理、植被恢复、土地复垦、空区回填、植物和

微生物修复等措施，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价值实现途径；以全县城镇所在地为修

复对象，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提高城镇蓝绿空间占比，营造城镇内部

蓝绿空间网络，构筑环城镇外围生态防护带。加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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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增加城镇隔离绿地和绿廊、绿环、绿楔、绿心等绿地系统建设，

提升城镇生态品质。依托河流水系、交通要道生态廊道网络，构建生

态绿道、遗产廊道，提升城镇生态文化内涵。
专栏 6-1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1、全南县“十四五”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通过修建排水沟、沉砂池、生产道路、蓄水池等水保措施，营造水保林、经

果林，开展封禁治理等治理水土流失 87 平方公里。工程投资 2500 万元。

2、全南县废弃矿山治理项目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宜湿则湿、宜水则水、宜建则建”的原则，统筹谋划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对全县全域范围内的废弃小矿山进行治理修复，恢复植被，防止土地沙化及水土

流失。项目投资 5000 万元。

3、全南县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

在全县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36 个、全县饮用水源地保护标准化建设 30 个。项

目投资 2500 万元。

4、全南县重点水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项目

对全南县龙兴水库、黄云水库和虎头陂水库进行清淤、护坡、生态修复。项

目投资 3600 万元。

5、桃江流域全南段、黄田江水域综合治理及污染防治项目

对全南县桃江流域全南段，黄田江水域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河道水生

生态修复与治理，河岸生态修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通过新建堤防、护坡、

护岸、建筑物等工作内容，提高县域内桃江和黄田江的行洪能力。工程投资 15000

万元。

6、全南县黄田江流域生态调查项目

对全南县境内的黄田江进行生态安全调查。工程投资 200 万元。

7、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复耕复种等工程措施，完

善基本农田设施，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建设高标准农田，进一步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2021-2025 年，全南县高标准农田规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4.58 万亩，

每亩计划投资 3000 元，估算总投资 13754.10 万元；对已建高标准农田进行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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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0.66 万亩，每亩计划投资 2000 元，估算总投资 1216.80 万元。综上，预计

2021-2025 年总投资 18051.60 万元。

第二节 森林质量提升工程

聚焦提升森林质量，以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中幼林抚育和退化

林地修复，提高森林质量，增强森林水源涵养能力为主攻方向，完善

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提高生物多样性保

护率。根据低产低效林现状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采区“补植补造、

更替调整、封山育林、抚育改造”等措施，提高森林质量和单位林地

产出。工程涵盖全南县所有 9个乡镇，涉及全南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

生态修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

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等 3个生态修复分区。

修复内容：开展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

森林生态系统质量，致力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高等级、高

品质森林，深入开展重点区域森林“四化”建设，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大力开展森林造林、低效林改造项目，结合立地条件，科学采取更替、

补植、抚育、封育等多种改造方式，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替。采

取砍杂、割灌林地清理，更替改造优先选择在火烧迹地、疏林地、遭

受森林火灾、严重病虫害的林地，砍除火烧枯木，补种树种并施肥，

以提高森林质量。同时综合运用植树造林、“退针补阔”、森林病虫

害防治、生态护坡，优化林种树种结构，有效构建野生动植物连通廊

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至 2025年，全南县实施森林

质量提升工程 4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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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2 森林质量提升工程

1、造林绿化建设项目

主要针对荒山荒地、火烧迹地、采伐迹地和其它无林地上实施造林更新 1

万亩。

2、低质低效林改造建设项目

主要针对低质低效林，郁闭度低于 0.3 的中龄林以上（含中龄林）的低质低

效林，或亩均蓄积量 3立方米以下的近成过熟林，或造林树种选择不当林等实施

更替改造 1万亩；以中幼残次林、劣质林为对象，重点对稀疏残次林地，马尾松

飞播纯林，郁闭度小于 0.55 且林木分布不均匀，林中空地较大的中幼林进行补

植改造 1.25 万亩；以低效纯林、经营不当林、病虫危害林、天然阔叶残次林等

为对象进行抚育改造 5万亩；以具有天然条件下具有萌蘖能力的疏林，自然条件

及天然更新条件较好并通过封山育林可以达到改造目的、郁闭度小于 0.45 的低

质低效林等进行封育改造 5万亩。

3、重点区域森林“四化”建设项目

主要针对项目区内的宜林地、无立木林地、一般灌丛地等实施人工造林，恢

复森林植被 0.15 万亩；对退化林按适地适树原则补植乡土阔叶美化彩化树种，

调整树种结构，提升景观效果与层次 0.07 万亩；对以松杉为主的低产低效针叶

纯林和郁闭度较高的其它乔木林，采取割灌除草、松土培蔸、施肥、抚育性采伐

等抚育措施 0.08 万亩。

4、天然林保护修复工程

主要针对天然中幼林进行抚育，采取抚育采伐及割灌除草、施肥、补植等综

合措施，调整林木竞争关系，改善林木生长环境，提高森林质量 5万亩；对退化

天然阔叶林进行修复，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和保育并举原则，通过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其他复合生态修复措施 1万亩；对天然针叶林阔叶化进行

