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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气势恢宏，细致入微。

基本框架：

          由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江

南山水图；



         画卷中有渔村野市、水
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
桥等静景与捕鱼、驶船、游
玩、赶集等动景巧妙结合。
       
    人物意态栩栩如生，飞鸟
极具展翅翱翔之态。

画面：   气势恢宏，细致入微。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思想
         古人生态伦理理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追求优美、赏心悦目的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思想始终包含在山水画的思想中。

        人类理想的人居环境，是天人混沌一体的共存关系，它已存在于中国人内心
深处和传承积淀文化深处，也决定了人们选择人居环境的导向。



         人居景观环境的建构，要求------人与物生存空间、人与人生活空间、
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
         人在环境中可走、可看、可望，方为“游”，乐享其中。
         所谓“居”，是人在地域环境下的长期生活感受，以使“万物与
‘我’为一”的和谐，而达到“乘物以游心”的内心感受。 

“可游可居”思想境界和理想人居环境。



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

两不愁三保障
生态环境状况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79.3%，同比上
升1.3个百分点；
        细颗粒物（PM2.5）浓度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
（汾渭平原10.8%。）；
        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71.0%，同比上升3.1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6.7%，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分别
下降3.1%、2.7%、6.7%、4.9%；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1%；

        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4.0%。       

古人的生态伦理       
                                一直  
                                          延续到现代



2018年8月秦岭北麓40栋违规建别墅



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
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
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
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
（山峰）jué y ǎ n 。”

李白感慨：何时能遁迹人世，自由自在地栖身在如此仙境。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唐   李白





       陈路超大违建别墅内的全
部道路和附属设施被彻底拆除，
并同步复绿



    2016年曲周县城乡规划局
的文件显示，这是个农业种植
园项目，占地105亩，然而到
了2017年，有54.23亩却成了
养老院。变更土地利用属性。

    2019年4月18号晚上，
调查组发布了初步调查结
果：这个项目存在未批先
建、违法占地、违规建设
等问题。

河北
“袁府”

黑龙江
“曹园”



一. 生命共同体

时间：
      2013年11月9日

文件：
      《关于〈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概念：
          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

古人的生态伦理       
                                一直  
                                          延续到现代



先进 理念：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
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
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管理模式：

         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
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
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
修复。

 模仿自然：
         
          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
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bǐ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土地用途管制
日本、美国、加拿大：“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英国：“土地规划许可制”
法国、韩国：“建设开发许可制”

      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就是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等国家强制力，规定土地用途，明确土地使用条件，
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规划所确定的土地用途和条
件使用土地的制度。 

         土地用途管制的内容包括：

                       土地按用途进行合理分类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

                     严格按用途登记、变更审批用地

                     对违反规划用地的行为要严厉处罚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
中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用途管制 理清关系

           土地按用途分类——实行用途管制的基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用途管制的依据；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预先进行审批——是关键；

        保护农用地——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目的，核心

是切实保护耕地，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对基本农田

实行特殊保护，防止耕地的破坏、闲置和荒芜，开发未

利用地、进行土地的整理和复垦；

        强化执法监督、严肃法责——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保障。



2017版                     一级类（二级类）

1.耕地（水田、水浇地、旱田）
2.园地（果园、茶园、橡胶园、其它园地）
3.林地（乔木-不包括森林沼泽、竹林、红树林、
           森林沼泽、灌木-不包括灌丛沼泽、
            灌丛沼泽、其他林地- 疏林地，未成林地，
             迹地、苗圃等）
4.草地（天然牧草地、沼泽草地、人工牧草地、
            其他草地-p<0.1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5.商服用地
6.工矿仓储用地
7.住宅用地
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9.特殊用地（军事设施、使领馆、监教场、宗教、
            殡葬、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10.交通运输用地
11.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2.其他用地（空闲地、设施农用地、田坎、
            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山水林田湖统一管理的意义

1.流域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

2.要素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

3.人是生态系统的要素之一，
             与自然的关系推崇自然中心主义的理念，
                                         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4.只有统一管理，才是生命共同体核心，
                                       保护生态系统免遭破坏。

     复杂；
人类认识不透彻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物质和非物质）



“生物圈二号”对人类的警示
     1991年9月
26日，来自世界
各地的8位志愿
者参与了生物圈
2号的实验计划。

       计划设计在
密闭状态下进行
生态与环境研究，
帮助人类了解地
球是如何运作，
并研究在仿真地
球生态环境的条
件下，人类是否
适合生存的问题。

1986年，美国人巴斯出资2亿美元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区动工兴建了世界瞩
目的“生物圈2号”。



