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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牧区

的发展关系到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地区稳定大局。牧区是主要江

河的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草原是我国面积

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草

原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牧区草原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到草原生态安全，影

响到牧区草原畜牧业生产和牧民增收，成为制约草原地区特别是

牧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规定，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

利用实行统一规划制度。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编制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实

施。《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

17号）明确提出，抓紧编制牧区防灾减灾工程规划，尽快启动实

施。依据《草原防火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

17号）、《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2〕19号）、《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农业部

草原畜牧业寒潮冰雪灾害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

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尊重规律、因灾设防，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15529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5963&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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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提高能力，强化监测、科学预警”的原则，强化防控

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监测预警防控与技术创新支撑体系，

提升研判预警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可持续治理能力和科技支撑

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保障草原生态安全、草原畜牧业

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牧区生态文明建设。

本规划期为 2016—2020 年，规划基期为 2015 年。所指的牧

区为《国务院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界定的 13个省

（区）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应

团场。所指的草原灾害包括草原生物灾害、草原火灾和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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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牧区草原防灾减灾现状

（一）牧区草原灾害发生情况

1．草原生物灾害

牧区草原生物灾害，主要是指草原鼠害、虫害、毒害草和牧

草病害。据统计，草原上常见的害鼠有 150 多种，害虫有 270 多

种，其中突发性强、易造成严重危害的害鼠有 20 多种，害虫有

30 多种。我国草原上分布着 1300 多种有毒有害植物，其中造成

严重危害的 60 多种。我国已在 15 个科 182 属 903 种牧草上发现

了 929 种真菌引起的牧草病害，其中尤以白粉病、锈病和褐斑病

危害较重。我国草原生物灾害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西藏、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等 13 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尤以六大牧区危

害较为严重。

多年来，我国草原鼠虫害和毒害草呈逐步增加态势，草原鼠

害面积由上世纪 80 年代年均 2.9 亿亩上升至 2001 年以来的年均

6亿亩左右，草原虫害由 1996 年以前的年均不足 1亿亩上升至目

前的 3亿亩左右。2014 年，全国草原鼠害 5.2亿亩，虫害 2.1 亿

亩，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毒害草危害达到 2.6 亿亩，牧草病害

危害面积达 566 万亩。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草原退化、天敌减少和防控比例偏低，草原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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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毒害草和牧草病害连年高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草

原生物灾害严重发生时，草原植被损毁殆尽、寸草不留，毒害草

引起大批家畜中毒，损失严重，直接影响到牧区草原畜牧业和半

农半牧区粮食生产安全。近年来，全国因草原鼠虫灾害造成的年

均鲜草损失近 3600 万吨，相当于 1900 万只羊单位一年所需的饲

草量。此外，草原鼠虫害、牧草病害和毒害草还直接导致植被盖

度大幅降低、表土裸露，引起草原退化、沙化和荒漠化，生态遭

到破坏。

2．草原火灾

草原火灾是指在失控条件下草地可燃物的燃烧行为发生发

展，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给草地资源、畜牧业生产及其生态

环境带来不可预料损失的一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我国草原不

断遭受火灾的侵袭，草原火灾成为草原的主要灾害之一。

在60亿亩草原中，易发区占1/3，频繁发生火灾的面积占1/6。

其中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新疆塔城地区、阿勒泰地

区，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大庆市，吉林延边州、白城市，甘肃甘

南州，四川甘孜州、阿坝州，青海三江源区及环湖地区等地为草

原火灾偏重发生或受境外火威胁严重的地区。据统计，1949 年至

2014 年，我国牧区发生草原火灾 5万多次，受害草原面积累计达

30多亿亩，造成经济损失 600 多亿元，平均每年损失近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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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原火灾中，烧死烧伤 l898 人，其中烧死 468人，一部分伤员

成为终身残废。1991-2014 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 8039 起，其

中重大火灾 201 起,特别重大火灾 125 起;累计受害草原面积

9728.7 万亩；烧死烧伤 264 人；烧死牲畜 6万多头(只)，被迫转

移牲畜 832万多头(只)。

3．草原雪灾

草原雪灾是指受冬春季节降雪量过多、积雪过厚，雪层维持

时间过长以及大风、强降温等天气过程叠加影响，形成雨雪冰冻

灾害，造成以天然草原放牧为主的草原牧区的家畜无法正常放牧，

缺乏饲草供给，严重影响母畜产羔和仔畜安全越冬，进而导致畜

牧业生产遭受损失的一种气象灾害。

我国草原雪灾集中发生在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

四川等 6省（区），这些省区是我国传统的大牧区，是草食畜产

品的重要生产供应基地。在地域上草原雪灾有三个多发、强发区，

即内蒙古大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新疆天山以北地

区，青藏高原地区，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主要有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和兴安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阿勒泰、塔城等地区，青海省玉树州和果洛州，四川省甘孜州和

阿坝州，甘肃省甘南州和祁连山地区，西藏自治区那曲和阿里地

区等。草原雪灾特别是重特大雪灾一般来势迅猛，覆盖面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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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持续时间长，常给草原畜牧业生产和牧民群众生活造成巨大损

失。据统计，建国以来 6省（区）发生较大雪灾上百次，直接或

间接导致死亡牲畜达 2.4 亿多头（只），造成经济损失超过千亿

元。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自 1990 年以来发生重大雪灾 10 余次，

经济损失 10 多亿元。其中，1997 年石渠县发生特大雪灾，牛羊

死亡率达 40%，经济损失达 3亿元。西藏那曲地区 1990 年初、1995

年初、1997 年均发生了重特大雪灾，其中 1989 年冬至 1990 年春

的雪灾造成 113 个乡受灾，牲畜死亡率达 23%以上，个别县牲畜

死亡率高达 40%。青海南部牧区 1995 年冬至 1996 年春的特大雪

灾造成 63 万头（只）牲畜死亡。1997 年内蒙古的特大雪灾损失

了 448 万头牲畜。2009 年冬 2010 年春的草原雪灾涉及新疆阿勒

泰地区、塔城地区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等地的 120

多个县（市、旗、团场），330 多万人受灾，倒塌和损毁圈舍 137

万平方米，死亡大小牲畜 28.4 万头（只），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

7.1 亿元。

（二）防灾减灾工作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

策措施，不断深化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牧区基础设施建设，

草原防灾减灾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是防灾减灾组织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农业部于 1978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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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计划地组织重点牧区开展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并于 1985

年印发了《草原治虫灭鼠实施规定》，将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纳

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八五”期间开始组织草地重要有毒植

物资料和牧草病害的收集整理工作，2000 年以来，组织开展牧草

病害和毒害草防除试验示范。通过长期实践，形成了“统筹规划、

统防统治、国家扶持，农牧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和“以生物防治

为主，化学、物理措施为辅”的技术路线，并建立起了国家、省、

地、县四级防治体系，保障鼠虫害防治工作有效开展。在草原防

火方面，2010 年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防火基层应急队伍

建设的意见》，组建了草原防火专家组。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推进

草原防火组织机构和扑火队伍建设，落实人员编制和人员经费。

目前，全国已有县级以上草原防火机构 770 多个，防火工作人员

7300 多人。草原防扑火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省、地、县、乡四级

草原火灾应急队伍近 1.9万人，较“十五”期间增加了 7000 多人。

从 20 世纪 70年代开始，我国主要牧区特别是草原雪灾频发地区

陆续成立草原防灾减灾组织管理机构。近年来，草原雪灾应急组

织机构更是进一步得到加强。农业部于 2008 年成立了草原雪灾应

急管理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国草原

雪灾预警和防灾减灾工作。主要牧区省、地、县三级都成立了草

原雪灾防灾减灾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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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

