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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原产地保护视阀下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优势转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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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如何实现乌梁素海流域生态治理达到绿色发展的目标,这不仅仅是自然科
学研究范畴,也是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说,治理和修复乌梁素海不能
“头痛医头”或“脚痛医脚”,应当综合治理。本文从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提出背景、定义和作用入
手,结合乌梁素海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优势的现状,分析了基于生态原产地保护视阀下,将乌梁素海生态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影响因子,提出通过生态原产地保护这一渠道,将生态优势变现的对策和建议。旨
在引起地方政府重视并开展这项制度,从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上,解轻乌梁素海的点源面源
污染。
[关键词] 生态原产地保护；乌梁素海流域；生态治理；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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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 the Wuliangsuhai Basin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origin
Yunqi Ni, Chunyan Yang
Hetao College, Bayannaoer
[Abstract] Ecology gives priority to green development. How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he Wuliangsuhai Basin is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but also a
major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ng Zhigang, secretary of the Bayannaoer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aid that the treatment and repair of Wuliangsuhai should not "treat headaches" or
"treat feet", and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treated.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background, definition and role
of ecological origin product prot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quo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 Wuliangsuhai Basi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ransforming Wuliangsuhai’s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to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origin protection. Factors,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alizing ecological advantages through the channel of ecological origin
protection. The aim i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develop this system, in order to change
people's way of production, life and consumption, alleviate the point source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Wuliangsu Lake.
[Key words] ecological origin protection; Wuliangsuhaibasin; ecological management;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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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竞争的风向标,甚至有的国家利

1.1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内涵

在发展绿色经济、节能环保、低碳

用该标准提高农产品的准入壁垒。我国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Protected Eco

经济、循环经济的世界竞争格局中,以生

相应提出“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作

-origin Product by China,简称PEOP)

态、绿色、低碳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创

为代表中国质量品牌的生态标签。借此

是由中国质检总局发起,保护原产地产

新能力,正在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

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品牌新优

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提出建立

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发

势,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

完善的保护机制、让原产地产品达到溯

展战略。
“绿色”和“生态”已然竞争核

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推动经济可持

源追踪管理要求,全程受国家行政部门

心要素影响着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续发展。

[1]
的监督 。生态原产地产品,是具有原产

世界各国纷纷把“生态标志”作为国内

1 生态原产地保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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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即从供、产、销、废气处理等

产方式健康和生态消费方式引导工作

取多种办法对乌梁素海进行生态治理和

过程符合绿色、低碳、节约的标准要求。

两方面。有机引入评定保护、设定生态

修复,特别是在治理面源污染方面,实现

生态原产地保护可以包括：原产地标记

和原产地评定要素,促进调整结构方式、

乌梁素海流域的综合治理。其中,以“建

产品、原产地名称保护产品、生物物种

改善环境,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与评

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

起源产品、具有历史传承的名优特产品、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产品等。我
国提出PEOP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生态环境

[2]

