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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 2015 国际土壤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科协向“土壤
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纪念大会的成功召
开及专刊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这次活动的其他主办
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等部委及协办单位中
国土壤学会、中国农学会等相关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
土壤是地球生命之本，是国家的重要自然资源。土壤圈
是地球表层系统最为活跃的圈层，是联接大气圈、水圈、岩石
圈和生物圈的核心要素。当前，世界各国的宝贵土壤资源正
面临着各种威胁，如土壤质量退化加剧，土壤污染突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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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包括生产功能、环境功能、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等，
土壤安全问题严重制约着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
保障土壤安全已成为世界共识。2013 年 12 月第 68 届联合国

大会决议通过了每年的 12 月 5 日为世界土壤日，并宣布 2015 年为“国际土壤年”，主题为
“健康土壤带来健康生活”，提倡对全球土壤资源的可持续管理。2015 年 6 月联合国粮农组
织成员国在第 39 届粮农组织大会期间一致批准了新的《世界土壤宪章》，将其作为推进和
规范各国可持续土壤管理的工具。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严重制约型，人地、人粮矛盾突出，特别
是近 20 年来，我国优质耕地急剧减少、基础地力持续下降、水土流失、土壤酸化、土壤污染
等问题十分突出，土壤安全形势日趋严峻。2014 年 4 月，由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发布
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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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土壤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和生
态环境安全，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际履约能力。因此，如何围绕土壤安全这一核心，协调发挥土壤
的生产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生态支撑功能，既是土壤科学的国际前沿课题，也是我国紧迫的现实需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提升土壤科技支撑能力。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等工作。2015 年 4 月，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
护耕地土壤环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土壤污染防治法》也于
2015 年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环
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
土壤等污染防治”
。可见，保护土壤安全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需求之一。
中国科协十分重视我国土壤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土壤领域科技工作者的成长，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引导土壤领域科技工作者为围绕国家土壤资源利用、土壤保护等中心工作积极提供专业服务。中
国科协 2010 年就组织开展了“气候变暖对宁夏引黄灌区土壤盐分及其灌水量的影响”调查，提出气候变
化不仅加剧土壤盐渍化危害，也影响到农业的水资源分配，对于恢复和重建退化土壤，提高土壤质量，
合理分配水资源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建议。中国科协所属中国土壤学会以及中国农学会土壤
肥料研究会等科技团体，在土壤领域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科学普及、教育培训、决策咨询、技术服务、国
际合作、举荐人才、表彰奖励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中国土壤学会奖、中国土壤学会科学技
术奖、中国土壤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具有很强影响力和公信力，举办的各种专业性学术会议以及《土壤
学报》、
《土壤通报》、
《土壤肥料》、
《干旱区研究》等学术期刊深受土壤科技工作者欢迎和认可。中国土
壤学会完成的《2010—2011 土壤学学科发展报告》总结了当时土壤学科的主要进展、提出了学科发展方
向和趋势，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科协还命名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
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第二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创建单位，并依托基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土壤
科普活动。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加强土壤安全保护是深入贯彻科学发
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是解决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是确保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保
证。我相信，通过这次高层研讨和各领域专家的不懈努力，我国土壤资源保护与可持续综合管理将掀
开历史新篇章，将为建设
“美丽中国”
和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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