改造，通过稀疏林地、林中空地及抚育采伐地补植乡土阔叶树种 1万亩；对天然

林进行封育，对适宜自然恢复为主的天然林实行封育管护 5万亩。

5、乡土珍贵阔叶树培育项目

对现有林采取补植、抚育采伐及修枝割灌、除草施肥等综合措施，同时根据

适地适树原则营造乡土珍贵阔叶树，其中，立地条件好的地块培育大径级用材林

0.0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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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以国有林场为主体，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新建和改培相结合、资源培育与产

业发展相结合，通过良种壮苗机遇栽培人工林和对现有林进行改造、重造等经营

措施，改造现有国家储备林 0.435 万亩；同时以国有林场为主体，采取多种经营

方式，新建和改培相结合、资源培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良种壮苗机遇栽培

人工林和对现有林进行改造、重造等经营措施，新造国家储备林 0.05 万亩。

7、深入推进林长制建设项目

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保持护林员队伍相对稳定。做好护林员的选（续）聘、

岗位学习、技能培训，配置护林装备，宣传活动等。建立完善智慧管理系统。1.

为全县 630 名护林员配齐林长通 APP”巡护终端（每台 2000 元），提升森林资

源监管水平（630*0.2=126 万元）；2.充分应用巡护系统平台，全县配置 13 台

为巡护系统实时监管设备（每台 2000 元），压实工作责任（13*0.2=2.6 万元）；

3.购置 13 台无人机（每台 2 万元，每年保险 0.5 千元，买 5年），强化森林资

源监管力度（13*（2+0.5）*5=162.5 万元）。加强生态护林员队伍建设。做好

每年全县 630 名生态护林员的选（续）聘，配置护林装备。护林装备方面配齐巡

山巡护服，按照每人 2套春秋套装（270 元/套），2套冬季套装（350 元/套）。

（630*2*5*（0.027+0.035）=390.6 万元）加强生态护林员队伍建设。做好每年

全县 437 名生态护林员的选（续）聘，给予生态护林员每年 1万元护林补助，补

助 5年。（437*5=2185 万元）

8、松材线虫病防控攻坚项目

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和媒介昆虫综合防治，实施松林卫生间伐，清除松

林中的枯立木、衰弱木和被压木，降低林内的媒介昆虫基数，提高林分的抗病力。

“十四五”期间，每年实施补植补造 2万亩，更新改造 1万亩，投资单价按补植

补造 600元/亩，更新改造 1200元/亩，5年估算总投资 1.2亿元。

9、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项目

（1）桃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保护区区碑 4个、界碑 30个、功能区标

桩 150个、指示标识牌 80个，投资 186万元；建设动植物标本馆 1座，投资 146

万元；建设自然生态宣教展示中心 1处，投资 202万元；设立气象水文观测站 1

个，投资 39万元，监测点 3个，投资 15万元；建立候鸟环志（监测）站 1个，

投资 80万元；建设森林防火视频监测系统 1套，投资 363万元；建设实时定位

卫星巡护系统 1套，投资 184万元；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1处，投资 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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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珍稀植物保护繁育基地 3公顷，投资 81万元；建立森林生态、珍稀植物监

测样地（样线）100 个，投资 16万元；设立野生动物“秘境之眼”红外相机监

测点 30处，投资 150万元。每年开展候鸟迁徙和珍稀动物监测调查 2次，投资

20万元；每年实施动植物栖息地（生境）恢复和地带性植被恢复 1次，投资 180

万元；建设保护管理站 3个，投资 262万元；建设检查哨卡 2个，投资 30万元；

修复林区巡护公路 50 公里，投资 250 万元；维修巡查步道 50 公里，投资 100

万元；修建生物防火林带 23公里, 投资 35万元；修建防火线 30公里投资 30万

元；开展金斑缘凤蝶、伯乐树等珍稀野生动植物进行专项调查，投资 30万元。

合计 2507万元。

（2）桃江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勘界立标，完善界桩、界碑等基础建设，投

资 270万元；建设烧斗坝宣传展示区，投资 550万元；县城区域建设科普宣教展

馆，投资 70万元；对陂头村以下河道恢复重建区河岸修复，投资 1210万元；仙

女陂周边湿地进行生态修复，投资 300万元；建设“智慧湿地”保护管理系统，

投资 1055万元。合计 3455万元。

（3）梅子山省级森林公园。开展勘界立标，完善界桩、界

碑，投资 80万元；开展桫椤群落保护项目，投资 60万元。合计 140万元。

第三节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在提升森林质量、保护修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构建生态缓冲带