价指标体系 。
1.3国 家 生 态 原 产 地 保 护 的 现 实
意义

加工输出基地”和“天赋河套”区域公
用品牌为引领,出台了《乌梁素海流域面
源污染治理工作专项方案》,全面开展控

污染严重、全球资源约束趋紧的态势,

实行原产地产品保护,可以提升巴

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

而且全品类全地域产品保护以科技创新

彦淖尔市“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形

效“四控”行动,在控肥方面,加大有机

为核心,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

象,实现农产品支付溢价,提升产品的知

肥的投入,奖励使用有机肥的企业、农

推动经济转型战略升级。

名度和销售额增长。因获证产品全程接

牧民；在控药方面,一律对高毒、高残

1.2生态原产地保护的研究背景

受中国政府的行政监督和保护,而且还

留农药说不,推行规模化养殖和一控三

从国外看,市场似乎关注绿色、环境

有PEOP知识产权保护,为便捷通关打通

防三配套的“粪污标准化改造和农牧区

和生态标签。早在1971年,生态标志的概

渠道。此外,这些受保护的产品生产者能

厕所改造”工程,农业面源污染发展趋

念就已经在德国的国家环境计划中提

取得国家相关政策补贴款或者金融机构

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长期来,以

及；欧盟通过19年对“生态标签”体系

发放配套资金会优先考虑。申报生态原

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仍

的建立和完善已经获得很大范围内任

产地保护产品后,会极大拉动乌梁素海

旧停留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上,既存在小

何；美国、日本和韩国也先后于90年年

流域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乌梁素海流

生产对接大市场的矛盾,又存在生态环

前后陆续实行了生态标签制度。有些地

域农民脱贫致富,极大增加财政收入。与

保与绿色发展的双重压力,过量使用肥

区和国家将生态标志视为绿色通关、政

此同时生态原产地产品可助力国家“一

药膜、靠数量取胜的思想根深蒂固,短

府优先采购、技术投资的关键指标。生

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乌梁素海流域

时间无法让大部分农牧民接受,面对生

态标签认证制度,在消费者群体及社会

具有的良好生态环境,为内蒙古西部的

态环境保护下的粗放式经营,农民不知

中塑造产品塑造生态环保形象,并以此

后发展积淀了生态优势,如何在当前全

何去何从。如果不能持续解决生产方

获得信赖,提高产品经济附加值的同时,

球推行生态经济的大形势下,突破绿色

式、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就会增加

便于在国际间流通。

贸易壁垒,将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优势

治理成本和难度。

从国内看,生态原产地保护是我国

最大化地转为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是

2.2生态优势分析

对标国际“生态标签”制度,在生态文明

巴彦淖尔政府和当地企业急需考虑的

生态优势一般指自然资源优势、生

建设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我国已成为

问题。

态资源优势、气候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在经

2 当前乌梁素海流域生态治理
和生态优势现状

优势。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生态优势

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遭遇到严重损

逐渐转变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甚至影

2.1生态治理现状

响到发展优势,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综

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国家质量品牌计划

乌梁素海素来被称为是黄河流域

合竞争力。影响生态优势有物种间的相

--建立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制度,2019

重要的水量“调节库”、天然的“净化

互作用或竞争的内因,还有生存的环境

年参照欧美作法,把这一制度委托中国

区”,同时因其物种多多样性又被称为

条件外因两个因素。地区生态环境越好,

出入境检测检疫协会来推广,建立了完

生物的“种源库”。随着河套灌区农牧

就越能聚集高技术,高能力人才,间接带

备的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以改善生态

业生产发展迅速,化肥、农药、农膜的

动和促进经济发展。在自然资源方面,

环境,助力生态治理、加快绿色发展为

使用量骤增,农田退水中杂夹着未被农

乌梁素海流域是有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

核心 价 值 ,全 力 扶 持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作物吸收的部分最终流入乌梁素海,形

流灌溉区-河套灌区,有“天下黄河、唯

设。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加速生态文明

成占比约70%的农业面源污染；加之工

富河套”的说法。千万年来地球板块变

建设,摆脱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

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每年新增

动形成世界独特的地理区位,地处高纬

理的困境,生态再次被重视,并纳入社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排入,形成占比

度高海拔,四委分明,干旱少雨,日照时

会的制度体系。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以

约20%的点源污染；湖内底泥散发的污

间长,昼夜温差大,形成地球上少有的珍

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从理论研究、

染物形成占比约10%的内源污染,造成

稀之地,适合200多种农作物种植,是天

顶层设计、体系建设、过程指导、结果

乌梁素海水质逐年恶化,严重影响了黄

然的“种质资源库”和“天然基因库”。

评价等方面都是以生态中国为着眼点,

河下游的水生态安全。

在生态资源方面,自然资源决定了乌梁

害,环境问题形势日趋严峻。2012年国家

狠抓对工农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生态生
10

近年来,国家和巴彦淖尔市政府采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七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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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兼具的资源优势和生态景观资源、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可以表示为原

善,减少面源污染。二是提高生态原产地

生态容量资源优势；乌梁素海流域的

生态+原产地要素+品牌化运营的有机融

产品的质量,并拥有较好的口感,生态原

“两山两原”和“一河二漠”的自然分

合。消费产品印有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产地保护倡导农业可以用少量的农药,

布也决定着乌梁素海全流域水利和气

的标签,消费者就可以追溯到该产品的

少量的化肥,如果停止播散90%以上的农

候调节资源、容量资源优势,1100万亩

“来龙去脉”,感受不同层次的认同感和

药、停施50%以上的化肥,对产量并无影

的河套平原和8万平方公里的草原面积

价值观。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人们生

响,或影响甚少。保证生态原产地产品是

是极其难得的气候资源。在经济发展方

活工作节奏都在加快,健康、环保、低碳

顺利通过农药残留检测。三是生态农业

面,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使得乌梁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被越发重视。把

不仅关注总产量,也关注单位土地经济

素海流域迅速成为内蒙古的农业经济

原生态和原产地产品当成当今世界消费

增加值。生态农业强调以地养地,有机肥

大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领 域 的 主 选 项 , 特 别 是 2013 年 非 典 和

或少量化肥能及时补充被农田径流带走

为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奠定了坚

2020年新冠肺炎等传染疾病,更让人们

的养分,土壤动物及微生物的作用促进

实的基础。从目前整体上看,乌梁素海

产生对生活安全、产品生态的迫切追求。

土壤中的矿物质的释放,这些补充的养

流域的生态破坏总体上仍处于“生态阈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在“建设生态文明强

分和矿物质被植物根系大量吸收,该有

值”范围之内,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仍

国”战略背景下,主打全域高端绿色有机

[4]
机循环模式下,产量出现了稳步增加 。

处在“阈值”范围。这就决定了及时推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的战略目标,

因生态产品被消费者认可,相比较采取

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治理和绿色

建立了“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粗放式的化学方式生产出产品,产品溢

发展,完全有可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生活水平

价会高,单位土地经济增加值也高,避免

充分彰显流域内生态优势,真正走上绿

的追求和向往,提高区域特色农产品的

了资源的浪费。四是生态农业提倡种养

[3]

