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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姜辰蓉、石志勇、李华

“这回政府是动真格了！”7 月 30 日开始的陕
西省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已历时两个多月，大量违规建设在青山绿水
间的私人别墅被拆除。

西安市长安区和鄠邑区是秦岭北麓地区违建
别墅项目较多的，截至 10 月 9 日，两个区共拆除
违建别墅 600 多栋。

中央高度重视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
问题，目前，一场旨在彻底整治这一乱象的秦岭环
境保护攻坚战正在全面展开。专项工作分清查、整
治、追责等几个阶段，违法建设别墅查清一栋拆一
栋。

全面拆除违建别墅，主要涉私自

建、以旅游名义建、用地不合法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保人员在周边拉起了警
戒线，待拆别墅前破拆机和洒水车在作业，轰鸣声
中，一栋栋别墅陆续被拆除。

秦岭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有着“国家中央
公园”和“中国绿肺”之称。然而，近年来，秦岭北麓
地区不断出现大量违规建设的别墅。自 7 月底至
今，一场雷厉风行的专项整治行动在秦岭北麓西
安境内展开。

目前，长安区共拆除违建别墅 280 栋、面积
17 . 5 万平方米；鄠邑区共拆除违建别墅 355 栋、
面积 12 . 7 万平方米。

“‘群贤别业’违建项目位于祥峪村，占地 263
亩，建筑面积 3 . 9 万平方米，总共 65 栋别墅全部
被拆除。”东大街道办事处主任杨明说。据悉，“群
贤别业”违建项目是长安区确定的 15 个违建别墅
项目里首个被拆除的。

据知情人士介绍，秦岭违建别墅中，一些是私
人购买宅基地私自建设的，一些是开发商以旅游
开发的名义取得了建设许可，暗地里却行别墅建
设之实，还有一些是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取用地手
续。

违规开发屡禁不止

为保护秦岭，2003 年陕西省政府下发的《关
于开展秦岭北麓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秦岭北
麓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修建商品住宅和私人
别墅。”但仍有一些人盯上了秦岭的“好山好水”，
违规建成的别墅导致大量耕地、林地被圈占。

多年来，陕西省和西安市曾相继出台《陕西
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多
项政策法规，并对部分违建别墅进行过拆除，但
没能刹住这股风。

在此次整治之前，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环山路
沿线分布着别墅小区。这些别墅区有的紧挨山
体，有的沿河而建，有的则直接坐落在缓坡上，一
些别墅项目将售楼广告竖立在进山的必经之路
上。

记者今年 7 月采访看到，秦岭北麓一些地区
还分布着正在建设的别墅区。在一处别墅区的二
期项目工地上，坐落着上百栋已经基本建好的别
墅。

目前，西安市成立 57 个专项工作小组和拉
网式排查工作小组，在摸清违建别墅底数的同
时，聚焦违规项目涉及的违规供地、未批先建、批
建分离、批小建大等突出问题。

“环保风暴”向宝鸡等 5 市延

伸，还青山绿水于百姓

在破拆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栋栋违建
别墅的钢筋混凝土墙纷纷倒塌。“这下出门就能看
见青山，心情舒畅了！”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说。

拆除别墅的目的之一是还地于民。9 月 5 日，
鄠邑区政府部门将拆除违建别墅复垦的 24 . 48
亩土地移交给蒋村镇白龙沟村。鄠邑区将白龙沟
村这个地块上的 12 栋违建别墅拆除，垃圾清运完
毕后进行深翻、平整、追肥等一系列工作，通过了
相关部门验收，符合种植条件。白龙沟村党支部书

记李树林说，“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协助我们种上了
油菜。”在很多别墅拆除后的开阔地块上，复绿、植
绿工作已经展开。当地林业部门选择适合秦岭自
然条件的特色树种，合理搭配乔、灌、花、草等多种
植被，因景配绿，努力恢复秦岭山青、水净、坡绿的
生态大环境。

10 月 6 日，记者看到，“群贤别业”的拆除工
作已经完成，别墅群拆除后的开阔地带上，复绿工

程正在展开。长安区计划将这里打造成免费对
市民开放的“秦岭和谐森林公园”。

“我们这里本就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别墅
拆除后，修建公园是件大好事。”祥峪村村民周
社利高兴地说，大家又可以在家门口看山看水
了。

此次“环保风暴”还向宝鸡、渭南、汉中、安
康、商洛等 5市延伸，这些市均已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部署，对秦岭区域违法建筑和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对违建别墅、违法采
矿、采伐毁林等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全面做好秦岭各
市保护区内违规建筑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
采石、乱采滥挖等行为。同时，陕西正着力研究
完善政策法规，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秦岭
保护和利用。 新华社西安 10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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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整治动真格，600 多栋违建别墅被拆

本报记者殷耀、任军川、于嘉

凉风徐徐，秋草泛黄。一片宁静的湖泊犹如
明镜，镶嵌在金色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住在湖畔
的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镇牧民阿拉
腾陶格陶忙着下厨，为光顾牧家乐的客人准备饭
菜。不一会儿，香喷喷的手把肉就端上桌了。

