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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水有关的生态建设
也是水利部新时期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水土保持与水生态文明的关系,充分发
挥水土保持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水土保持与水生态文明概念、内涵的阐述,分析了水
土保持与水生态文明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了水生态文明建设中水土保持核心内容：一是水土保持功能的
维护和提高,二是水土保持功能的保护与恢复。对我国现阶段的水土流失情况以及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
复与文明建设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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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Qing Fa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Survey Bureau of Ezhou City, Hubei
[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water-relate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also a
new requirement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ew period. 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defines the core content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rst, the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s, and second,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erosion in China and the strategi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Key words]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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