二是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2004 年，农业部发布

了《全国草原虫灾应急防治预案》。在此基础上，重点牧区省份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发布了省级预案，重点地市、旗县也都发布

了相应预案，基本搭建起了全国草原虫灾防治应急预案框架体系，

为做好草原虫灾应急防治工作，防止虫灾暴发和扩散，保护生态

环境，减少经济损失，促进社会稳定，保护草原资源提供了保障。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自 2010 年 11月 1日

公布施行。目前，国家、省、地、县、乡各级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达 2000 余件，并且大部分是由政府发布实施，增强了预案执行的

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基本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

专家出谋划策、救援队伍积极参与的应急预案体系。2012 年，农

业部发布了《农业部草原畜牧业寒潮冰雪应急预案》，强化雪灾

应急处置。各地也不断加强应急预案制订工作，制订了农牧业重

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将草原雪灾纳入其中进行管理。

三是防灾减灾应对措施不断强化。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工作始

终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防治方针和“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的工作原则。各级农牧部门每年 3月组织开展当年发生趋

势分析，预测预警危害程度，编发年度监测预警报告，指导防治

工作。并根据预警，及早制定防治计划，下达防治任务，定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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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防治技术培训班。防治关键时期，加强督促检查，落实防治措

施，防治工作机制逐步健全。草原防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

消结合”的方针；坚持政府全面负责、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

参与的工作机制；坚持专群结合、军地协同、各方支持的工作方

式。初步建立了有效的地区联防、专群联防、部门联防、军地联

防等应急联动机制，明确以实行依法治火为基本前提、加强机构

队伍建设为重要保障、加强宣传预警为首要环节、强化火源管控

为主要手段、提升防扑火装备水平为物质基础、减少火灾损失为

最终目标的草原防火工作思路。截至 2014 年，国家已累计投入草

原防火基建资金 5.97 亿元，建设草原防火指挥中心 33个、草原

防火物资储备库 64 个、草原防火站 145个，共储备风力灭火机 3

万多台、防火服 4万多套、野外生存装备 1万多套等防扑火物资。

草原雪灾防控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牧区实际的工作思路。内蒙古、

新疆、四川等省（区）开展以户为单位，以围栏草场、牲畜暖棚、

人工饲草基地及牧民定居房屋为主要建设内容的草地“四配套”

建设；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围绕如何解决冬春冷季牲畜

的“温饱”问题，不断加强饲草料贮备和牲畜棚圈等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抵御白灾能力。

四是防灾减灾技术日益进步。各地通过集中培训与现场培

训、印发明白纸和技术手册，举办“马背学校”和“帐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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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层人员技术水平和科技入户率，技术推广服务趋于多元化。

各地大力宣传与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改善了

生物农药剂型，完善了相关技术标准，防治措施趋于长效化，生

物防治比例逐年攀升，草原鼠害、虫害生物防治比例已经分别达

到 80%和 50%。草原火情监测、草原火险等级划分、草原火险预警

与风险评估、草原火生态学、草原计划火烧等科研项目已取得初

步成果。通过广泛开展演练和培训，草原火情监测预警、草原防

扑火装备、草原防扑火技战术等技术广泛应用，草原防扑火水平

逐年提升，近年来草原火灾 24 小时扑灭率稳定在 90%以上。农牧

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及科研单位等，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草原雪灾

监测预警系统，初步形成了利用电话、无线电通讯、电视和基层

广播网的预警发布网络，提高了监测预警水平，为政府部门迅速

组织防灾抗灾工作提供了条件。近年来，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工作逐步推进，已经建成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162 个并投入运

行，每年定期提供返青、生长旺季、枯黄等方面的动态信息，为

及时发布草原牧草生长状况提供第一手资料。

（三）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我国牧区草原防灾减灾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

多困难和问题，远不能满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草原生态保护与

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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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监测预警能力较低。多数草原地区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还不完善，监测预警信息覆盖面和时效性亟待提高，灾情监测

预警、信息采集和灾后评估体系有待改进。草原灾害监测预警基

础设施简陋，缺乏必要的路线调查设备，监测覆盖面不足，灾害

信息传递不及时，基础地理信息和背景数据亟待完善和更新，导

致监测能力滞后，不能有效地实现灾前预报，往往是成灾后再救

灾，导致防灾减灾费用成倍增加。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滞

后，在装备、数量、区域性、代表性等方面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与我国草原大国地位不相称，未形成有效的定位监测网络体系，

难以做到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常态化和持续性。

二是应急防控能力较弱。各地草原灾害防控物资储备装备明

显不足，专业化防治队伍普遍缺乏，应对突发性草原灾害能力薄

弱，工作被动。草原鼠虫害年均防治面积不足灾害面积的 20%，

毒害草和牧草病害防治仅限于试验示范，大面积未防区域又为第

二年暴发灾害埋下隐患，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草原防

火基础设施不完善，先进的防扑火装备和技术手段欠缺，信息化

水平落后，应对重大草原火灾的综合能力较低。草原雪灾多发地

区牲畜暖棚、人工饲草基地、饲草料储备库和抗灾设备等基础设

施不足，难以抵御较大灾情；重特大草原雪灾发生时，能及时调

度反应的防控力量十分有限，还停留在“遭灾即损、即发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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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从事草原灾害防治研究

的人员少、经费少，产学研结合度不够。受研究项目、研究方法

等因素的制约，草原生物灾害发生规律、监测预警与生物生态防

治等关键技术研究尚不够深入，产业化步伐不快，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几近空白。草原火险、草原雪灾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等技术

研究和应用亟需进一步加强，利用卫星监测火情、过火面积、积

雪厚度等的技术水平和精度有待提高，草原扑火专用装备研究成

果转化亟待加强。

二、提高牧区草原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意义

（一）建设牧区生态文明和维护草原生态安全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进

行了总部署，规划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2011 年的全国牧

区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1〕17号），明确了草原牧区发展必须坚持“生产生

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草原生态

建设的具体要求和明确目标。草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新

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加强草原防灾减灾工作，

对于巩固草原生态保护多年工作成果，减少草原植被和土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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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土流失和草原退化沙化，维护草原地区生态环境平衡具有

重要意义。

（二）保障牧区草原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草原是牧区畜牧业发展最基础的生产资料，草原灾害是影响

牧区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近年来，草原鼠害、虫

害、牧草病害和毒害草年均危害面积超过 10亿亩，造成鲜草年均

损失超过 300 亿公斤，仅此一项造成直接经济至少 90亿元。受全

球气候变暖、高火险等级草原面积不断扩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草原防火形势日趋严峻，草原火灾危害程度不断加大，给草原畜