和生物信息流通生态廊道的基础上，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工程

涵盖全南县所有 9个乡镇，涉及全南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

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然生

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等 3个生态修复分区。

保护工程内容：开展国家和省级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域野生动植物

资源调查，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开展恶性入侵物种综合防

治试点工作，对重要生态区域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实行禁猎禁伐封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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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3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1、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

加强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提高生境质量，增强自然保护地间连通性，建立

生物迁徙通道，保护生物多样性。

2、生态廊道建设项目

以江西全南桃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为建设中心，选择适宜的地区或者地段建

设生态廊道，大力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加强监管，严禁开发，扩大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第四节 净土工程

根据土壤、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组成特征，开展土地污染调查与评

价，根据污染程度情况，对污染地块进行治理修复，开展净土工程。

工程涵盖全南县所有 9个乡镇，涉及全南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

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等 3个生态修复分区，其中问题最严峻

的是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该区存在 0.8395万

亩污染严格管控类耕地。

修复内容：根据耕地污染风险评估及土壤与农产品加密调查结

果，基于耕地污染类型、程度、范围、污染来源及经济性、可行性等

因素，因地制宜的选择治理与修复模式，以提高耕地质量。

专栏 6-4 净土工程

1、全南县污染土壤（疑似污染地块）场地调查及修复治理项目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对废弃矿区或厂区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分析，综合施策，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修复。调查污染范围 1000亩，

治理污染地块 300亩，治理受污染耕地 21651亩。工程投资 2000万元。

第五节 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通过推动低碳土地整治工程，大力推进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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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整治，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工程涵盖全南

县所有 9个乡镇，涉及全南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护区、桃

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

农业生态修复区等 3个生态修复分区。

修复内容：大力推进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乡村生态保护修复

综合整治，通过推动村庄规划、美丽乡村建设，增强农村人居生态环

境，促进空间格局优化，助力乡村振兴。

专栏 6-5 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建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园区 70亩，日处理畜禽粪污沼液 500吨。工程投

资 6000万元。

2、全南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全面完成县域内 86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五年建设 100个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工程投资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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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成本效益

第一节 资金需求

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共部署 5个大工程，21个子工程，初

步估算，“十四五”规划总投资 104940.60万元。

表 9-1 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大工程投资估算表

重点任务 子任务
投资估算

（万元）

项目实施

牵头单位
项目开展年限

一、生态保

护与修复

工程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

项目
2500 县水利局 2021

废弃矿山治理项目 5000 县自然资源局 2021

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 2500 县生态环境局 2022

重点水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项目
3600 县生态环境局 2022

桃江流域、黄田江水域综合

治理及污染防治项目
15000 县生态环境局 2022

黄田江流域生态调查项目 200 县生态环境局 2022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8051.60 县农业农村局 2023

二、森林质

量提升工

程

造林绿化建设项目 2000 县林业局 2022

低质低效林改造建设项目 5250 县林业局 2023

重点区域森林“四化”建设

项目
700 县林业局 2021

天然林保护修复工程 6000 县林业局 2024

乡土珍贵阔叶林培育项目 150 县林业局 2022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600 县林业局 2021

林长制建设项目 4467 县林业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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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子任务
投资估算

（万元）

项目实施

牵头单位
项目开展年限

松材线虫病防控攻坚项目 10020 县林业局 2023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项目 16102 县林业局 2023

三、生物多

样性保护

工程

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 1000 县林业局 2024

生态廊道建设项目 800 县林业局 2022

四、净土工

程

全南县污染土壤（疑似污染

地块）场地调查及修复治理

项目

2000

县生态环境

局、农业农村

局

2023

五、美丽乡

村建设工

程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6000
各乡镇人民政

府
202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3000 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合计 104940.6

注：表中资金是初步匡算，不作约束性指标。

第二节 资金筹措

建设过程中应坚持多渠道筹措资金，全社会各尽所能，保证重大

工程顺利实施进行。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市县级

财政投入、生态修复基金投入、社会投入等

第三节 投资效益评价

一、生态效益

提升全南县生态系统安全保障。通过分区实施全南县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规划，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整体格局，提升流域生态安全水

