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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荒漠化是全球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是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荒漠化

不仅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是制约全球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共建“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面临严
重的荒漠化问题。 本文通过重点分析
“
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中典型国家中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
和以色列四国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特点、功能和功效，为出境机构、企事业单位更好地参与当地
相关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为荒漠化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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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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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荒漠化是自然因素与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 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是一
个复杂的政策法规体系，涉及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诸多学科相互交叉方能解决的综合性问题[1]。 自 1977 年联合国荒漠化大会召开以后，荒
漠化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明确了
“荒漠化”的定
义。日本学者 Harashima Y.和 Morita T.对日本、韩国和中国三国的环境政策发展在 6 个方
面——
—地方政府作用、信息公开、国际压力的影响、起步阶段、市场机制功能和政策议程中的
环境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和韩国的环境政策发展进程与日本相似，除了
时间上的滞后性，从长远来看三国的环境政策一直在趋同化，三国的环境政策制定进程与其
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韩国和中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领域的作用不大，环境信息公
开水平比日本更为有限。 此外， 韩国和中国的市场机制带来的环境保护措施比日本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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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Günter Brauch 和 Peter H. Liott 在《地中海的安全与环境：概念化安全与环境
冲突》一书中提到，要建立区域性解决方案，要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法规，并提出科威
特缺少全面的荒漠化数据 [3]。 胡晓红针对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问题提出，生态补
偿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是保护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的唯一制度选择， 中国需要建
立和健全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4]。 王欢欢系统比较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得出在公约中，社区参与贯穿于公约始终，强调群众力量的参与，而《防
沙治沙法》中虽也涉及公众参与，但仅仅涉及沙化治理过程的参与。 公约和防沙治沙法都清
楚提及了农村的发展和贫困问题，在荒漠化防治方面都强调预防和治理相结合，注重科学技
术的参与[5]。 彭继平对我国《防沙治沙法》贯彻实施的研究中提出，执法监督落实较难，法律
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建议除了国家层面出台的法律、法规或规范，还可以出台一些省级层面
具有地方特色，更符合当地情况的荒漠化防治法规、规章或规范[6]。 龙超等对中亚五国林业
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中提出各国根据国情制定了林业管理法律框架，恢复退化土地、
防止水土流失和保护生物多样性[7]。 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对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问题
做了较多的研究，研究的视角和着眼点也各不相同，但从荒漠化防治环境政策法规制定比较
研究的成果非常少，目前多数研究是从生态、环境、土地、林业等学科角度开展的，对于荒漠
化防治环境政策法规也只是提及，分析不够深入。
2013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其核心内涵为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0]。
然而
“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涉及的 65 个沿线国家中，超过 60 个国家正遭受着荒漠化、土地退
化和干旱的危害。“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是
“
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也面临严重的
荒漠化问题，“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路线总长超过 6000km，大约一半位于荒漠区，干旱和大
面积荒漠分布是其生态环境主要的约束因素。多年来，各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荒漠化防治的基
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不断提高荒漠化防治的科技支撑能力。 但是，荒漠化防治不仅要
靠资金和科学技术的投入，还需要政策法规的引导[11,12]。“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中
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以色列，虽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各不相同，但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
却有类似之处，都将荒漠化防治上升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

1

研究区域概况

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3.31×108ha，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1/3。 其中，荒漠化土地分布
在 18 个省市区的 498 个县，涉及约 1.04 亿人口。 哈萨克斯坦是农业大国，约 67%的土地在
逐步退化， 近 1.8×108ha 土地荒漠化， 至 1999 年有 2.42×104ha 耕地遭风蚀。 1996 年～
2000 年间，年平均被破坏的土地面积为 1.81×105ha，已不适于农耕的面积为 5.75×104ha。
鉴于哈萨克斯坦近 4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人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来自于土
地的收入生活,因此,过去和现在荒漠化都是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科威特荒漠
化面积约占国土的 89.6%。 畜牧业是其传统行业，当地人毫无节制地饲养牲畜，超过了环境
承载力。1964 年石油开发和生产之前，科威特人口不到 15 万，2016 年人口达到 396.5 万，52
年间人口总数增加了 26.4 倍。人口的激增和社会需求的扩大，加大了土地资源利用的压力，
也破坏了传统土地利用的合理性。人口的倍增也促使畜牧业需求倍增，倍增的牲畜又集中在
逐渐减少的草场，使得草场退化，面积减小，质量降低，进一步加快了荒漠化的进程。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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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75%以上，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色列的建国史就是一部
治理、开发和利用荒漠化土地的历史。为防治荒漠化，以色列采取“
开源”与“节流”并重，依托
“
科学”、技术”两条腿走路。 例如，发展污水循环利用技术和海水淡化技术，解决水资源匮乏
问题；制止乱砍滥伐及过载放牧、大规模植树造林；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化农业等。
中国在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哈萨克斯坦自 1991 年独立
起大力发展经济；科威特从 1964 年开始发展以石油出口为支柱的经济；以色列从 1950 年起
经济就得以快速发展。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四个国家都面
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对荒漠化进行防治，政策法规因素处于主导地位。本文以时间为序，
将典型国家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制定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
段[8,9]。 通过对三个阶段中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以色列关于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比较
研究，阐明
“
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典型国家关于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特点、功能和功效。