牧业健康发展带来威胁。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牧区冬季年年发

生寒潮强降雪冰冻极端天气， 2009 年冬至 2010 年春发生的重特

大草原雪灾，涉及内蒙古、新疆等地的 120 多个旗县、团场，大

量牲畜被饿死或冻死，草原畜牧业损失惨重。草原灾害的易发、

多发性，及其对草原畜牧业生产危害的严重性，要求进一步加强

草原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和草原灾害防控等工作，保障牧区草

原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

（三）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草原灾害易发县大都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较

集中，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比较

薄弱。一旦发生草原灾害特别是重特大草原灾害，将直接危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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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

定和民族团结。加强草原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草原地区

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评估与防灾减灾能力，不仅能有效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是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长治久安、

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会议精神，依据《国

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7

号）有关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理念，强化草原灾害

防治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多手段监测预警、应急防治与技

术创新支撑体系，提升研判预警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可持续治

理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保障草原生态

安全、草原畜牧业生产安全和牧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

牧区生态文明建设。

（二）基本原则

1.尊重规律，因灾设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

针对牧区草原灾害发生特点，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科学设计防

灾减灾建设内容。

2.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根据牧区草原灾害治理的紧迫程度，



18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优先开展灾害频发区、高危害区工程项目

建设。

3.预防为主，提高能力。以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试

点示范为重点，夯实牧区草原灾害防治物质基础，提高牧区草原

灾害研究分析、快速反应和可持续治理能力。

4.强化监测，科学预警。强化监测能力，对全国草原资源、

生态和灾害情况实施全面监测，进一步提升预警精度，为牧区草

原灾害的早发现、早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三）规划目标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高装备水平，增强监测预

警、信息调度、应急处置和扑救能力，逐步实现草原灾害防控装

备现代化、扑救指挥科学化、应急反应高效化。

——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基本建立牧区草原灾害监测预警系

统，实现灾害预警能力，确保灾情快速收录和准确传输、信息调

度和发布等。其中，草原鼠虫害短期、中期、长期预报准确率均

提高 10个百分点以上；基本摸清我国草原毒害草和牧草病害分布

状况及危害程度。在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建设国家级草原固定监

测点，为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提供支撑和保障。

——提升防控处置水平。草原鼠虫害防治面积和专业化统防

统治比例进一步提高，鼠害及虫害生物防治比例提高 5-10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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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草原毒害草和牧草病害防治工作从试验示范向推广治理转变。

牧区草原火灾 24 小时扑灭率稳定在 90%以上，特别重大草原火灾

发生率控制在 1%以下。雪灾年份牲畜越冬度春死亡率下降，仔畜

越冬成活率明显提高。

——增强物资保障能力。重大突发性灾害的物资调配和专业

化防治队伍到达防治地点的“两到位”时间控制在 24 小时之内。

基本建立覆盖牧区各重点防火地市、旗县的防火物资保障系统，

草原扑火综合作战能力和对草原火灾的处置能力明显提高。建立

防灾饲草料统一调配和饲草料储备制度，合理布局储备设施，满

足灾区能繁母畜应急补饲所需，建立短期就近救灾与中后期储备

草料统一调配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四、技术路线

针对目前牧区草原生物灾害、草原火灾和雪灾的发生情况，

“十三五”期间的草原牧区防灾减灾工作的技术路线是，实时监

测预警，掌握草原动态；有序指挥调度，做好防控准备；加强灾

害处置，减少因灾损失。

（一）实时监测预警，掌握草原动态

加强草原管理部门监测预警能力建设，注重地面路线监测、

定位监测和遥感监测的结合，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掌握草原变

化情况，及时开展分析研判，加强草原灾害监测预警，为草原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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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控提供支撑，尤其在重点地区和关键时期实行全方位监测预

警。发挥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的核心站点作用，构建我国草原

资源与生态监测体系，注重对草原资源与生态的长期定位监测，

为草原保护建设提供支撑。

（二）加强指挥调度，确保信息畅通

各级草原管理部门根据监测预警数据和分析研判结果，按照

灾害防控预案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及时上报和发布有关

灾害信息。建设防灾减灾指挥调度系统，根据灾情和防控物资、

力量分布情况等，加强指挥调度，确保信息畅通和防控准备到位，

为灾害防控提供保障。

（三）加强灾害防控，减少灾害损失

在草原生物灾害方面，加强草原鼠虫害和毒害草防治基础设

施建设，扩大防治面积，注重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并强化联防联

控；在草原火灾方面，建设草原火灾应急通讯指挥系统、防火物

资储备库、防火站和边境防火隔离带，建立专业半专业防扑火队

伍，开展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草原防扑火能力。在草原雪

灾方面，加强雪灾易灾县（旗、市）饲草料储备库建设，推进建

立饲草料储备制度，提高抵御灾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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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布局

（一）草原灾害防控区域布局

1.牧区草原生物灾害。主要根据我国草原生物灾害的时空分

布特征，结合多年来各地的防治工作情况，确定 268 个牧区半牧

区县（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4 个团场（牧场），共计 302

个草原生物灾害常发生县（旗、团场）为本规划的实施区。根据

灾害危害程度进行分级，草原生物灾害危害面积大于 300 万亩为

Ⅰ级危害县，危害面积大于 150 万亩、小于 300万亩的为Ⅱ级危

害县，危害面积小于 150 万亩、大于 50 万亩的为Ⅲ级危害县，在

项目实施中将分类开展监测预警和防治能力建设。

2.牧区草原火灾。主要依据全国草原火险区划，重点在河北、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12 个重点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火险级别以

上的 74 个地市（盟、州、师）和 290个县（旗、团场）实施。考

虑到草原自然保护区一般由省级农牧系统垂直管理，防火形势严

峻，地方防火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将牧区范围内草原自然保护区

纳入规划布局进行建设。

3.牧区草原雪灾。依据我国草原雪灾历史发生情况和区域特

点，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224 个

牧区半牧区县（旗）为草原雪灾易灾重灾区。其中将易遭受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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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雪灾（地面平均积雪厚度 5厘米以上，24小时降雪量 5毫米

以上且降雪范围 400 万公顷以上，造成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 2.5

亿元以上）的重灾县（旗）划为工程实施的重点易灾县，共 108

个县（旗），其中牧区县（旗）70个，半牧区县（旗）38个。将

易遭受Ⅲ级以上雪灾（地面平均积雪厚度 5厘米以上，24 小时降

雪量 5毫米以上且降雪范围 200 万公顷以上 400万公顷以下，造

成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 2.5亿元以下）的受灾县（旗）

划为工程实施的一般易灾县，共 116个县（旗），其中牧区县（旗）

36个，半牧区县（旗）80 个。按照轻重急缓的原则，“十三五”

期间重点加强重点易灾县防灾基础设施建设。

（二）固定监测点建设区域布局

遵循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规划布局，按照资源优势、生态

敏感、价值优先、均匀布点等原则，拟定在全国 18 个草原大类、

20个亚类、824 个草原型中，选择部分代表性强、生态分布区域

典型的草原，设置 824个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本规划将在 162

个现有固定监测点基础上，优先在牧区半牧区县再建设 300 个草

原固定监测点。

六、重点领域

（一）牧区草原生物灾害防治

1.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与指挥体系建设。搭建全国草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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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灾害监测预警与指挥体系，实现全国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与