平。将构建以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

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然生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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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整体格局，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水平。

系统提升生产生活环境与水安全保障能力。湿地质量退化、河湖

污染等现象得到明显改观，一方面，对自然植被进行保护和修复，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87平方公里，将加大水源涵养能力和水土保持

能力。其次，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将显著减少流域水土流失风险

和水生态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自然湿

地保护率达 67.28%，将使大部分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将显著提升湿

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能力。同时，对流域面源污染防治、

人居环境整治显著减少了流域污染源。未来五年水质监测断面（点位）

达标率为 100%，河湖生态系统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将有效保证桃江、

黄田江河流水质保持在优于Ⅲ类并保持稳定，全面改善流域水环境安

全。

整体提升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对水土涵养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保

护区、桃江流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矿山生态修复区、黄田江流域自然生

态修复与农业生态修复区进行生态修复系统工程，能有效阻止水土流

失、矿山生态环境恶化、水质恶化，起到保持沿岸水土的作用。其中

森林覆盖率达 83.39%，自然保护地面积达 20.71万亩以上，水土保持

率提高至 90.28%。随着地表植被的增加，截流水量能力提高，将提

升流域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通过自然植被恢

复、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措施，将提升流域

土壤保持生态系统服务。矿山生态环境的治理，矿山破坏造成的滑坡

等地质灾害将进一步减少。水源涵养林的建设、河道生态修复，也将

对防洪工程起到巨大作用。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也将促进生态系统的

平衡，减少生物入侵等灾害。



56

二、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带动效应。通过水土流失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与水质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提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土

地整治与修复等项目，将提升整个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而起到推动

经济发展，直接拉动流域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对当地生态环

保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改善投资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的实施，区域水土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不但能为当地粮食安全问题

的解决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有用的土地储备资源，而且也可为

县域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注入新的活力。土

地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均可大幅度提高，推进当地

绿色产业开发，有效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产业链的升

级，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推进全南县生态绿色发展。全南县的青山绿水等生态资源得到良

好保护，为全南县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产业、生态生活提供重要基础，

更为全南县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和生态产品价值提供条件。水土流失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与水

质提升、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等项目的

实施将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增加了生态产品的产出。全南县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保护修复，改善了流域生态资源质量，

同时，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生态旅游建设等多种经营项目和模

式，为当地创造新的致富渠道，可有效提高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提

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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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效益

树立生态生产和生态生活意识。在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重大工程过程中，注重全社会参与，将提升全社会对生态保护修复重

要性和价值更充分的认识。有利于树立生态价值意识，形成对自然生

态敬畏的价值理念；树立生态责任和生态道德意识，逐步自觉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树立生态知识的学习教育意识，更多了解和掌握生态治

理与保护的基本常识和理念。形成全社会动员，共治、共管、共享的

生态文明新格局。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重大工程的实

施，通过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将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极大改善，人

居安全得到有力保障，同时也推动当地的美丽乡村建设，促进科教、

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经济繁荣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广大农村群众

过上富裕生活，将增加全县人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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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障机制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一）加强规划实施政府主导，落实地方责任。建立由全南县人

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南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协调，各乡、镇（街道）、

林业、水利、环保、公安、财政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项目联合执行管理机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为落实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项目管理职能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项目实施可由县政府分管领

导为组长、自然资源局、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分管领导为副组长、

其相关部门技术骨干力量为成员组成的管理机构，各乡、镇（街道）

以负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的具体施工、协调和管理工作。各地各

单位要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主体，细化工作目标，

强化保障措施，切实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实行系统管理，构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管理机制。强化政

府部门对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认识，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和统

一监管机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分割现状，加强部门联动，

形成管理合力，协同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明确各管理

部门在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与管理中的职责权限，形成协

调统一的工作机制。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研究解决管理工作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包括统一的监管平台、统一的评价

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对各部门责任主体实行统一评价与考核。

第二节 创新政策体系

（一）创新补偿标准体系。结合全南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加

强不同地理空间的补偿等级划分和幅度选择，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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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实施原则与计算方法，针对生态保护补偿应结合政府补偿和市

场补偿两种机制，及环境法治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政府补偿的高效

率性和市场补偿主体的多元化、平等自愿性等优势结合，开展政策优

惠、生态补偿等形式的生态保护补偿策略。完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

制，充分考虑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状况、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完善测算方法，有针对地制定补偿标准。加大生态脱贫的

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生态移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加快农民脱贫致

富进程，调动农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从“要我保护”向“我要保护”