“今年夏天雨水足，干了将近 20 年的水泡子
又有了水，草也长得很好，客人源源不断。”阿拉腾
陶格陶说，“往年干旱，草长不起来，秋季光秃秃一
片，还常刮沙尘，牧家乐早早就关门了。”

正如阿拉腾陶格陶感受到的那样，前些年，持
续干旱少雨使内蒙古一些地区草原退化、湖泊干
涸，而农田灌溉、煤炭开采等工农业大量耗水和有
违自然规律的绿化项目，也破坏了一些地方的生
态平衡。

超三成湖泊干涸

从 1987 年到 2010 年，内蒙古大
于 1 平方公里的湖泊从 427 个减至
282 个，湖泊总面积由 4160 平方公
里缩小到 2901 平方公里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方精云院士带领的
研究团队曾通过遥感图像判译与野外考察发现，
1987 年，内蒙古大于 1 平方公里的湖泊有 427 个，
到 2010 年减少了 145 个，减幅为 34%。湖泊总面
积由 1987 年前后的 4160 平方公里缩小到 2010
年的 2901 平方公里，面积缩小高达 30 . 3%。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虽然湖泊数量和
面积随着降雨量的不同而动态变化，但近年来的
总体趋势仍是缩减。

记者在内蒙古部分牧区采访时，不时会遇到
干涸的湖泊。湖盆的沙土黄里泛白，不时刮起扬沙
和碱尘，周边的牧草比较稀疏，就像一块块斑秃。

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苏木的白音查
干湖，南邻河北，被当地牧民称为母亲湖。站在湖
旁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只见巨大的湖盆内只有零
星水泡，泛白的沙土上偶有矮草，显得十分荒凉。

“春秋季节刮起大风白茫茫一片，都不敢出门，
家里的草场明显沙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的牧民
宝音达来说，“三四十年前，湖面看不到边，水鸟成
群结队。”

贡宝拉格苏木一些牧民告诉记者，20 多年前，
白音查干湖的主要补给河——— 源自河北的哈夏图河
由于上游大面积农田灌溉彻底断流，导致湖泊干涸、
草场退化，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了较大影响。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古日乃苏木境内的古日乃
湖，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20世纪 90 年代还有
明显的水面，当时芦苇葱簇、梭梭成片，如今只留
下大片龟裂的湖盆。古日乃苏木牧民图布巴图说，
20 年前湖彻底干了，很多植物枯死了，风沙越来
越大，村民走得只剩下三五个人。

记者 20世纪 90 年代初曾到访通辽市奈曼旗
的西湖。当时水草丰美，特产鲤鱼，而现在却是“湖
心种地出绿色，西湖风沙已无边”，当年的湖心岛
周围遍布农田。

灌溉用水量惊人

一些高产饲料地大量抽取地下
水，不仅导致水位下降，还加剧了草
原退化。有基层干部说，这成了“个别
人得利，多数人受害，全社会买单”

方精云领导的研究团队认为，在内蒙古农牧
交错区，灌溉耗水是湖泊减少的主要因素，导致
了近八成的湖泊面积变化。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内蒙古有关部门了解
到，1982 年到 2016 年，全区地下水灌溉面积和
机电井增加 3 倍多，地下水灌溉用水量增加 2 倍
多，部分地方的地下水超采较为严重。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的岱海流域原有水
浇地约 30 万亩，大量的农业耗水导致岱海水位
持续下降。近两年，当地已将 20 多万亩水田改造
为旱田，封闭 600 多眼农灌机电井，对地下水位
恢复起到一定作用。

内蒙古东部某市水利部门负责人说，20 多
年前，农村流行打小井、配小泵、浇小地，地下水
超采严重。近几年，灌溉耗水量依然降不下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全市地下水位下降近 20
米，一些机电井得打 200 多米深才出水。

在通辽市，农业灌溉占用水总量的八成左
右，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严重，科尔沁区地下水
超采区形成了“漏斗”。

此外，内蒙古部分牧区建设高产饲料地，鼓
励牧民种植青贮玉米，以补充牲畜所需的饲草料，
减轻草场压力。然而，一些高产饲料地大量抽取地
下水，不仅导致水位下降，还加剧了草原退化。

记者今夏在某牧业苏木采访时看到，公路边
偶有成片耕地，星星点点的白色土豆花开得正
艳。当地牧民告诉记者，有些耕地是饲料地，却种
上了马铃薯等经济作物，草原监管部门虽对此严
查，但仍有人为牟利铤而走险。

在内蒙古西部一些牧区，不少牧户都有几十
亩或上百亩饲料地种玉米，有时卖玉米的收入高
于养畜收入，但“大水大肥”的耕作方式，加剧了
地下水位下降和土壤环境破坏，影响天然牧草生
长。有基层干部说，这成了“个别人得利，多数人
受害，全社会买单”。

“一味求绿”反成“害”

在草原上大规模人工造林，破坏
原生植物，反而不利于水土保持，甚
至出现“远看绿水青山，近看水土横
流”的情况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些地方搞沙区治理和
生态建设时“贪大求全”，一味追求“绿色”，而违背
了自然规律。