指挥一体化。重点加强农业部、重点省区、重点区域（边远少数

民族地区所辖牧区县半牧区县超过 3个、灾害易发的 38 个重点地

市，下同）监测预警指挥平台建设，按照县域加强草原有害生物

本底数据调查和灾情监测，并结合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

实施，加强村级测报员（草原管护员）队伍建设，不断完善草原

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提高草原生物灾害预测预报的准确性，

实现灾情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生物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以提高对草原突发性、重大生物

灾害的应急调控，建立物资储备和应急防治机制为目标，在重点

区域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库，建立应急专业化防治队；在 302 个县

（旗、团场），按照灾害分级建设县域内生物灾害防治设施。

3.技术支撑能力建设。按照草原鼠害、虫害、毒害草和牧草

病害 4个方向，依托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结合目前学科优

势，建设防治技术研发中心，初步形成集农药安全使用技术、草

原植保机械研发、中试、标准化生产及技术推广等为一体的草原

防治技术研发与试验示范体系，提升技术创新与支撑能力。

4.生物防治示范基地。在新疆天山北坡建设人工招引粉红椋

鸟治蝗研究实验基地，与有关科研机构联合加强椋鸟治蝗技术研

究，为推广应用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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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牧区草原防火

建设内容包括草原防火物资保障系统、草原火灾应急通信指

挥系统以及草原火情监控系统等。

1.草原防火物资保障系统。包括草原防火站、草原防火物资

储备库、草原防火物资装备购置三部分。

——草原防火站。县级草原防火部门是实现草原火灾早发

现、早扑救的最基层力量，是火情核实、火情巡察和火灾扑救的

第一组织者和实施者。加强基层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做到草

原火情的早发现、早处置，是做好草原防火工作的关键。本项目

主要在极高火险、高火险县级草原防火部门实施，建设防火物资

储备库房，配备一定数量的防扑火机具、草原消防专用车、防火

隔离带开设设备等，发生火灾，迅速利用防火站物资进行扑救。

——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草原火灾，

单靠县级扑火力量不足以有效应对，必须由上级统一调度本级扑

火队伍和有关相邻县区的扑火力量迅速参与扑救。在极高火险

市、高火险市或分片区建设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同时建设 4个

中央级防火物资库，配备一定数量的防扑火机具、大型扑火装备

等，提升物资装备水平，保障对重大和特别重大草原火灾以及跨

省市县区域扑救草原火灾的需要，也可对县级草原防火站消耗物

资的及时补充，有效建立防火物资补充长效机制。

——草原防火物资装备购置。对 2010 年以前建设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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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和防火站所消耗的物资装备进行补充，对

每个已建库和站各购置快速扑火装置，用于快速扑救草原火灾，

解决老项目库空问题。对未列入本规划重点草原防火综合治理区

的中火险市、县进行装备，购置快速扑火装置、防火隔离带开设

机具，以提高全国草原火灾防控水平。

2.草原火灾应急通信指挥系统。主要是在完善省级和地市级

草原防火指挥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实施草原火灾应急通信指挥系

统音视频双向传输项目，实现音视频双向同时传输。建设重点为

国家、省级、极高火险市、极高火险县草原防火部门。建设草原

火灾应急通信指挥音视频双向传输卫星固定站，配备现场音视频

信息采集设备、一键对星卫星应急通信设备、北斗卫星信息设备、

无人驾驶火情侦察机、指挥视频会议系统等，以实现防火信息数

据共享和火场信息双向实时传输。

3.草原火情监控系统。加强草原火监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覆盖全国主要草原防火区的火情监测点、瞭望设施和监控预警平

台，建立云结构的草原防灾减灾监控信息系统，提升研判预警、

快速反应和科技支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主要包括建

设火情瞭望塔，配备前端预警监测系统、室内控制系统平台、应

急传输系统、移动监测站（包括牵引装置）及信息数据传输等设

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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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牧区草原雪灾防灾减灾

牧区雪灾发生后，长时间的雨雪冰冻低温，导致饲草供给困

难，母畜产羔和仔畜生存缺乏保暖设施，难以安全越冬。按照防

灾重于救灾的思路，发挥广大牧民的主体责任意识和政府的引导

作用，加强抗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抗灾保畜能力。支持在

雪灾发生频度高和发生强度大的牧区半牧区县（旗），建设母畜

越冬暖棚，减少成幼畜越冬死亡率。在适宜地区建设饲草储备库，

推进建立保障储备库所需牧草的及时更新补充，建立饲草储备周

转长效机制，保障灾期牧草供应，改善牲畜越冬条件，提高成活

率。同时，配备必要的疏通牧区交通的破雪机械，逐步完善草原

雪情监测预警、灾害评估、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1.能繁母畜越冬暖棚。立足于建设重点易灾区能繁母畜标准

化越冬暖棚，改变当前牲畜棚圈建设标准低、保温条件差、不能

满足冬春接羔需要的现状，提高仔畜成活率。基于当前 50%以上

能繁母畜没有暖棚的现状，按照再提高 10 个百分点的目标，每只

能繁母畜配备标准化暖棚1.2平方米，共需修建能繁母畜暖棚692

万平方米。

2.饲草储备库。立足于防大雪抗大灾，着力加强牧区雪灾防

控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保证灾区 10 天内未舍饲能繁母畜应急救灾

补饲需要，建设标准的雪灾应急物资储备库，储备一定数量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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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立防灾应急饲草储备机制。配备草原畜牧业寒潮冰雪灾害

应急交通工具、除冰雪机具、通信器材、饲草料及应急燃油等必

要的应急物资。

（四）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建立健全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全面开展草原定位监测工

作，完善国家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网络，实现草原监测工作的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合理设置监测场地，规范建设高标

准围栏，配备用于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监测设备和室内实验器材。

具体包括场地设施建设和监测设备两部分。场地设施建设包括高

标准围栏、标牌、定位拍照标示桩等；监测设备包括便携式土壤

水分速测仪、野外取样工具、GPS接收机、PDA-GPS 野外数据采集

装置、数字照相机等定位监测点数据采集设施设备，每个监测点

27台（套、处、间）。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进一步拓展国家级草

原固定监测点的功能，逐步将生物灾害监测等纳入监测范围，配

备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设备，增加病虫草鼠害的监测预警能力。

（五）资金筹措

按照轻重缓急、突出重点的原则，科学安排、合理确定建设

时序，优先完成重点事项。国家有关部门要积极利用中央现有渠

道资金，加大对牧区防灾减灾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相关

省（区）在实施规划中要加大投资力度，协调落实各项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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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鼓励和引导牧民自筹资金，支持以 PPP 模式引导社会资本，

