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作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现已成为关系国

家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的重要战略任务。

2016年4月和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安徽，为安徽

高质量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我省生态修复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5号），我省成立了安徽省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印发了安徽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2021-2035年）编制工作方案，启动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编制，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一定时期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任务的总纲和空间指

引，是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依据。

前言1



全省生态系统概况2

◼ 安徽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属中国南北方的过渡地带，也是

承东启西的重要纽带，国土总面积14.01万平方公里。地处暖温带

与亚热带过渡地区，地跨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流域， 形成了

我省南北迥异，多样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突出。

◼ 全省大致可分为两个气候分区（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

候，淮河以南属亚热湿润季风气候）和五个自然区域（淮北平原、

江淮丘陵、皖西大别山区、沿江平原、皖南山区），山、水、田、

林、湖、草共同构成了全省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



工作成效3

坚持高位推动，生态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

坚持改革创新，生态修
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坚持一体化推进，重大
工程以及相关专项行动

成效显著

坚持系统修复，生态修
复工作影响力不断显现

我省目前已经形成各级各部门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
明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奠定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形成了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我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不断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和法
规体系，并积极开展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修复的模式探索。

我省坚定保护好山好水，深入
推进“三河一湖一园一区”生
态文明示范创建， 各指标均创
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城
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污染防
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

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
同体”理念，引导三类空间生
态修复，积极探索国土空间全
域生态修复。优化生态空间布
局，完成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预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
评估调整，建立监管平台。



形势与要求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根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

作明确了价值目标和根本遵循，要求必须立足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发挥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作用，全力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开展。

生态修复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夯实制度基础

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部联合印发一系列生态修复文件。生态保护修复的法

律制度和标准规范不断完善，为新时代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奠定了制度基础。系统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已

成为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生态修复保护重要论述明确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必须尊重自

然规律，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注重系

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有效性，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集成各方面力量，努力形成统筹国土

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大格局。

2018年，中共中央为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山水林田

湖草各类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赋予自然资源部“统

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当前，统筹做好国土

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必须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关于

生态修复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放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大局中定位和谋划。



机遇与挑战5

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为我省生态修复工作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考察安徽并做出重要指示，为安

徽生态修复工作指明了方向。我省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应坚定不移

的把保护好山好水，将打造

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徽样板作

为遵循方向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为我省生态修复带来新任务

相关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部署将促

进我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调整

优化，现阶段需根据我省不同区域

情况把握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

点和任务，优化格局，追根溯

源、系统治疗

省级层面重大决策部

署为我省生态修复明晰了要求

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坚定不移打造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区。要把好山好水守护好，让

绿色成为安徽最动人的色彩，为我省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明晰了具

体工作要求
省域内尚未建立协

调统一的生态修复体制机制

我省省域国土空间生态内容多样，生

态修复工作涉及多部门，迫切需要建

立协调统一的体制机制，权责对等的

管理体制、协调联动的推进机制，提

升监测预警监管信息化水平



主要问题6

⚫ 三类空间冲突区域生态问题有待统筹解决

⚫ 废弃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 地质灾害种类多、分布广

⚫ 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待提升

⚫ 水生态修复和治理任务繁重

⚫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亟待提升

⚫ 耕地斑块细碎化，农村居民点用地粗放

⚫ 土壤因污染导致质量下降、农田生态系统功能

退化

⚫ 农村人居环境“短板”突出，村域景观生态格

局遭受破坏

⚫ 城市内部蓝绿空间未成网络

⚫ 城市水环境问题突出

⚫ 城市安全韧性不足

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有待优化

生态空间质量有
待提高

农业空间生态功
能有所退化

城镇生态空间品
质需进一步提升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7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省域、全过程、全方

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

绿色成为安徽最动人的色彩，为建设经济强、格局新、环境优、

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生态支撑。

坚持战略引领，科学修复01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02

坚持统筹协调，综合施策03

基
本
原
则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管护机制04



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8

坚定不移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切实发挥我省在构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生

态战略地位和作用，切实筑牢中部生态屏障和长江中下游生态带，

坚定守护好山好水，锚固我省“一心两屏四廊多廊道”的生态安全

格局，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为主线，大力实施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不断提高生态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碳

汇能力，促进形成优质高产的农业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健

康安全的城镇空间，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机制全面形

成，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绿色成为安徽最动人的色彩，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

台阶，全面绿色转型树立新样板，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

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全省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生态

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生态稳定性明显增强，

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成，统一有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基本形成，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基本实现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区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全省生态安全格局9
“一心”为巢湖生态绿心；

“两屏”为皖西山地生态屏障和皖南山区生态屏障；

“四廊”为长江、淮河干、新安江和引江济淮生态廊道；

“多廊道”以“四廊”为基础，联络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重要区、水系、林网形成的全省系统化生态网络形成

的全省系统化生态网络。



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和重点区域10
• 将国家和全省生态安全格局落实到国土空间中，突出全省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连通性，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水热组合等自然条件，以五大自然地

理分区，长江、淮河和新安江三大流域，三类主体功能区等为基础单元，将全

省国土空间划分为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9个修复分区，同时针对主要生态

问题明确各分区生态修复的主攻方向，并依据分析评价结果明确各分区内部的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 依据全省生态问题识别和空间评价结果，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耕地质量提

升、丘陵平原水土流失治理、低效林治理、山地水土流失治理、河湖湿地修复、

地下水超采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城镇人居环境提升、采煤沉陷区治理和非煤

废弃矿山治理等重点区域。



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任务11

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
优化

城镇空间生
态修复

生态空间生
态修复

农业空间生
态修复

• 统筹划定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推进生态环境“三
线一单”

• 建立冲突区域协调机制，解决复合空间功能冲突
• 开展冲突区域综合管治，优化国土空间功能布局
• 开展缓冲区建设，促进空间共融
• 修复矿山生态环境，稳步提高采煤沉陷区治理率

• 落实最严格的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制度，建立完善自
然保护地体系

• 聚焦全省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的“一心两屏四廊”
• 全面提升国土绿化水平，保护和培育林草生态系统
• 加强涉水空间生态管控，保护修复重要河湖湿地

•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轮作休耕
•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和农田生态功能
• 开展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提高水土保持能力
•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 构建蓝绿网络体系，提升城镇生态品质。
• 强化资源环境底线约束，增强城市韧性。
• 实施污染土地修复与风险防控，统筹相邻空间用地

和临时用地的生态修复



全省生态修复重大工程12

以推动全省国土空间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为导向，夯

实“一心两屏四廊多廊道”的生态安全格局。统筹9个修复分区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聚焦农业农村、城镇、矿山3个修复任务较

重空间；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推进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修复支撑体系工程建设；形成我省

“9+3+1+1”重大工程。



保障机制13

加强组织领导

◆ 加强全省生态修复规划实施工作“一盘棋”“一
张图”领导组织原则。

◆ 加强规划实施政府主导，落实地方责任。

◆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生态修复工作组
织协调机制。

创新政策机制

◆ 完善全省生态修复规划和制度体系建设。

◆ 完善全省生态修复规划实施考核评估和奖惩机制。

◆ 完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交易机制。

◆ 落实巩固和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政策措施。

加强科技支撑

◆ 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技创新支撑力度。

◆ 加强生态修复监测管理平台建设。

◆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规范体系。

鼓励公众参与

◆ 建立参与式流域综合管理机制。

◆ 构建多层次的生态修复发展论坛。

◆ 多形式开展生态修复宣传教育。



诚邀您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