¡ 面积:1.27公顷
¡ 体积:20多万立方米。
¡ 结构：其主要是由玻璃帷（wei）幕和钢架所构筑
¡ 生态系统：仿真生态群系，包括了热带雨林、稀树

草原、沼泽地、海洋（含珊瑚礁岸）、沙漠等五类
荒野生物群带，以及人类的农田、微型城市及技术
圈等三种人造地区。



• 密闭系统，其中大约涵纳了大气(17万m3)、淡水(1500 m3)、咸水(3800 
m3)、土壤(17000 m3)、生物(3800～4000种)，以及人类（四男、四女）
等重要组成。

• 微城市的内部设计中，配置了：实验室、医疗设备、厨房、寝室、餐
厅、健身房、盥洗设施，以及图书室及观察室等。这种温室型的实验
室，其运转所需的能源，主要是靠太阳能和外部供输的电力。



　       这个封闭生态系统尽可能模拟自然的生态体
系，有土壤、水、空气与动植物，甚至还有森林、
湖泊河流和海洋。

　　科学家们被送进“生物圈二号”从事研究，本
来预期他们与世隔绝两年，吃自己生产的粮食，呼
吸植物释放的氧气，饮用生态系统自然净化的水。
希望这个封闭系统能够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

　　

“生物圈二号”实验



         18个月之后，“生物圈二号”系统严重失去平衡：

          氧气浓度从21%降至14%，不足以维持研究者的生命，输入氧气加以补

救也无济于事；

          
           原有的25种小动物，19种灭绝，为植物传播花粉的昆虫全部死亡，高

等植物因此也无法繁殖;
          
          最后除适应力最强的白蚁、蟑螂和藤本植物外，其它的较为高等的动

植物都奄奄一息;

         8位科学家当然也只能紧急撤出;

         



• 生物圈2号的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大气组成比例，无法

自行达到平衡；生物圈2号内的水泥建筑物影响到正

常的碳循环；多数动植物无法正常生长或生殖，其灭

绝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

• “生物圈2号”的实验失败，未达到原先设计者的预

定目标，这证明了在已知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类离

开了地球将难以永续生存。

地球仍是人类唯一能依赖与信赖的维一生态系统



¡ 生物圈2号计划实验目标并未达成，大自
然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复杂巨大
的系统关联中，可能每一缕 轻风都是对
于生命所不可或缺的；

¡ 人不是万能的，人类要依赖地球存活；
人类要懂得顺应自然，要珍爱大自然的
一切，才能与地球万物持续发展。



山水林田湖统一管理的意义

1.流域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

2.要素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

3.人是生态系统的要素之一，
             与自然的关系推崇自然中心主义的理念，
                                         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4.只有统一管理，才是生命共同体核心，
                                       保护生态系统免遭破坏。



自然中心主义基本观点

第一，伦理学的视野从人扩大到一切生命和自然界。

第二，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

              外在价值指生命和自然对人的效用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以人为尺度评

价生命和自然的价值。

              内在价值是指以生命和自然自身的尺度评价自身的价值，它不是人类赋

予的，而是生命和自然的存在本身所固有的。

第三，强调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特殊作用，人类基于人类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动态

平衡原则，主动地适应，支配补偿和改造自然界及其过程，人类的生物本性和

文化本性，决定了人类既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又是地球生态系统的

信息观察者和保持生态平衡的道德代理人和调控者，能肩负起地球上生命的重

托和希望，这是地球生物圈赋予人类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类不可推卸的历史

使命。



二、 工作部署
时间：
       2015年9月11日

组织机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

审议：
           通过了《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树立改革的理念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

山水林田湖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空间均衡的理念

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
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
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
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
生态平衡。

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美丽山
川、肥沃土地、生物多样性是人
类生存必需的生态环境，坚持发
展是第一要务，必须保护森林、
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
等自然生态。

三. 工作部署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实施保障 积极开展试点试验。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自然生态空
间，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严禁任意改
变用途，防止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生
态红线的破坏。

   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将分散
在各部门的有关用途管制职责，逐步
统一到一个部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
空间的用途管制职责。

三. 工作部署



时间：
       2016年9月30日

组织机构：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部署：
         共同发布“关于推
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的通知”