2

四国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制定过程比较分析

2.1 中国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实施了不同的荒漠化防治管理措施，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
的荒漠化管理政策。中国的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发展过程可分为表 1 所示的 3 个阶段：起步
表 1

中国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展

Tab.1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阶段

特点

具体措施

起步

防沙治沙统 1950 年国务院成立治沙领导小组，并在陕西榆林成立陕北防沙林场；

阶段

一 管 理 ， 转 1950 年国家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令》；

(1950～ 换为地方政 195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1957 年
1976)

府参与防沙 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治沙管理

1958 年国务院做出 《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1959 年中国科学院治沙
队成立， 同年在内蒙古及西北六省区建立了 6 个治沙综合试验站；1968 年林业
部军管会决定将东北林业总局下放给黑龙江省领导

发展

将市场机制 1978 年国务院批复《关于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的重点

阶段

引入到荒漠 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规划》；1978 年“三北”工程启动；1981 年全国人大通过

(1977～ 化 防 治 中 ，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4 年国家颁布森林法；1985 年国家颁
1999)

林 业 商 品 布草原法；1986 年国家颁布土地管理法；1989 年国家颁布环境保护法；1991 年
化， 调整林 国务院批准了《1991～2000 年全国治沙工程规划要点》，启动了第一个荒漠化防
业经济结构

治专项工程；1994 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编制了《中国执行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行动方案》和《中国防治荒漠化国家报告大纲》

巩固

实施退耕还 2000 年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启动，同年国家提出生态建设和环境

阶段

林， 环保合 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要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退耕还林还草、荒山荒漠绿

(2000

作模式转型 化等生态建设工程， 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2001 年国家启动以

至今)

-“走出去” 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的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四期工程；2002 年国家颁布防沙
方向

治沙法；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2016 年中国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共同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
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同年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防沙之沙
工程建设规划（201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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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950 年起的统一管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林区开发和植树造林，转换为地方政府
参与防沙治沙工作；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将市场机制引入到荒漠化防治工
作中，吸引社会、企业和个人从事沙漠化防治，通过调整林业经济结构，允许土地使用私有
化，提倡科技兴林，推出一系列法律法规；巩固阶段：2002 年 1 月 1 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沙治沙法》，标志着中国防沙治沙工作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并且实施退耕还林，注重生态
建设与环境保护，再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荒漠化防治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环保技
术“
引进来、走出去”和产业化发展[5,13]。
2.2 哈萨克斯坦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
哈萨克斯坦的荒漠化程度日趋严重， 为此哈萨克斯坦实施了一系列的国家环保计划，
例如，咸海保护计划、“
绿色国家”和
“
饮用水”等计划。 哈萨克斯坦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
展可分为表 2 所示的 3 个阶段：起步阶段：1997 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并制定了
荒漠化防治的国家战略及行动计划； 发展阶段：2003 年起推出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提出了
“
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森林经营理念，并在 2005 年国家制定《防治荒漠化十年计划(2005～
2015 年)》，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巩固阶段：2011 年以后，哈萨克斯坦与国际荒漠化防治研究
接轨，通过国际合作，更好的防治荒漠化[7,14]。
表 2 哈萨克斯坦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展
Tab.2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Kazakhstan
阶段
起步阶段

具体政策法规
1997 年国家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1991～2000） 1999 年国家出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发展阶段