比如，在不宜造林的沙地或沙漠里大量种树，不
仅不易成活，还可能造成地下水的更多损耗。

中科院专家曾对科尔沁沙地生态状况研究发

现，在沙地南缘营造的樟子松人工林中，年龄越大
的林子，地下水降得越多——— 林龄十二三年的地
方，地下水埋深 2 米左右；林龄 40 多年的区域，地
下水埋深超过 6 米。

部分沙地治理项目区被密密麻麻的杨柴、
黄柳、小叶锦鸡儿等灌木遮盖。有专家指出，一
些平缓的流动沙地和小面积风蚀沙坑适合以草
方格的方式种草，应尽量保持草原地貌，虽然看
上去不如密植的灌木葱郁，但该方法更加经济、
持久、稳定、符合自然规律，可更好地促进土壤
形成、改善周边环境。

有些沙区在治理时未按立地条件选择合理
方式，导致工程失败。一些干旱地区种樟子松，
由于降水少、蒸发大，不适合乔木生长，导致造
林保存率非常低。地处草原深处的少数苏木乡
镇，为了景观绿化而种树，导致年年种树不见
树，虽不断补种、经常浇水，树还是长不好。

也有基层干部反映，有领导来调研时，看到
邻省林场林茂叶绿，而与其紧邻的内蒙古地区
多为半荒漠草原，看上去稀疏、泛黄，视觉冲突
很大，故提出大规模建设林场的想法。事实上，
若在草原上大规模人工造林，很可能破坏原生
植物，反而不利于水土保持，甚至出现“远看绿
水青山，近看水土横流”的情况。

内蒙古大部地区水资源本已紧缺，可一
些地方植树种草过于茂密，速生杨等耗水量
大的林草品种较多，生态保护修复没有量水
而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自治区东部一些地
方看到，不少生长了 20 多年的杨树主干矮小、
分支丛生，有的甚至枯萎死亡，当地人称之为
“小老头树”。据了解，这些树多为搞生态建设工

程时种下的速生杨，虽长得快，可耗水多，加
快了地下水位下降，由于根系吸水不足，又导
致生长不良或死亡。

工业耗水超限度

方精云带领的研究团队认为，

在内蒙古草原地区，湖泊锐减的原

因 64 . 6% 是来自煤炭开采耗水

工业耗水状况不容小视，很可能对地下水
平衡造成威胁，进而影响生态安全。据了解，
2006 年建成运营的岱海电厂，一度通过岱海水
直流冷却，年用水量达 1000 多万立方米。目
前，该电厂已开始技改工程建设。记者也在一些
草原地区看到，露天煤矿开采中形成的渣土堆拔
地而起、十分突兀。有牧民反映，煤矿周边的草场
因地下水被破坏而明显退化。方精云带领的研究
团队认为，在内蒙古草原地区，湖泊锐减的原因
64.6%是来自煤炭开采耗水。

部分地区的产业布局已超出当地水资源
承载能力。中科院专家对内蒙古西部某市用水
情况的一项研究显示，到 2020 年，这个市能源
产业需水量将由 2015 年的 2 . 14 亿立方米增
至 4 . 4 亿立方米，煤炭、煤电及煤化工产业将
更大程度影响其他部门的正常用水。

此外，一些地方修筑大量水利设施，造成
入湖径流急剧减少，湖泊在降水稀少的干旱气
候下蒸发强烈，湖面迅速萎缩、水质咸化并向
盐湖发展，部分湖泊最终形成干涸的荒漠。

发展要“量水而行”

要树立“以水定生态”的意识，
立足当地气候条件，不能违背自然
规律，不分区域、不考虑水资源承
受能力，盲目冒进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面临着建设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艰巨任务。因
此，要把合理利用水资源放在重要位置，以水定
发展，生态建设也要量水而行。

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工业方面，要严格审批、
控制高耗水的项目上马，规划建设时要充分考虑
水资源安全问题，评估区域内主要用水部门的节
水潜力和非常规水源的开发潜力，充分论证跨地
区调水、水权转让等区域外“开源”措施的可行
性，依据供水能力，提出合理的开发目标。在农业
领域，当前的水资源状况不足以支撑粗放的农业
生产。严格限定种植品种，加强浇水施肥等技术指
导；对牧区耕地要分类施策，沙化严重、河湖周边
的耕地要逐步退耕还草。

眼下，国家正积极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但如何保障长久运行，基层干部在推进时
遇到一些困惑，他们希望有关措施和方案尽快完
善。在生态建设方面，要根据水资源状况，合理确
定林草种植密度和种类，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
要树立“以水定生态”的意识，立足当地气候条
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分区域、不考虑水资源
承受能力，盲目冒进，搞“高大上”的生态工程。

一些地区大上耗水的工农业项目，导致大量湖泊干涸草原退化；一些地区“一味求绿”反成“害”

内蒙古：跨越生态“命门”，需要“量水而行”

▲大型机械对“群贤别业”内的别墅进行拆除(摄于 9 月 6 日)。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露天矿和工业项目(摄于 7 月 27 日)。 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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