三. 工作部署



          高强度国土开发建设、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系统破

损退化严重。       

      部分关系生态安全格局的

核心地区在不同程度上遭到

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和破坏。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不断下降

针对存在问题：



       开展的一些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由于缺乏系统性、

整体性考虑，

        客观上存在各自为战

的状况，生态整治修复效

果不尽理想，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缺陷：



         充分集成整合资金政策，对山上山下、
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真正改
变治山、治水、护田各自为战的工作格局。

实施矿山环境治理恢复

推进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动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

全方位系统综合治理修复

提出明确要求：



2）地方政府：

          高起点、高质量、编制生态保
护修复规划和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立足全局、加强顶层设计 

3）中央财政：

           对修复工程给予奖补

4）地方政府：

       拓宽资金渠道，整合资金、
统筹各类资金。

解决：
中央基础奖补资金

与
高起点、高质量

矛盾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是实现格

局优化、系统稳定、功能提升，关系生态

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关系国家

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举措

是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必然要求



三. 重大决议

时间：
          2015年10月26-29日

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策：
         实施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3个坚持： 

        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正确道路：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目标：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 ”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

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倡
导
：

根据生态退化程度，采取
保护、恢复、重建措施。



内容：
          对各地编制的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实施方案进行咨询和指导。

四、实地考察：
时间：
      2016年12月1-11日

检查组人员：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孙志
         国土资源部财务司副司长刘键
         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副司长张士宝
         樊杰研究员及专家组成员。

区域：
       陕西、河北、甘肃、青海、
浙江和江西6省。

2016年12月12日 樊杰研究员受邀担任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专家组组长



          2016年12月1日

         考察组（省财政厅厅长丁云祥，延安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薛占海、

                            延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靖江陪同调研。 ）

         实地论证考察延安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四、实地考察：



          2016年12月2日

         考察组（省财政厅厅长丁云祥，市委书记郭大为、市长杨长亚、

                                市委副书记相红霞、副市长李志强陪同）

         实地论证考察铜川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四、实地考察：



2016年12月3日

检查组（在省财政厅厅长丁云祥、副厅长苏新泉、

               副厅级巡视员张洪斌以及经建处负责人员的陪同下）

实地论证考察富平县石川河流域山水林田湖项目

四、实地考察：



陕西省
           黄土高原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 
                       （延安市、铜川市、富平县）

甘肃省
          祁连山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
                            黑河流域
江西省     
            赣（gan）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

                （赣州市于都县、 崇义县、 宁都县、 信丰县、
                          会昌县、寻乌县、 安远县、 全南县、 兴国县、
                           定南县、龙南县等等 ）

河北省
          张家口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
                      张家口市

评审结果：四个省份开始试点



         申报工作由省财政厅牵头，省国土厅、省环
保厅以及延安市6县区、铜川市4县区、渭南市富
平1县参与编制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经过国家三部委初审、实地考察、公开竞争
性评审等环节最终确定。

        项目总投资120亿元，建设期3年：

         1.北部片区以延河流域为骨架，涉及延安市
6个县区——主要解决延河流域水土流失和长城
沿线荒漠化治理。

        2.南部片区以石川河流域为骨架，涉及铜川
市4个区县和富平县——主要解决石川河水资源
短缺问题以及综合治理废弃矿产，实现石川河有
水、有清水的目标。　　

五、陕西省第一期试点项目立项

基础奖补资金



延安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总投资为51.02亿元；

涉及宝塔、安塞、延长、延川、志丹、吴起6县区；

总面积1.84万平方公里；

计划2019年建设完成。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区域生态修复

农田生态功能提升

水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

废弃矿山综合整治

荒漠化土地生态修复 农村面源污染整治



       ——主要针对铜川市废弃矿山问题突出、水资源匮乏、水生态破坏严重、农田

生态系统脆弱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实

行“梁、茆、塬、坡、沟、川”共治，”水、土、林、田、人”共利，系统规划，

整体推进。

      ——工程内容涉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农田

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水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废弃矿山综合整治、

农村面源污染及城镇污水综合整治及辅助工程6大类。

                             ——总投资为58.63亿元；

                             ——17个重点项目；

                            ——2017年(实施7个项目，投资28.04亿元)、2018年

（6个，19.3亿元）；2019年（4个，11.3亿元）3年建设期。

铜川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区域生态修复、

农田生态系统提升、

水资源保护与水资源综合利用、

废弃矿山治理、

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5大类。

          