2001 年国家颁布《税法典》；2003 年国家颁布森林法、水法、土地法、《2004～2015 年生态安

（2001～2010） 全》总统令；2005 年国家制定《防治荒漠化十年计划(2005～2015 年)》；2006 年颁布《2007～
2024 可持续发展过渡方案》总统令，同年政府提出 " 向可持续发展过渡 " 的森林经营理念，制
定了 《2007～2024 年林地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 年国家颁布生态保护法；2008 年国家颁布
《2008～2010 年环境保护方案》；2010 年政府批准了 2010～2014 年的 " 绿色经济 " 发展方案
巩固阶段
（2011 至今）

2011 年与中国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2014 年国家颁布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2014～2040 年国家水资源管理纲要》；2016 年国家颁
布《土地法修正案》：出租土地期限的 10 年改为 25 年

2.3 科威特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
科威特的荒漠化是在脆弱的生态条件下，密集的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过程。从某种
意义上说，人类的过度经济活动是科威特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1964 年石油开发和生产之前，
科威特人口不到 15 万，经济主要依赖珍珠，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等严重影响了沙漠的生态环境，科威特荒漠化问题日益突出。 针对日
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科威特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定（表 3），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环保
会议、论坛[15]。 1981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为科威特的环保事业奠定了基础。
2.4 以色列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
以色列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题非常突出。以色列荒漠化原因主要包括过度放牧、砍伐森
林和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方式[16]。以色列为应对土地荒漠化所开创的技术主要包括：地下滴
灌技术，防止蒸发作用造成的水分丧失；径流和降雨低洼蓄水池技术，促进低降雨量地区农
林业的发展。这些技术切实解决了水资源管理难题，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有效扭转了荒漠化带

尤源

5期

等：“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典型国家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比较研究

37

表 3 科威特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展
Tab.3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Kuwait
具体政策法规

阶段
起步阶段
（1964～1979）
发展阶段
（1980～2009）

1964 年国家成立水电部，主要负责钻井和地下水的研究；1967 年创建科威特科学院，
并把
“
环保与土地”作为研究重点 1974 年科威特环境保护协会成立
《1980 年有关环保及环保总体政策的 62 号法案》；1984 年开始执行“科威特化”政策，
政府努力削减国内的外籍劳动力，用科籍劳动力代替；
1995 年政府成立科威特公共环境管理局（KEPA），并制定了《科威特环境管理规划》，同
年科威特签署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1996 年成立以首相为主席的最高环保委员会，并成立科威特国家防治沙漠化委员会；
同年最高环保委员会提出建立合理的草原利用制度；
《2001 年部长 324 号法令》；《2003 年部长 553 号法令》；
2009 年科威特环境公共管理局（EPA）发起科威特环境监测信息系统（eMISK），建立和
维护一个科威特全面的地质环境数据库以及宣传环保意识，同年科威特国王提出：防
止资源浪费，促进开支合理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防治野蛮开发利用

巩固阶段
（2010 至今）

2010 年环境公共管理局根据第 497/2010 号法令成立了“
全国绿色建筑委员会”；2011
年科威特环境保护协会发起争当
“
百万环保积极分子”活动；2015 年科威特环境署主导
“
绿带”工程，该项目实施目的是改善空气质量，减轻沙漠化、干旱和沙丘的移动

来的不利影响。 土地退化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复杂，技术知识并不足以对其产生持久影响，关
键是需要政策法规的引导和管理[16]。 以色列颁布了较为全面的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表 4）。
表4

以色列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展

Tab.4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Israel
阶段
起步阶段

具体政策法规
1950 年国家颁布《植被保护法》
（黑山羊法）；1953 年国家启动 145km 长的
“
北水南调”输水管

（1950～1970） 线；1959 年国家颁布《水法》；1960 年国家颁布《土地基本法》和《土地管理机构法》；1961 年以
色列政府同犹太国家基金组织签订协议，由基金组织负责国家绿化项目，在过去的 50 多年
里完成人工造林约 2.6 亿棵，绿化面积达 9×106ha；1963 年国家颁布了《国家公园和自然资
源法》和《森林保护法》；1964 年国家完成引水调水工程；1965 年国家颁布《规划与建筑法》
发展阶段

