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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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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科学指导陕西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工作，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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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依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

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

生态屏障）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陕西省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年）》等规划安排，编制《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针对陕西生态环境较脆弱、局地水土流失较严重、水资源短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农田生态功能退化、城市生态品质

较低等问题，构建由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屏障、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

养生态屏障、长城沿线防风固沙带、关中平原生态质量提升带、汉丹江水环境综合治

理带和“四横三纵”一级生态廊道组成的“两屏三带多级廊道，六区六策十三项目”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优化三生空间的生态功能，布局六大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开

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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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

      《规划》范围为陕西省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规

划期为2021-2035年，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基准年为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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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奋力谱

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奋斗目标，贯彻落实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重大战略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遵循生态

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面向生态、农业、城镇三个空间，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严守陕西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筑牢黄

土高原和秦岭生态安全屏障，增强农田生态功能，提升城镇生态品质，

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服务陕西生态文明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1.2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陕西省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

规划期为2021-2035年。

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基准年为2020年。

1.3 规划期限



2.1 自然地理格局

2.2 生态资源现状

2.3 生态问题和风险

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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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然地理格局

两流域

三带

九水

六单元

八山

三区

白于山、子午岭、华山、终

南山、首阳山、太白山、大

巴山、化龙山

暖温带、中温带、亚热带

窟野河、无定河、延河、北洛

河、泾河、渭河、丹江、汉江、

嘉陵江

黄土高原区、关中平原区、

秦巴山区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风沙草滩区、黄土丘陵沟壑区、

关中平原区、秦岭山地区、汉

中—安康低山丘陵盆地区、大

巴山中低山区



2.2 生态资源现状

土壤类型丰富，土地利用多样

降水量南多北少，水资源分布不均

植被类型差异明显，生物多样性丰富

矿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

历史人文积淀深厚，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



2.3 生态问题和风险

局地水土流失严重，水沙关系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

农业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不配套, 农田生境有待改善

水土资源约束趋紧，城镇空间绿量分布不均，节能减排压力增加

局地生态节点与优质生态源地不足，生态廊道连通性较差

水安全风险增大，秦岭“中央水塔”功能仍需持续加强

生物栖息地破碎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任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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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原则

3.2 规划目标

原则与目标

03 



3.1 基本原则

u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

u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合理施策

u 坚持统筹兼顾，

聚焦重点难点

u坚持改革创新，

完善监管机制

u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生态惠民



3.2 规划目标

塑造山清水秀的

生态空间

打造契合山水、紧凑集约的

城镇空间



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逐步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化生态要素得到系统保护，

以生态屏障、廊道为基底的多层次区域生态网络初步形成。区域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秦岭地区、黄河流域等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保护。

“两屏三带多级廊道”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基本形成，各

级各类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廊道等关键生态空间得到

全面保护与修复。森林、农田、湿地、河湖、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稳

定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得到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构建起安全、健康、美丽、和谐的高质量国土空间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安全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得到整

体提升，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态产品价值持续彰显，建

成发达的生态产业体系、优美的城乡绿化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

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

2030

2025

2035

3.2 规划目标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基本形成

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生态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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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生态修复格局

4.2 生态修复分区

4.3 生态网络结构

4.4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l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屏障
l 秦巴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生态屏障两  屏

三  带

多级廊道

l 长城沿线防风固沙带
l 关中平原生态质量提升带
l 汉丹江水环境综合治理带

l “四横三纵”的生态廊道架构

构建 的生态修复格局

4.1 生态修复格局



六区六策

4.2 生态修复分区

Ø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治理，提升
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能力。

陕北风沙草滩生态脆弱区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区

黄河渭河沿线生态保护区

渭北矿山集中开采治理区

秦岭生物多样性及水源涵养区

巴山生物多样性及水源涵养区

Ø开展地质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保护河滩和
河岸带植被。

Ø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逐渐恢复生态
功能。

Ø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水源涵养，保护森林原
生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区域水源
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

Ø实施动植物生境和河流生态保护，保护和修复
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河流生态补水
能力。

Ø采用自然恢复和人工辅助修复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退化土地治理。



Ø 识别连接相邻生态源地和对生态

流起关键作用的32个生态节点:

• 一级生态节点12个；

• 二级生态节点15个；

• 三级生态节点5个。
陕西省生态节点及廊道分布图

生态阻力面图 生态源地分布图 自然保护地图

4.3 生态网络结构

Ø 识别出陕西主要生态廊道架构为

    “四横三纵”:

• 一级生态廊道共31条，串联重

要生态空间，沟通重要流域与

主干水系；

• 二级生态廊道共16条，连通重

要生态节点，缓解局地生态冲

突；

• 三级生态廊道25条，连接全域

生态节点。



4.4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重点区域 治理策略
秦岭生态修复重点区 区域范围涉及秦岭的6市39县（市、区）

黄河干流沿线生态修复重点区 黄河干流沿线4市13县（市、区）。

陕北多沙粗沙水土流失防治区 陕北多沙粗沙区的7个县

渭北旱腰带采石矿区生态修复重点区 5市23县（市、区）

汉丹江南水北调水源涵养重点区 汉丹江流域的3市16县（市、区），其中，汉江两侧10千
米，丹江两侧5千米范围内的区域为生态修复核心区域。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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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生态空间