加大对防灾设施投入。规划如未能按期完成，可适当延期执行。

七、效益分析与环境影响评价

（一）效益分析

1.生态效益。通过规划实施，草原生物灾害年防治能力将达

4.5 亿亩次，相当于每年新增草原固碳 3900 万吨,折合二氧化碳

1.4 亿吨。同时，减少草原受害面积，降低危害程度，有效保护

草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功能，减少风沙危害，减缓土壤含水量

蒸发，调节气候，减轻气象灾害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能力，改

善草原及周边地区环境，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成果。

2.经济效益。通过规划实施，加强草原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

设，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草原灾害给农牧民带来的经济损失。年均

可减少牧草损失约 135 亿公斤，减少牧草直接经济损失 40 亿元，

投入产出比约为 1:8。牧区牲畜越冬度春死亡率和仔畜越冬成活

率得到提高，能繁母畜流产率明显下降，减少寒潮强降雪冰冻灾

害带来的损失。

3.社会效益。通过规划实施，提高草原灾害防控和应急处置

能力，改善牧区防灾减灾条件，推进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促进草原牧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广大农

牧民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使农牧民深深感受党的政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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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推

动牧区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环境影响评价

草原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主体，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的维护具有极其重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该工程规划的实施，

会对草原环境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

影响程度。

1．对草原景观的影响。建设储备库就地取石、取土会对草原

环境造成破坏；工程建筑废弃物、农药包装废弃物等会改变周边

草原原有的面貌，影响到草原的整体景观效果，如果不及时清理，

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应合理规划取材地点，避免乱挖乱采，

及时清运建筑废弃物；农药小包装废弃物要及时清运，大的铁桶

或塑料桶要统一集中放置，统一集中清运，最好做到回收再利用，

切勿随意给农牧民，以免造成人畜伤亡。

2．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药的不科学使用可能会对大气、水

体、土壤、非靶标生物等产生一些影响；饲草储备库建设与草原

生物灾害防治期间，车辆碾压会造成草原破坏，对生态环境带来

不利影响。应使用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加大粉红椋

鸟等天敌防治力度，避开湖泊、水塘等水体，防止水体及其水生

生物污染；科学布局饲草储备库，鼓励以荒草地或原有道路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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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牧道），尽可能避免形成新的破坏。

3．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农药的长期大量不合理使用可能会造

成生物相的多样性降低和某些种类生物量的减少；人工饲草基地

的不当开发建设可能会造成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

最终破坏生态平衡。应选用选择性好的化学药剂，加大生物防治

等可持续治理力度，减少对非靶标动植物的伤害；选种多年生牧

草，减少草地耕翻，在留足生态用水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人工饲

草基地建设规模，降低对生态平衡的影响。

八、组织保障措施

（一）建立长效机制，拓展投资渠道

把草原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将草原防灾减灾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投

入力度。引导牧民提高灾害防范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鼓励牧民

自筹资金，加大棚圈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探索推行 PPP 模式以

企业为主体，建立饲草料储备库，明确责任义务，推进建立饲草

料储备库长效运行机制和政府对饲草储备库运行补贴机制，确保

饲草料储备库应急物资规模保持稳定、循环使用，实现救灾与企

业正常经营相结合。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建管责任

草原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是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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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性强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和相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按照项目建设要求，落实目标

责任，切实把工作抓细、抓实、抓好，做到领导到位、政策到位、

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同时，牧民是草原利用和管理的主体，要

逐步提高牧民防火、防灾意识，并结合当前牧区信息化条件快速

改善的现状，发挥牧民在放牧过程中监测预警、群防群治及科学

管护利用草原能力。

（三）建立健全预案，规范防治工作

针对草原灾害突发性特点，建立并不断完善草原灾害相关专

项应急预案，建立全面、准确、迅速、有序应急工作机制，防止

灾害暴发和扩散。农业部应不断完善《全国草原虫灾应急防治预

案》《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农业部草原畜牧业寒潮冰雪灾

害应急预案》等，各易灾地区要进一步完善本地预案，量化减灾

指标，实行目标管理。发布《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监测工作业

务手册》《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管理运行规范》等规章制度，

指导以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为核心的全国草原监测网络常态

化、制度化地开展各项监测工作。规范草原火灾、雪灾、生物灾

害预测预报指标和防治标准，提高防治效果。草原灾害防治所需

物资采取政府统一采购，以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



32

（四）加强技术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切实加强基层测报与防治队伍建设，打牢草原灾害防控工作

的基础。部级草原灾害防治机构负责全国技术师资队伍培训，省

级机构负责防治与测报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草原灾害防治人员

上岗前要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定期参加轮训。每个物资储备库

建立相应的专业服务队，服务队成员上岗之前经过机械使用技术、

防治技术、农药管理等技术培训。

（五）强化科技支撑，提高防灾水平

各级政府要将草原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工作纳入科

技发展规划，加强草原灾害发生机理、灾变规律、监测预警和防

控技术研究，加大成果转化力度，大力推广应用草原防灾减灾先

进技术，强化卫星遥感、北斗导航、地理信息系统等高科技在草

原灾害监测预警评估和应急工作中的推广应用，不断提高草原防

灾减灾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六）加强协调配合，发挥部门合力

各级农牧部门在落实规划建设内容，加强牧区草原防灾减灾

工作中，在灾害监测预警、通讯指挥、应急防治等方面，加强农

牧部门内部统筹协调，建立信息共享、联防联控机制。同时，要

注重与气象等部门的配合，充分发挥气象部门在牧区气象监测预

警、人工影响天气等方面的优势，形成部门合力，提高我国牧区



33

灾害综合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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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草原鼠害分布图

2．草原虫害分布图

3．草原火险区划图

4．草原雪灾易灾重灾县分布图

附表：1.全国牧区半牧区县名录

2.牧区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范围

表

3.牧区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范围表

4.牧区草原雪灾防灾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范围

5.牧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范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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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草原鼠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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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草原虫害分布图



37

附图 3

中国草原火险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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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草原雪灾易灾重灾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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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全国牧区半牧区县名录

省份 数量 地（州、市） 数量 县（旗、市、区）名称

合计 64 268

内蒙古 10

包头市 1 达茂

赤峰市 7 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克什克腾、林西、敖汉

通辽市 6 科尔沁左翼中、科尔沁左翼后、扎鲁特、开鲁、奈曼、库伦

鄂尔多斯市 8 鄂托克、乌审、杭锦、鄂托克前、东胜、准格尔、达拉特、伊金霍洛

呼伦贝尔市 7 新巴尔虎右、新巴尔虎左、陈巴尔虎、鄂温克、阿荣、莫力达瓦、扎兰屯

巴彦淖尔市 4 乌拉特中、乌拉特后、乌拉特前、磴口

乌兰察布市 3 察右中、察右后、四子王

兴安盟 4 科尔沁右翼中、科尔沁右翼前、突泉、扎赉特

锡林郭勒盟 10 阿巴嘎、锡林浩特、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镶黄、正镶白、正蓝、东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太仆寺

阿拉善盟 3 阿拉善左、阿拉善右、额济纳

四 川 3

阿坝州 13 阿坝、若尔盖、红原、松潘、壤塘、马尔康、黑水、九寨沟、茂县、汶川、理县、小金、金川

甘孜州 18
石渠、色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炉霍、新龙、泸定、丹巴、九龙、雅江、道孚、乡城、稻城、