转变。

（二）创新生态补偿税收政策。增收生态补偿税，开征新的环境

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产资源和

非矿藏资源，增加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

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

课以重税。通过税收杠杆把资源开采使用同促进生态保护修复结合起

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加强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增强

其生态补偿功能。加大各项资源税费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并

向贫困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

（三）落实生态补偿政策。积极向上争取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

制，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

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制度，开展全南县横向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

基金，补偿资金来源于下游受益地区和受益企业。全面实行排污许可

制，加快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健全

环境权益交易制度和市场化机制，建立完善财政支持与生态保护成效

挂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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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加强科技支撑

积极推广使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特别是开发性治理的新理

论、新技术、新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提高生态

修复项目综合能力和管理水平。

（一）积极开发高科技生态产业项目。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先

进技术的引进、推广，与国家级科研院所、高校和江西省科研机构开

展密切合作，积极开发、引进清洁生产、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

用和废弃物资源化等方面的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展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探索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的路径。加强全南县

生态产品价值、生态环境承载评估等基础理论研究，及时摸清生态本

底，推动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二）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激励机制。引进和培养一

批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环保科技专家及各专业领域的学术或技

术带头人，推动高级环境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项目管理队伍、专业技术支撑队伍和专家咨询机构的建设，提高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项目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队伍建

设，不断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能力。建立专项基金，给予主导产业

的高端人才优惠政策，吸引生态环保建设领域所需的各类高科技人才

落户；加强对从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生态经济建设专职人员技术培

训，强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培训，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培训机构，鼓励

和资助企业员工参加技术再培训，培养一支懂业务、善协调、会管理

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业队伍。

（三）加强环境监测、预警、监察能力。加强环境监测软硬件建

设，不断提高环境监测的质量。增加农村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建成全

方位、多层次、城乡全覆盖的环境监测体系。加强全南县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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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环境监察大队队伍建设，分片区负责环境监察和环境执法任

务，建成覆盖城乡的监察网络。以生态修复工作为契机，积极培养、

引进科技人才，选择各行业务骨干定期学习培训，提高业务素质，使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规范化、程序化和标准化。

第四节 强化评估监管

（一）加强信息公开。按照“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

则，除涉密性信息外，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的中央财政补贴

专项资金、省级补贴资金、市、县政府配套资金的使用进行公开公示，

并根据资金分配管理流程，对专项资金实行全链条公开，公开内容涵

盖专项资金目录、管理制度、申报指南、分配公式和因素、分配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等，使各方面能够全面、完整地获取专项资金信息。

（二）健全监督机制。丰富生态环境保护公众监督形式，保障和

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监督举报制度和环境舆论监督制度，建立公

众参与的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搭建多样化的信息交流渠道和平

台，以电视、网络、报刊、问卷、听证会、座谈会、走访等多种形式

开展公众参与。

第五节 鼓励公众参与

（一）制定奖惩措施，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支

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民营林场、专业大户等

经营主体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引导和激发社会主体参与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积极性。制定相关奖惩措施，对在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项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应有的奖励，鼓

励公众参与，不断提高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项目工作的全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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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努力回应人民关切，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问题。以环保

督查问题整改为总抓手，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环境问

题，努力增加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获得感。

（二）加强科学普及、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大力宣传、普

及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相关科学的知识，大力

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环境意识，为

方案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共建共享，积极引导全县上下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三）建立健全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的渠道和机制。积极发挥新

闻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的监督作用，通过多方位、多层次

的监督，建立统一有力的监管体系。积极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的宣传教

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调动和发挥

各类组织参与生态保护与管理监督的积极性。促进各个阶层，尤其是

管理者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解，摒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相对立的错误观点。

第六节 拓宽融资渠道

（一）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提供坚实保

障。综合考虑全南县生态系统特点，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

市、县将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加大工程资金投入。

加强财政政策整合统筹，集中安排，形成合力。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建立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

（二）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建立

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引导生态保护地区和

受益地区遵循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思路，通过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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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产业转移、园区合作、技术分享、税收共享等方式建立跨

行政区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共同分担生态保护任务。完善生态公益

林补偿机制，实行省级公益林与国家级公益林补偿联动、分类补偿与

分档补助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三）资金使用管理。生态修复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执行《江

西省地质环境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江西省地质环境项目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建设单位要做好资

金使用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管专用，单独核算，县级以上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集体讨论，严格审批，规范财务手续，明细每一笔款项的

使用状态和使用途径，保障每一笔资金的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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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全南县行政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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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全南县高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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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全南县河流水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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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全南县土壤类型分布图

附图 5 全南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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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全南县低质量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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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全南县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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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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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全南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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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专家评审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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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全南县政府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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