5.2 农业空间

5.3 城镇空间

5.4 生态廊道



加强秦岭中央水塔功能，提升巴山水源涵养能力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守护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筑牢黄土高原生态屏障

强化长城沿线防风固沙功能，推进砒砂岩盐碱地综合治理

改善重点流域河湖湿地水生态，保障水安全

p 加强天然林保护，开展退化林分修复，小流域综合治理
p 治理水土流失，实施汉丹江流域综合治理

p 建设完善物种多样性保护管理网络体系
p 建立物种多样性信息化监测体系

p 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建设生态防护林带
p 固沟保塬，建立“塬-坡-沟”立体防控体系和坡面径流调控体系

p 巩固防风固沙林带建设成果，推广实用性防风固沙工程
p 开展砒砂岩和盐碱地综合治理

p 积极推动水生态扩容，分区分类开展水生态恢复
p 因地制宜开展人工湿地净化等生态修复工程

5.1 生态空间



p 改善退化农用地生态条件，增强农业空间生态功能

p 加强农田生态修复，提升农田生态质量

p 推进农林农牧复合系统保护修复，提升农田生物多样性

p 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要素，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p 保护修复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乡村

p 修复特色农业生态功能区，实现生产与生态共赢

5.2 农业空间



5.3 城镇空间

构建“一核一群、三带四极、魅力两区”的城镇生态体
系

促进绿色开敞空间与水系廊道相互融合

打造人文资源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城镇生态景观廊道

提升核心城市空间生态品质，让生态融入城市

分类型分区域开展一般城镇生态修复



5.4 生态廊道

串联绿色廊道与蓝色廊道

p 依托水系河流干道打造滨河绿道
p 推进上下游生态通道贯通
p 利用河道增加生态廊道密度
p 实现蓝绿廊道空间互联复合

修复生态廊道与人类活动冲突区域

构建多尺度生态廊道网络

提升生态廊道连通性，修复物种迁徙通道

协调人文廊道与生态网络布局

p 在毛乌素沙地-黄土高原区，规划建设自然保护区，有效补充陕北生态源地与生态节点
p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重点修复生态廊道与道路廊道和城市建设用地冲突区域
p 在无定河、北洛河、泾河等重点流域，开展生态廊道建设与湿地修复
p 在秦岭区域，依托生态廊道建设，完善栖息地保护体系，提高生态廊道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支撑功能
p 在汉丹江及嘉陵江区域，以河道为重点，完善河流生态景观廊道体系

p 修复线性生态廊道，建设栖息地之间的生态网络
p 修复秦岭生物多样性生态廊道，扩大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促进物种迁徙
p 防止大熊猫栖息地孤岛化，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
p 提升六盘山-子午岭片区生态廊道连通性
p 开展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重要栖息地恢复工程
p 提升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生态连通性

p 构建“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生态
廊道网络体系

p 建设生态廊道体系，解决廊道骨架与
基础设施冲突

p 在人文廊道密集地区，统筹人文廊道与生态廊道的保护修复，促进人文廊道与
生态廊道的协调



6.1 重点工程与重点项目

6.2 项目实施安排

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工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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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重点工程与重点项目

关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修复工程
水清岸绿、城乡共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修复工程

重点项目：关中城市群生态修复项目；
涉及区域：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商洛。

国土综合整治工程

重点项目：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项目；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涉及区域：全省各市。

黄河重点区域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重点项目：晋陕蒙交界区（陕西）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秦岭（中段）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泾河（陕西）、渭河平原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渭河南岸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涉及区域：榆林、延安、咸阳、宝鸡、渭南、商洛、汉中、安康和韩城。

大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

重点项目：陕北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项目；
                    渭北地区固沟保塬生态保护修复重点项目；
涉及区域：榆林、延安、渭南、铜川、咸阳和韩城。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重点项目：大巴山北麓和汉江谷地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重点项目；
涉及区域：汉中、安康。

关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修复工程

重点项目：秦岭北麓（中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秦岭南麓（中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涉及区域：汉中、安康、商洛、西安、宝鸡和渭南。

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6.2 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2021-2025年）

远期（2031-2035年）

中期（2026-2030年）

优先安排重点区域

内的重点项目。

完成重点区域内的

其它项目。

完成剩余的非重点区

域内的所有重点项目。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实国家双重规划

解决重大生态问题，扎实推进重大项目



7.1 加强组织领导        7.2 强化资金保障

7.3 完善政策体系        7.4 强化科技支撑

7.5 增强评估监督        7.6 鼓励公众参与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07 



7.1 加强组织领导
n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导机制
n 实行省统筹协调、市县抓落实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机制

7.2 强化资金保障
n 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
n 推进建立市场化多元投入长效机制

7.3 完善政策体系
n 落实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制度
n 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协同治理机制
n 建立以流域为单元的协同修复与治理策略
n 强化涉水生态空间管控政策

7.4 强化科技支撑
n 开展同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n 积极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生态修复基础工作
n 加强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 

7.5 增强评估监督
n 建立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督体系
n 制定差别化的治理和管护措施

7.6 鼓励公众参与
n 健全社会动员机制，拓展公众参与方式
n 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面向新时代国土空间总体愿景，落实“

的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助力谱写陕西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