巴塘、得荣、理塘

凉山州 17
盐源、木里、西昌、德昌、会理、冕宁、昭觉、越西、雷波、喜德、甘洛、普格、布拖、金阳、美姑、

宁南、会东

西 藏 7

拉萨市 2 当雄、林周

昌都地区 7 昌都、江达、贡觉、类乌齐、丁青、察雅、八宿

山南地区 4 曲松、措美、错那、浪卡子

日喀则地区 7 仲巴、谢通门、康马、亚东、昂仁、萨嘎、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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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地区 10 那曲、嘉黎、比如、聂荣、安多、申扎、索县、班戈、巴青、尼玛

阿里地区 7 普兰、札达、革吉、改则、措勤、噶尔、日土

林芝地区 1 工布江达

甘 肃 9

兰州市 1 永登

金昌市 1 永昌

白银市 1 靖远

武威市 2 民勤、天祝

张掖市 2 肃南、山丹

酒泉市 3 瓜州、肃北、阿克塞

庆阳市 2 环县、华池

定西市 2 漳县、岷县

甘南州 6 玛曲、碌曲、夏河、合作、卓尼、迭部

青 海 6

海北州 4 海晏、刚察、祁连、门源

黄南州 4 泽库、河南、尖扎、同仁

海南州 5 共和、同德、贵德、兴海、贵南

果洛州 6 班玛、久治、玛沁、甘德、达日、玛多

玉树州 6 玉树、称多、杂多、治多、曲麻莱、囊谦

海西州 5 天峻、乌兰、都兰、格尔木、德令哈

新 疆 12

乌鲁木齐市 1 乌鲁木齐

哈密地区 3 哈密、巴里坤、伊吾

昌吉州 2 木垒、奇台

博尔塔拉州 3 博乐、温泉、精河

巴音郭楞州 4 尉犁、和静、和硕、且末

阿克苏地区 2 温宿、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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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州
3 阿克陶、阿合奇、乌恰

喀什地区 1 塔什库尔干

和田地区 1 民丰

伊犁州 5 新源、昭苏、特克斯、尼勒克、巩留

塔城地区 5 塔城、额敏、托里、裕民、和布克赛尔

阿勒泰地区 7 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富蕴、青河、福海、吉木乃

云 南 1 迪庆州 3 德钦、维西、香格里拉

宁 夏 2
吴忠市 2 盐池、同心

中卫市 1 海原

河 北 2
张家口市 4 沽源、张北、康保、尚义

承德市 2 围场、丰宁

山 西 1 朔州市 1 右玉

辽 宁 3

沈阳市 1 康平

阜新市 2 彰武、阜新

朝阳市 3 北票、建平、喀喇沁左翼

吉 林 3

四平市 1 双辽

松原市 3 前郭尔罗斯、乾安、长岭

白城市 4 镇赉、大安、洮南、通榆

黑龙江 5

齐齐哈尔 4 龙江、甘南、富裕、泰来

鸡西市 1 虎林

大庆市 4 肇源、肇州、林甸、杜尔伯特

佳木斯市 1 同江

绥化市 5 兰西、肇东、青冈、明水、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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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牧区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范围表

序号 省区
危害县

数量

Ⅰ级危害

县数量
Ⅰ级危害县名称

Ⅱ级危害

县数量
Ⅱ级危害县名称

Ⅲ级危害

县数量
Ⅲ级危害县名称

1 河北 6 2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 2 沽源县、尚义县 2 张北县、康保县

2 山西 1 1 右玉县

3 内蒙古 53 24

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额

济纳旗、科尔沁右翼前旗、新巴尔虎左旗、

乌拉特中旗、鄂温克族自治旗、科尔沁左

翼后旗、太仆寺旗、新巴尔虎右旗、阿鲁

科尔沁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右翼

中旗、克什克腾旗、东乌珠穆沁旗、乌拉

特后旗、扎赉特旗、陈巴尔虎旗、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扎鲁特旗、锡林浩特市、

乌拉特前旗、鄂托克旗

20

察哈尔右翼后旗、正镶白旗、

鄂托克前旗、开鲁县、巴林

右旗、察哈尔右翼中旗、阿

巴嘎旗、杭锦旗、突泉县、

巴林左旗、乌审旗、磴口县、

库伦旗、正蓝旗、镶黄旗、

苏尼特右旗、奈曼旗、西乌

珠穆沁旗、伊金霍洛旗、翁

牛特旗

9

苏尼特左旗、敖汉旗、准格尔旗、

东胜区、达拉特旗、阿荣旗、莫力

达瓦旗、扎兰屯市、林西县

4 辽宁 6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票市、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3 彰武县、建昌县、康平县

5 吉林 8 1 大安市 4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通榆县、乾安县、洮南市
3 长岭县、镇赉县、双辽市

6 黑龙江 15 1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4
安达市、林甸县、富裕县、

肇源县
10

泰来县、肇东市、龙江县、肇州县、

甘南县、兰西县、青冈县、明水县、

虎林县、同江县

7 四川 48 7
石渠县、若尔盖县、红原县、木里藏族自

治县、色达县、德格县、阿坝县
7

甘孜县、壤塘县、盐源县、

白玉县、理塘县、松潘县、

金川县、

34

黑水县、炉霍县、道孚县、马尔康

县、雅江县、新龙县、理县、丹巴

县、乡城县、宁南县、会东县、稻

城县、雷波县、昭觉县、美姑县、

茂县、九寨沟县、越西县、会理县、

普格县、德昌县、西昌市、小金县、

巴塘县、康定县、金阳县、布拖县、

甘洛县、冕宁县、九龙县、得荣县、

喜德县、汶川县、泸定县

8 云南 3 3
德钦县、维西县、香格里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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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藏 38 6
措勤县、聂荣县、安多县、班戈县、噶尔

县、日土县
14

谢通门县、扎达县、当雄县、

林周县、那曲县、嘉黎县、

比如县、申扎县、索县、巴

青县、尼玛县、普兰县、革

吉县、改则县

18

贡觉县、昌都县、类乌齐县、察雅

县、曲松县、措美县、错那县、狼

卡子县、康马县、亚东县、岗巴县、

昂仁县、仲巴县、萨嘎县、工布江

达县、江达县、丁青县、八宿县

11 甘肃 20 12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民勤县、玛曲县、夏河县、环县、碌曲县、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山丹县、天祝藏