1972 年政府制定“国家污水再利用工程” 计划， 规定城市的污水至少应回收利用一次

（1971～1990） 1973 年国家设立环境保护服务局，主要负责环境评价，提供年度环境报告、环境统计，编
写宣传教育材料，联系有关部门提出环保政策建议等；1986 年，国家制定全面绿化沙漠
计划；同年犹太国民基金会在内盖夫荒漠启动稀疏草原化项目，其目的在于增加荒漠地
区生物生产力和旱地利用的多样性；1988 年国家成立环保局
巩固阶段
（1991 至今）

1995 年国家通过了第 22 个“国家总计划”，对未来 25 年的国家森林和植树总计划作出
规划，国家确定“以农为本，开发荒漠”的基本国策；2008 年修订《环境保护法》，同年国家
制定《地方当局执法法》

3

四国不同阶段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特点比较分析

中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以色列四国在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相似性，
也有自己的独特性，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鼓励和提倡绿色生活方式。 以时间为序，整理四
国关于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图 1）可以发现，四国都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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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起步阶段
中国的主要荒漠化防治的
政策法规发展初期较为缓慢，
虽然较早地成立了国家治沙领
导小组和中国科学院治沙队，
但是 1969 年～1976 年基本处
于停滞时期。 哈萨克斯坦由于
独立时间不长， 时间上存在滞
后性。在初期，科威特创建科威
特科学院和成 立 环 境 保 护 协
会，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以色列
对于荒漠化防治的重视起步比
较早， 并且认识到治沙的实质

图1

四国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发展

Fig.1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four countries
是“治人”，运用法律手段来规
范人们的行为，以 1950 年国家颁布《植被保护法》即《黑山羊法》为起点，旨在制止过度放牧
造成的植被破坏，由于放牧山羊对低矮的灌木丛破坏极为严重，政府通过实施这一法规，山
羊数量明显减少，对天然灌木丛的放牧压力减轻，且减少了水土流失。