色发展之路。

竞争力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正好适

结合,充分利用物种的特点及相关生长

3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分析

合区域品牌价值再造的要求,是优质农

需要,实行套种、立体种植。充分利用现

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好途径。近年来,

有土地面积上,丰富物种多样性,高效循

3.1生态原产地保护是把乌梁素海

巴彦淖尔市农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大幅提

环利用相互之间的水分、养分、矿物质

流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利器

升,葵花籽,山羊绒、番茄、奶制品、脱

等,还可以将饲养的动物,乡村餐余和作

巴彦淖尔市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最大

水菜等出口中殴、中东有东南亚等地,

物秸秆纳入生态食物多样性系统,物种

的农牧业区,基本没有工业而言,GDP总

但是许多产品因没有生态标签,多被作

越多系统就越稳定,抗风险能力自然提

值位居全区末次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为原料或发达国家的贴标产品低价出口,

升。五是生态农业尊重动植物生长规律,

中未将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纳入范

无法实现产品溢价。生态原产地保护是

因地制宜,安排种植和养殖时考虑自然

围,为了提升GDP总量,近年来大搞规模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的参与国际竞争

规律相匹配,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六是生

化农业、集约化单一种植、反季节蔬菜

的产品,是国家品牌计划,“天赋河套”

态农业拒绝集约化养殖,提倡让动物们

大棚、膜覆盖农业及工厂化农业等非生

区域品牌产品获得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尽量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快乐生长,减

态农业,造成水肥药膜的大量使用,严重

认证,就能较快实现品牌效益和品牌核

少兽药和抗生素使用。七是生态农业可

违背了生态环境学规律,影响了乌梁素

心价值的提升。

全面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引用农民工回

海的生态平衡和水气调节功能。生态原
产地保护是在国家“生态优先、绿色发

3.3生态原产地保护为乌梁素海流
域优先发展生态农业提供导向服务

[5]
潮,形成经济新增长点 。以消费观的概

念促进生态要素转变为商业要素。从养

生态治理与修复,必须优先发展绿

种植单一到养种结合；从收获加工到销

销售和出口角度提出的制度要求,是从

色生态农业。绿色生态农业重点突出人

售出口；从农家乐餐饮到生态小镇观光

国家战略角度为出发点,积极参与国际

与自然共生与生态平衡,通过营造优美、

旅游；乡村生态农业已经实现就地城镇

竞争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特色的生态发

舒适的生态环境、实现循环再生,保护物

化,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农村、农业和帮扶

展标准。为使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优势转

种的多样性与原生性,促进人与自然和

农民的事业中。

化为竞争优势,把乌梁素海流域良好生

谐共生。发展的过程中,大范围实施控

态环境下的产品推出去提供奠基。同时

药、控肥、控抗生素、控激素用量,做到

推动涉农企业加快科技创新,为企业生

少用甚至不用,即使适量施用,也要保证

4 利用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
护将乌梁素海环海流域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的建议

态产品快捷通关、获得政策支持、政府

大部分被作物吸收,杜绝污染环境。生态

采购创造良好机会。

原产地保护可以把生态农业的七大特点

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从生态产品质量、

3.2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为生
态良好型企业增加经济优势

4.1提高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和合
理开发的意识

和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是生态原产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不仅仅是某地

地保护促进地区生活及生态环境得到改

或某区域自身就可以实现的,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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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节约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损害和提

的监管体系和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生

决乌梁素海流域面源污染,确保黄河水

高生态效益是国家推进的目的,我们清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全程监督网络由主管

生态安全！

醒的认识到,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意识

部门、政府委托市场督管部门和独立评

[项目资金来源]

起到主观第一要素作用,在当前全球生

定机构组成,在产品培育、认定和销售方

河套学院“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

态环境日益严峻形势下,促进原产地产

面形成合力,重点考虑各个产品生命周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支持计划项

品保护必须依靠合理开发才能破解国外

期对环境的不同影响。

目”子课题“乌梁素海流域生态原产地

生态壁垒。对于乌梁素海流域绿色发展
最大优势就是生态优势。从主观和合作
意识出发,转化发展优势。
4.2加强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制度
的宣传和推广
我国大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地区中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尚未被有关政府、
企业、消费者广泛认可,属于新生事物。
生态原产地代表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

4.5加强生态原产地与天赋河套区
域公用品牌的对接

农产品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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