族自治县、岷县、漳县

5
华池县、永昌县、合作市、

瓜州县、卓尼县
3 靖远县、永登县、迭部县

12 青海 30 26

玛多县、祁连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杂

多县、刚察县、曲麻莱县、玛沁县、都兰

县、治多县、贵南县、同德县、玉树县、

甘德县、称多县、泽库县、海晏县、门源

回族自治县、天峻县、兴海县、久治县、

达日县、囊谦县、贵德县、共和县、同仁

县、德令哈市

3 格尔木市、班玛县、乌兰县 1 尖扎县

13 宁夏 3 2 盐池县、海原县 1 同心县

14 新疆 37 14

富蕴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伊吾县、

福海县、阿克陶县、青河县、木垒哈萨克

自治县、哈密市、且末县、乌恰县、和布

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奇台县、阿勒泰市、

阿合奇县

17

温泉县、特克斯县、额敏县、

新源县、尼勒克县、布尔津

县、托里县、乌鲁木齐县、

博乐市、和静县、裕民县、

哈巴河县、塔城市、巩留县、

昭苏县、精河县、塔什库尔

干县

6
吉木乃县、民丰县、温宿县、沙雅

县、和硕县、尉犁县

15 新疆兵团 34 21

185团、181团、红星二牧场

红星一牧场、红山农场、170

团、161团、162团、163团、

67团、64团、79团、78团、

76团、77团、165团、167团、

151团、104团、107团、北塔

山牧场

13

5团、223团、22团、21团、84团、

87团

88团、和田一牧场、托云牧场、叶

城二牧场、137团、124团、131团

合计 302 95 10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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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牧区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范围表

省(区)

市(地、州、盟） 县(旗、市、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合 计 37 21 10 6 144 82 42 22

河北省 2

张家

口市

承德

市

6
丰宁县 围场县 张北县 沽源县

康保县 尚义县

山西省 1 朔州市 1 右玉县

内蒙古自治区 5

呼伦

贝尔

市 锡

林郭

勒盟

兴安

盟 通

辽市

赤峰

市

4

乌兰

察布

市 鄂

尔多

斯市

巴彦

淖尔

市 阿

拉善

盟

1 包头市 31

东乌珠穆沁旗 西乌珠穆沁旗阿巴

嘎旗 锡林浩特市 陈巴尔虎旗 新

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左旗 鄂温

克族自治旗 科尔沁右翼中旗 科

尔沁右翼前旗 扎赉特旗 扎鲁特

旗 科尔沁左翼中旗 科尔沁左翼

后旗 杭锦旗 鄂托克前旗 鄂托克

旗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克什克

腾旗 阿鲁科尔沁旗 巴林右旗 巴

林左旗 四子王旗 察哈尔右翼中

旗 察哈尔右翼后旗 敖汉旗 正蓝

旗 库伦旗 伊金霍洛旗 林西县

翁牛特旗

21

太仆寺旗 镶黄旗

正镶白旗 苏尼

特右旗 苏尼特左

旗 扎兰屯市 阿

荣旗 莫力达瓦旗

突泉县 开鲁县

奈曼旗 乌拉特

前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 阿拉

善右旗 阿拉善左

旗 额济纳旗 达

拉特旗 乌审旗

准格尔旗 东胜区

1 磴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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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市(地、州、盟） 县(旗、市、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辽宁省 2

朝阳

市 阜

新市

5

建平县 北票市 彰武县 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 喀喇沁左翼蒙

古族自治县

吉林省 3

白城

市 松

原市

7

通榆县 镇赉县 洮南市 大安

市 乾安县 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 长岭县

黑龙江

省
3

大庆

市 齐

齐哈

尔市

绥化

市

3

佳木

斯市

鸡西

市

12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林甸

县 肇源县 肇州县 富裕县

龙江县 甘南县 泰来县 安达

市 肇东市 青冈县 明水县

3
兰西县 同江市 虎林

市

四川省 3

甘孜

州 阿

坝州

凉山

州

15

石渠县 色达县 理塘县 德格

县 白玉县 红原县 若尔盖县

阿坝县 壤塘县 木里县 道孚

县 松潘县 甘孜县 康定县

雅江县

11

盐源县 炉霍县 马尔

康县 金川县 九寨沟

县 新龙县 稻城县

九龙县 黑水县 小金

县 会东县

14

巴塘县 乡城

县 得荣县 丹

巴县 泸定县

茂县 理县 汶

川县 会理县

昭觉县 越西

县 美姑县 普

格县 布拖县

8

西昌市 德昌县

冕宁县 雷波县

喜德县 甘洛县

金阳县 宁南县

西藏自

治区
2

昌都

市 那

曲地

区

3

日喀

则市

山南

地区

林芝

市

2

拉萨市

阿里地

区

12

类乌齐县 卡若区 江达县 聂

荣县 比如县 巴青县 亚东县

错那县 当雄县 札达县 工布

江达县 嘉黎县

9

贡觉县 八宿县 丁青

县 索县 班戈县 措

美县 林周县 普兰

县 察雅县

10

措勤县 申扎

县 那曲县 安

多县 昂仁县

谢通门县 浪

卡子县 日土

县 改则县 革

吉县

7

尼玛县 康马县

仲巴县 萨嘎县

岗巴县 曲水县

噶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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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市(地、州、盟） 县(旗、市、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甘肃省 4

甘南

州 张

掖市

酒泉

市 武

威市

3

兰州

市

庆阳

市 定

西市

2
金昌市

白银市
13

肃北县 阿克塞县 瓜州县 肃

南县 天祝县 玛曲县 夏河县

碌曲县 合作市 卓尼县 永昌

县 迭部县 环县

7

山丹县 民勤县 漳县

岷县 华池县 靖远县

永登县

青海省 4

果洛

州 海

南州

海北

州 黄

南州

2

海西

州 玉

树州

15

班玛县 久治县 玛沁县 祁连

县 贵南县 兴海县 共和县

河南县 格尔木市 德令哈市

天峻县 都兰县 玉树县 海晏

县 泽库县

15

甘德县 刚察县 门源

县 同德县 同仁县

乌兰县 囊谦县 杂多

县 曲麻莱县 称多县

治多县 玛多县 达日

县 贵德县 尖扎县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2

吴忠

市 中

卫市

3 盐池县 同心县 海原县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4

塔城

地区

伊犁

哈萨

克自

治州

阿勒

泰地

区 巴

音郭

楞蒙

古自

治州

5

博尔

塔拉

蒙古

自治

州 哈

密地

区 昌

吉回

族自

治州

阿克

苏地

区 乌

鲁木

齐市

3

克孜勒

苏柯尔

克孜自

治州 和

田地区

喀什地

区

20

裕民县 塔城市 额敏县 托里

县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昭苏县 新源县 尼勒克县 巩

留县 哈巴河县 吉木乃县 富

蕴县 阿勒泰市 青河县 和静

县 博乐市 温泉县 木垒县

福海县 布尔津县

9

特克斯县 尉犁县 和

硕县 精河县 巴里坤

县 奇台县 沙雅县

乌鲁木齐县 民丰县

8

哈密市 伊吾

县 温宿县 阿

克陶县 乌恰

县 阿合奇县

塔什库尔干县

且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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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市(地、州、盟） 县(旗、市、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新疆生

产建设

兵团

3

第九师

(塔城

地区)、

第十师

(阿勒

泰地

区)、

第四师

(伊犁

州)

1

第六师

(昌吉

州)

2

第五师

（博州）、

第十三

师（哈密

地区）

5

第一师（阿克

苏）、第二师

(巴州)、第三

师(喀什)、第

十二师(乌鲁

木齐)、第十

四师(和田)