3.2 发展阶段
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生态保护问题得以快速发展，政府认识到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来
规范和引导人们在资源开发和土地利用方面的行为，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
的法律法规，但并未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哈萨克斯坦某些法律法规制定较为仓促，经济
发展较快， 部分法律法规调整也较为频繁， 在防沙治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例如：
2001 年颁布的《哈萨克斯坦税法典》，后经多次修订，新的《税法》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003 年 7 月 8 日颁布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水法》于 2004 年 12 月 12 日作了修改。 科威特环
保快速发展始于 1980 年。 这一年科威特颁布了新的 62 号法令，该法令是有关保护环境的综
合性法规，对环保及有关环保的总体性政策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科威特逐步步入环保法
制社会。 62 号法案包含了 13 个法律条款，其中的第二条款规定用更高级别的环境理事会（由
副总理级的领导负责）来替代原有的环境委员会，处理相关环保事宜。 科威特先后成立了国家
环境保护局和以第一副首相为主席的最高环保委员会，负责环保领域内的一切工作。 在处于
发展阶段的 20 年中，以色列实行“天天都是植树节”，植树对以色列人而言，不再是习俗或是
责任，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植树选用抗旱树种，推广抗旱造林技术，并使用
“
套筒”
保护技术保护幼苗。 以色列根据土壤退化的不同程度，确定不同的植树造林项目。 其造林项目
非常多样化，从经济林开始，发展到防护林、牧区片林、非灌溉果林、景观林、大规模人工荒漠
林、废水灌溉造林及小片林营造等等，既考虑经济效益又注重社会效益。 植树造林的地方禁止
放牧，加上树的遮阴效果，促使许多地方的原有植被得以恢复，有助于土壤保持。 植树造林依
法都只许种不许砍，哪怕是砍伐私有树林也要经过批准，否则就要受到重罚甚至制裁。 目前以
色列的森林（均系
“
人造林”）覆盖率达 5%～6%，这在沙漠国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16]。
3.3 巩固阶段
2002 年中国出台《防沙治沙法》，标志着中国防沙治沙步入法制化阶段，这部法律作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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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荒漠化的专门法律，从效力范围、规划、治理保障、采取措施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对荒漠化
防治做出了规定。 2005 年通过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根据中国土地沙化类型、分布特点、区
域特点、社会经济状况和治理措施等，将中国荒漠化地区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区，并结合区域
环境特点采取措施治理。 2013 年～2015 两年间完成的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
示，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较 2009 年有明显好转，呈现整体遏制、持续缩减、功能增强、成效
显著的良好态势。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防沙治沙的对话与合作。2015 年国家编制了《
“
一带一
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合作构想框架》，倡议建立对话机制，搭建合作平台，推动政策对话、
能力建设、联合研究，技术示范和信息共享，为实现
“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生态保障[17]。 哈萨克
斯坦在此阶段也积极开展国际环保合作和交流，并在 2014 年 4 月，哈萨克斯坦颁布《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 2014～2040 年国家水资源管理纲要》。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科威特积极
响应， 科威特政府也提出 2035 年国家发展愿景规划。 2015 年科威特科威特政府开始实施
“绿带” 工程， 以减轻沙漠化和沙尘暴的影响。 该项目 5 年或更长时间内将种植长 50～
180km、宽 5～20km 的树木和灌木，第一期工程将在科威特的西北部实施。以色列根据自身发
展需求，制定相应的国家计划和植树造林规划，并于 2008 年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完善和发
展关于荒漠化防治的政策法规，与时俱进。
3.4 四国沙漠化防治成效比较
中国在发展阶段，1990 年～1994 年第一次荒漠化监测时， 每年荒漠化增加 2.46×
5
10 ha。 1991 年～1997 年全国共完成治理开发面积 6.44×106ha， 其中人工造林 2.07×
106ha， 封沙育林、 育草 2.03×106ha， 飞播造林 4.4×105ha， 人工种草及改良草场 8.3×
105ha，治沙造田、改造低产田 6.3×105ha，种植药材及其他经济作物 2.9×105ha 等。 直到
2005 年～2009 年荒漠化面积开始减少，减少了 1.72×105ha。2009 年～2016 年，荒漠化地区
的农牧民人均收入稳步增长，从人均 3000 元增长到 6000 元。中国荒漠化出现了“
整体遏制、
局部扩大”的态势。 在发展阶段，哈萨克斯坦 2003 年颁布森林法、水法、土地法和生态环境
法、2005 年推出了《防治荒漠化十年计划(2005～2015 年)》、《2015 年前哈萨克斯坦生态安
全构想》和《2024 年前哈萨克斯坦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但是,即使实行了引入援
助资金的政策,参与了国际和区域项目，哈萨克斯坦土地退化的面积每年都在扩大。 在发展
和巩固阶段，科威特相继建立扩大森林工程，增加植被覆盖度。 2015 年，科威特环境署主导
“
绿带”工程，相关机构参与，与国家防治沙漠化委员会合作共同实施。 该项目实施目的是改
善空气量，减轻沙漠化、干旱和沙丘的移动，实施该工程有利于减轻荒漠化和沙尘暴的影响。
该项目实施后，预计将减少外来沙尘暴 20%～30%，减少本地沙尘暴 60%～70%。 在起步阶段，
以色列为保护天然植被，制止过度放牧，以色列政府出台了《植被保护法》，也称黑山羊法，对
放牧做出了具体规定。 截至 2015 年，以色列人工林面积为 9×104ha，占全国森林面积 56%。
以色列在《规划与建筑法》规定，土地的开发权属于国家，公共单位和私人土地拥有者或开发
商在没有得到国家许可的情况下，不能占用土地进行建筑和开发活动。 以色列 97%的土地属
国家所有。 目前，以色列在全国已建 150 个自然保护区，约占国土面积的 15%。 由于严格的土
地开发管理制度，有效地制止了各种盲目、无序的垦荒行为，防止了土地的退化。