                  总投资10.11亿元，

                  12个项目，

                  2017-2019年3年建设任务。

富平县石川河流域山水林田湖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面积3800Km2，

年入黄泥沙减少1940万T；

        延河流域雨洪调剂量达到1300万M3，石川河

流域雨洪调剂量达到1100万M3 ；石川河出境断面

流量达到0.5 M3 /s的天数由目前的100d左右提高到

250d；

         新增土地整治面积3.76万Hm2，新增高标准农

田面积2.4666万Hm2，年粮食增加产能4822万Kg。

预期效益



六、项目启动                                                                

陕西省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实施阶段

时间：2017年3月13日

宣布人：梁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宣传部长）

开工仪式地点：富平县 



       陕西省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主要涉及延安

市6县区、铜川市4县区以及富平县，项目总投资119.77亿元，

建设期限3年。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试

点先行的原则，主要修复延安延河流域和铜川

富平石川河流域两大片区生态环境，同时，探

索解决两大片区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和废

弃矿山等生态问题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模式。        

        按照规划要求，2017年计划投入资金55亿元，开工建设

17个项目，完工8个项目，为明后两年如期全面完成试点任务

奠定坚实基础。



七. 项目管理：                     
流程       

地方政府
联合申请

国家三部委
初审、考察、评审

财政部下达任务

地方财政部门
或（山水林田湖办公室）
 组织实施 初步设计及审查

施工图设计与审查

按照可研报告及其批复文件设计投标

施工投标

施工

验收



铜川项目管理经验       

一）建立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
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全市山水林田
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在市财政局设立正县级山水林田湖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市各区
县及有关市级部门也成立了山水林田湖项目
推进机构，为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组织保障。



二）规划引领
   
    编制了《铜川市黄土高原山水林田

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铜
川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控制
性详细规划》。

   
   形成规划、设计、实施、验收“四

位一体”的解决方案，强化了项目设计
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三）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制定了《项目管理办法》、《资金
管理办法》；

    建立了项目月报、月考核制度和项
目变化报备及动态监管制度；

  出台了《项目初步设计审查试行办
法》和《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成为
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为项
目设计、施工和验收等工作提供了技术
支撑。

备注：专家库已储备8类知名专家65人，每个设计报告评审专家5人组织评审小组。



（一）预审
         山水林田湖办公室预审，确定项目设计是否

符合相关政策： 

    财政部（财建[2016]725号）《关于推进山水林

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陕西省生态

功能区划》 、 《陕西省黄土高原山水林田湖生态

修复试点工程实施方案》、《铜川市山水林田湖

生态修复试点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二）技术审查
         1.外业审查：现场踏查，了解项目区情况和工程布局。
           2.内业审查：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技术、经济审查，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3.参加单位：山水林田湖办公室主持、项目业主、勘察设计单位、相关
业务部门、专家评审组等。
           4.审查结论：通过、修改完善后通过、不通过三种。
           5. 公开透明：全程录像、拍照影像资料。          

技术审查



资
质
证
书
？
？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审查不通过，停止继续审查初设报告。



资
质
证
书 

？
？

设计报告有规范的写作模板



四）资金筹措取得新突破

  通过整合各类相关专项资金
2097万元和市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劵
资金9500万元作为市级配套；

  利用市财经发展基金与西安银
行合作设立铜川市山水林田湖基金
，并且已通过基金安排2100万元支
持项目建设；

  积极申请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聚光科技、博天环境、绿通园艺、
铁汉集团等一批企业投资参与市山
水林田湖项目建设。

2018年
4月



五）机制创新

   探索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与社会资本合作
的PPP模式，2017年实施的18个子项目中有7个采用模
式，占项目总数的39%，预计吸引社会资本约14亿元；

    出台了《铜川市石川河生态
基流补偿机制管理暂行办法》，在
水量、水质补偿机制以及水环境生
态改善提升等方面探索出台相关长
效机制；

    不断完善，力争将该项工作
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机制。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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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送审稿、审定稿、
报批稿 、存档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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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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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项目



八、“山水林田湖草”新提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即“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式成立

草业和草原学院

2018年1月1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彭有冬
校党委书记李兴旺

“草业和草原学院”
揭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彭有冬
“黄土高原草原恢复与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授牌