4

161团（托里

县）、165团

（额敏县）、

185团（哈巴

河县）、181

团（阿勒泰

市）

7

5团（温宿县）、

223团（和静

县）、79团（尼

勒克县）、84团

（博州）、北塔

山牧场（奇台

县）、137团（塔

城地区）、74团

（昭苏县）

9

87团（温泉县）、 88团（温

泉县）、163团（塔城市）、

186团（吉木乃县）、红星

二牧场（哈密市）、77团

（昭苏县）、164团（塔城

市）、104团（乌鲁木齐市）、

红山农场（巴里坤县）

7

21团（和静县）、

22团（和静县）、

托云牧场（乌恰

县）、78团（特

克斯县）、170

团（托里县）、

183团（福海县）、

黄田农场（哈密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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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牧区草原雪灾防灾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范围表

省区 地区 数量 重点易灾县 数量 一般易灾县

合计 108 116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7
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

旗、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旗

锡林郭勒盟 9

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

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

穆沁旗

兴安盟 4
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扎赉特旗、科尔沁右翼前

旗

其他地区 33

开鲁县、奈曼旗、库伦县、林西县、敖汉旗、太仆寺旗、察右中旗、

察右后旗、伊金霍洛旗、乌拉特前旗、磴口县、准格尔旗、达拉特旗、

东胜区、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

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四子王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达茂

旗、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鄂托克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

后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合计 20 33

新疆

阿勒泰地区 7
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吉木乃县、哈巴河县、富蕴县、

青河县、福海县

塔城地区 5
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裕民县、塔城市、

额敏县

伊犁地区 5 新源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尼勒克县

其他地区 20

博乐市、阿克陶县、尉犁县、和硕县、且末县、温宿县、沙雅县、巴

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哈密地区、奇台县、乌鲁木齐县、精河县、和静

县、伊吾县、民丰县、温泉县、阿合奇县、乌恰县、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合计 17 20

青海 玉树州 6
玉树县、称多县、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囊谦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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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州 6 玛多县、班玛县、久治县、玛沁县、甘德县、达日县

其他地区 18

贵德县、尖扎县、同仁县、门源回族自治县、天峻县、兴海县、贵南

县、同德县、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晏县、刚察县、祁连县、

乌兰县、都兰县、格尔木市、共和县、德令哈市

合计 12 18

四川

甘孜州 18

石渠、色达县、德格县、白玉县、理塘县、道浮、炉

霍、稻城、甘孜、康定县、新龙县、泸定县、丹巴县、

九龙县、雅江县、乡城县、巴塘县、得荣县

阿坝州 12

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马尔康县、黑

水县、九寨沟县、茂县、汶川县、理县、小金县、金

川区

其他地区 16

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西昌市、德昌县、会理县、冕宁县、越西

县、喜德县、甘洛县、布拖县、美姑县、宁南县、会东县、松潘县、

普格、昭觉

合计 30 16

甘肃

甘南州 6 玛曲县、碌曲县、夏河县、合作市、卓尼县、迭部县

祁连山地区 6
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

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瓜州县、永昌县

其他地区 8 永登县、山丹县、漳县、岷县、环县、华池县、靖远县、民勤县

合计 12 0 8

西藏

那曲地区 10
那曲县、嘉黎县、聂荣县、安多县、申扎县、班戈县、

巴青县、尼玛县、比如县、索县

阿里地区 7
革吉县、改则县、措勤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

日土县

其他 21

工布江达县、林周县、昌都县、江达县、贡觉县、类乌齐县、丁青县、

察雅县、八宿县、曲松县、措美县、错那县、浪卡子县、昂仁县、谢

通门县、康马县、亚东县、岗巴县、当雄县、仲巴县、萨嘎县

合计 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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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牧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范围表

省份 数量 县（旗、市、区）名称

内蒙古 65

新巴尔虎右(2)、新巴尔虎左、陈巴尔虎、鄂温克、科尔沁右翼中、科尔沁左翼中、科尔沁左翼后、扎鲁特、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克什克腾、阿

巴嘎(2)、锡林浩特、苏尼特左(2)、苏尼特右(2)、镶黄、正镶白、正蓝、东乌珠穆沁(2)、西乌珠穆沁(2)、四子王(2)、达茂、鄂托克、乌审、杭锦、鄂托克前、乌拉

特中(2)、乌拉特后(2)、阿拉善左(2)、阿拉善右(2)、额济纳(2)、扎兰屯、阿荣、莫力达瓦、科尔沁右翼前、突泉、扎赉特、开鲁、奈曼、库伦、林西、敖汉、太仆

寺、察右中、察右后、伊金霍洛、乌拉特前、磴口、准格尔、达拉特、东胜

四川 48
阿坝、若尔盖、红原、石渠、色达、德格、白玉、壤塘、松潘、理塘、马尔康、黑水、九寨沟、茂县、汶川、理县、小金、金川、甘孜、康定、炉霍、新龙、泸定、

丹巴、九龙、雅江、道孚、乡城、稻城、巴塘、得荣、盐源、木里、西昌、德昌、会理、冕宁、昭觉、越西、雷波、喜德、甘洛、普格、布拖、金阳、美姑、宁南、

会东

西藏 45
当雄、仲巴(2)、那曲、嘉黎、聂荣、安多(2)、申扎(2)、班戈(2)、巴青、革吉(2)、改则(2)、措勤、萨嘎、工布江达、林周、昌都、江达、贡觉、类乌齐、丁青、察

雅、八宿、曲松、措美、错那、浪卡子、昂仁、谢通门、康马、亚东、岗巴、比如、索县、普兰、札达、噶尔、日土(2)、尼玛

甘肃 21 玛曲、碌曲、夏河、天祝、肃南、肃北(2)、阿克塞、合作、卓尼、迭部、永登、瓜州、山丹、民勤、永昌、漳县、岷县、环县、华池、靖远

青海 37
玛多(2)、班玛、久治、玛沁、甘德、达日、玉树、称多、杂多(2)、治多(2)、曲麻莱(2)、天峻、兴海、贵南、同德、泽库、河南、海晏、刚察、祁连、囊谦、乌兰(2)、
都兰(2)、格尔木(2)、共和、德令哈、贵德、尖扎、同仁、门源

新疆 42
阿勒泰、布尔津、吉木乃、哈巴河、富蕴(2)、青河、福海(2)、新源、昭苏、特克斯、尼勒克、温泉、托里、和布克赛尔(2)、裕民、阿合奇、乌恰、塔什库尔干、

和静(2)、伊吾、木垒、民丰、巩留、博乐、塔城、额敏、阿克陶、尉犁、和硕、且末(2)、温宿、沙雅、巴里坤、哈密、奇台、乌鲁木齐、精河

云南 3 德钦、维西、香格里拉

宁夏 3 盐池、同心、海原

河北 6 沽源、围场、张北、康保、尚义、丰宁

山西 1 右玉

辽宁 6 康平、彰武、阜新、北票、建平、喀喇沁左翼

吉林 8 通榆、前郭尔罗斯、镇赉、长岭、大安、洮南、乾安、双辽

黑龙江 15 安达、杜尔伯特、青冈、龙江、甘南、富裕、肇源、肇州、肇东、明水、兰西、泰来、林甸、虎林、同江

合计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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