4

结论与建议
中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以色列四国在制定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发展过程中，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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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通过建立长期规划，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关于荒漠化防治的政策法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
功遏制沙漠扩张趋势并不断扩大农业用地规模的国家。以色列在沙漠化防治的初级阶段，先
后颁布了植被保护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一系列环境法规，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体系，并不断完善。因此，以色列在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各国
提供了优质的示范。 中国在初级阶段，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遏制人为破坏植被的行为，颁布了
纲要类的行政法规，并未意识到环境政策法规的重要性，虽然沙漠化防治起步时间与以色列
相同，但在制定和颁布政策法规上存在滞后性。 直到市场机制引入，运用市场机制治理荒漠
化，中国开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科威特虽是海湾国家中较早重视荒漠化问
题的国家，但是同中国一样，并未在初级阶段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法规。 哈萨克斯坦由于独
立时间短，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中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以色列四国关于荒漠化防治的政策法律存在巨大差异，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法规体系、政策法规程序和司法体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从
投融资到项目建设，都要依当事国法律办事。 这就需要熟悉各国环保法律与环保标准，在项
目签署时就要有环保方面的准备。
2016 年 6 月 17 日，我国和一些国家联合倡议，加强共建“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的合
作。在《
“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提出了六个合作的领域，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政
策和法规上要加强防治荒漠化合作交流。但是具体该怎么合作，如何实施，并没有说明。我国
目前与荒漠化防治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大多数是行政命令，由政府主导实施。尽管荒漠化防治
属于公益行为，必须是政府主导，但是只有全社会的参与才是可持续荒漠化防治。 应借鉴科
威特和以色列在此方面的经验，通过调整政策，活化机制，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积
极参与。 从 1961 年起，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完成人工造林约 2.6 亿棵，绿
化面积达 9×106ha。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响应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 2016
年 8 月，支付宝蚂蚁金服上线个人碳账户“蚂蚁森林”，用户践行低碳行为，每养成一棵虚拟
树，蚂蚁金服就会在地球上种下一棵真树。截至 2017 年 8 月，累计种树 1025 万棵，种植总面
积超过 1.07×104ha。同时，建议加强社区的能力建设，社区应该是相关政策的实践者和检验
者。公众参与光体现在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实施之后的反馈是不够的，需要贯穿于整个过程
之中，有必要将荒漠化防治与社区发展相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
“政府主导，企业和非政府组
织为主力军，社区参与，社会行动”的多元化荒漠化防治管理模式。下一步我国需快速建立荒
漠生态补偿机制和防沙治沙奖励补助机制[21,22]。 另一方面，加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关于荒
漠化防治的合作和交流，加强与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区域联系，推动荒漠化防治的区域战略合
作，加强各国之间经验分享与信息交流，共同抵御荒漠化危害。

参考文献:
[ 1 ] 黄月艳. 荒漠化治理效益与可持续治理模式研究[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0.
[ 2 ] Harashima, Y., Morita, 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the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Japan, Korea, and China [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 1998, 1(1): 39-67.
[ 3 ] Hans Günter Brauch, Peter H. Liott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Conceptualising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M]. Springer: Softcover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1st ed, 2003.
[ 4 ] 胡晓红.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问题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06.

5期

尤源

等：“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典型国家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比较研究

41

[ 5 ] 王欢欢,樊海潮. UNCCD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比较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07,30(9):58-60.
[ 6 ] 彭继平. 《防沙治沙法》贯彻实施情况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3):1-5.
[ 7 ] 龙超,鲁德,龙跃,江京辉. 中亚五国林业发展及国际合作展望[J]. 世界林业研究,2015,28(1):80-84.
[ 8 ] 屠志方. 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防治经验及其启示[J]. 林业资源管理,2013,12(6):157-161.
[ 9 ] 王洛忠,张艺君.“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J]. 中国环境管理,2016(04):60-64.
[10] 徐家源.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中国环境政策价值取向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1.
[11] 崔向慧,卢琦. 中国荒漠化防治标准化发展现状与展望[J]. 干旱区研究,2012,29(5):913-919.
[12] 宋名一. 我国荒漠化防治的法律思考[D]. 济南:山东大学,2012.
[13] 莫蓁蓁,李振山,李天宏. 我国沙漠化管理的发展及其特点[J]. 中国水土保持,2007(8):7-10.
[14] 赵晓迪,赵荣. 哈萨克斯坦林业发展现状[J]. 林业科技情报,2015,47(3):1-5.
[15] Said, A.S., Hameed, S..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Setup in
the GCC Stat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4, 5: 745-750.
[16] 马林英. 以色列发展沙漠可持续农业的启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9(1):84-89.
[17] 郑沃林,殷梅华,吴剑辉. 中国耕地保护研究的回顾与进展[J]. 世界地理研究,2016,05(25):6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typical countries in the
“Central Asia - 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YOU Yuan1,2, YANG Jing3, ZHOU Na1, WANG Yong-dong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and Oasis Ecology,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1300, China)

Abstract: Land desertif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change
research. “Central Asia - 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is one of the six
economic corridors in “The Belt and Road”, which facing serious
desertification proble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four countries of Kazakhstan, Kuwait,
Israel and China concern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the “
Central Asia-West Asian Economic Corridor”. It is better for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related industrie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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