彭有冬副局长 彭李兴旺书记 呼天明院长 彭有冬副局长



2018年11月1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正式成立：

草业和草原学院



九、相关问题探讨：       

1.轻视勘探

2.设计报告不规范

6.设计标准超标超资。

3.中央基础奖补资金内涵
              与使用。

4.项目重叠及其资金使用。

7.概算和预算概念混淆。

8.三年建设期之后后续运转机制？

5.设计资质与专业设计团队



测量、勘察、设计 必须具备乙级及以上资质；技术人员有相关技术职称



内容综合
专业性强
资质保证
综合团队

设
计
技
术
人
员
有
相
关
技
术
职
称



铜川市川口——青岗岭区域
生态治理修复项目

地理区位：

        210国道王益区川口——耀

州区青岗岭区域辐射的道路、河

流、护坡、山体；涉及王益区、

耀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铜川市规划中，将其界定为

“当代城际带状景观生态廊道”；

“城市纽带，一带兴城。”

建设设想：

       山体植被恢复，为基质；

      道路沿线降尘降噪道路绿化；

       城镇附近绿地造景。

            

        生态廊道将具有不同铜川文

化的造景节点串联成一条人地和

谐的新铜川形象。    

        

案例分析





岩石开矿后恢复问题
“软体和硬体恢复”





道路沿线节点工程



道路沿线节点工程





项目 概算 预算

1.作用

        1）确定控制项目
投资的依据
        2）项目建设招标
和总发包依据

        1 ）确定项目单位工
程、单项工程造价依据
        2 ）招标和签署施工
合同和竣工结算依据
        3 ）银行拨付工程价
款依据

2.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造价咨询单位

设计、施工、
造价咨询单位

3.编制时期
和依据

初设阶段
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文件

4.预算定额 参照概算定额 参照预算定额

5.精确度
与实际偏差5%-10%
（5倍价格）

与实际偏差3%-5%
（按照实际价格计算）

6.预备金 有（5%） 无

7.备注 预算不能高于概算，反之，提供必要的说明。

概算    与    预算的差异



附件：河长制简介



由中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
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2007年太湖蓝藻大面积爆发，水源恶化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
见》，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

《河长制》



        ——加强水资源保护，全面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守水

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

        ——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

管控，严禁侵占河道、围垦湖泊；

“河长制”工作的主要任务

——加强水污染防治，统筹水上、

岸上污染治理，排查入河湖污染源，

优化入河排污口布局；



         ——加强水环境治理，保

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加大黑臭

水体治理力度，实现河湖环境

整洁优美、水清岸绿；

         ——加强水生态修复，

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

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

        ——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

击涉河湖违法行为。



         1）禁止侵占自然河湖、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

       2）在规划的基础上稳步实施退田还湖还湿、退渔

还湖，恢复河湖水系的自然连通，加强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

       3）加大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生态敏感区保

护力度，对三江源区、南水北调水源区等重要生态保

护区实行更严格的保护。

       4）积极推进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水土流

失预防监督和综合整治，建设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维

护河湖生态环境。

加强水生态修复， 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



The Sword of Damocle
达摩克利斯之剑

悬顶之剑  

《河长制》

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

             是解决中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          



附件：几个概念

基础奖补资金

生态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
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
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
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ppp模式——公私合营模式模式
 
                     （一种融资和项目管理模式）

奖补结合专项资金



政府参与全过程经营的特点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营模式模式

    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

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

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

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

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

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

比较适用于公益性较强



奖补资金

奖补资金是专项资金

遵循扶优扶强，事后补助，奖补结合原则

遵严格程序、公开透明、科学评审、规范操作、专款专用。

        2017年1月6日,财政部以

财建〔2016〕991号文件下

达陕西省山水林田湖生态保

护修复基础奖补资金20亿元。



生态保护红线

         第一条是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红线。指的是水源涵养区，保持

水土、防风固沙、调蓄洪水等。城市发展需要安全健康的水源，这是

一条经济社会的生态保护安全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能够从根

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第二条是生态脆弱区或敏感区保护红线。即重大生态屏障红线，

可以为城市、城市群提供生态屏障。建立这条红线，可以减轻外界对

城市生态的影响和风险。        

        第三条是生物多样性保育区红

线。这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红

线，是  为保护的物种提供最小生存

面积。红线就是底线，如果再开发

就会危及种群安全，非常紧迫。



请各位专家斧正
         谢   谢！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kind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