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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禁对沙化土地居民生计及活动影响研究
池

虹， 罗永忠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为探讨封禁保护区建立对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下沙化土地居民生活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和访

谈方法，对 2017 年甘肃省封禁保护试点县玛曲、民勤和山丹的封禁区（项目区）和未封禁区（对照
区）家庭年均毛收入、恩格尔系数和收入结构指数等经济指标，资源依赖度、人数活动影响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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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敏感度等生态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指标家庭年均毛收入和收入结构指数均呈
现玛曲<民勤<山丹的特征；恩格尔系数表现相反，玛曲、民勤和山丹分别为（项目区 0.35、对照区
0.33）、
（项目区 0.34、对照区 0.29）和（项目区 0.30、对照区 0.26），恩格尔系数和家庭年均毛收入呈显
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项目区-0.946、对照区-0.923）、
（项目区-0.894、对照区-0.927）、
（项目

区-0.901、对照区-0.961）；生态指标资源依赖度和人类活动指数为玛曲>山丹>民勤，生态意识敏感
度指标呈现玛曲<民勤<山丹的特征。经济指标恩格尔系数和民勤的收入结构指数为项目区>对照
区，家庭年均毛收入和玛曲及山丹的收入结构指数为项目区<对照区，除恩格尔系数外均形成显著
差异（P＜0.05）；生态指标资源依赖度、人类活动指数和生态意识敏感度均为项目区>对照区，且均
形成显著差异（P＜0.05）。从整体看，对照区较项目区生态及经济状态较好，但项目区生态破坏的
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收入结构由单一向多样转变。该结论为指导沙化封禁保护区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合理区划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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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沙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润地
区，具有一定沙质基础和干旱、大风动力条件下，由
于过度人为活动与环境、资源不相协调所产生的一

疆 7 个省（区）的 71 个县开展了试点建设［7］；截止

2018 年 5 月，
甘肃省先后设立 19 个封禁保护区［8］。

随着封禁保护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封禁保护

种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 。是中

产生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国西北地区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

点。众多学者就生态保护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方

在半干旱区土地沙漠化研究领域已经引起学者们的

法和结论进行了研究。WACKERNAGEL 和 REES［9］

［1］

［2］

广泛关注［3］。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腹地，
沙化土地面
积为 1 217.02×10 hm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8.6% 。
4

2

［4］

提出的生态足迹能全面评价人类活动的生态影响,
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HUBER 等［10］将多学科的方

2002 年前后国家在草原破坏严重的地区实施禁牧

法综合应用于瑞士的生态服务价值支付（Payment

自然修复手段，在我国防治沙治规划中占有十分重

效科等［11］在效益分类基础上，探讨了效益评价指标

政策 ，封禁保护作为防沙治沙的一项重要措施和
［5］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PES）项目效果评价。王

要的地位和作用［6］。国家林业局于 2013 年启动实

筛选的原则和方法。韦惠兰等［12］从保护生态和经

月，先后在内蒙古、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趋势，得出应分阶段实现能源多样化，满足家庭燃

施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点项目，截止 2017 年 6

济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生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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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需求的结论。杜敏等［13］研究了呼伦贝尔沙地封

社会经济效益影响，为封禁保护试点项目提供实证

禁保护措施的成效，表明封禁区内的荒漠—绿洲生

依据。

态系统更趋平衡和稳定。然而，封禁一方面达到了
保护生态的效果，但同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
方式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目前，
封禁对当地居民生计及活动影响研究还较少。
玛曲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黄河上游重
［14-15］
要的“蓄水池”和“水源补给区”
；民勤县是甘肃

乃至全国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研究区概况
根据我国第 5 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报告，

截至 2014 年，全国沙化面积 17 211.75×104 hm2，占国

土总面积的 17.93%，甘肃省沙化土地面积居全国前

5 位［17］。选取甘肃省封禁保护区中的玛曲县昂格布

；山

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民勤县青土湖上八浪井

丹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位于农牧交错带，被称为

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山丹县东乐南滩国家

［16］

“甘凉咽喉、走廊蜂腰”。为缓解甘肃省沙化土地面
积大、程度重的问题，2017 年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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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玛曲、民勤和山丹启动了封禁保护试点县
建设工作。目前，对这三个重要区域沙化封禁保护
下居民生计及活动等社会经济效益影响研究尚未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为研究区域（图 1a)。

玛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海拔 3 300 ~4 800

m，气候高寒湿润型，年平均气温 1.2 ℃，年平均降水

量 615.5 mm。 玛 曲 县 沙 化 土 地 总 面 积 为 8 154.1

hm2，已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53%。玛曲封禁区

见报道。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方法，对甘肃省玛曲

（项目区）为欧拉乡、尼玛镇和河曲马场，四至界线

县、民勤县和山丹县封禁保护项目区及周边对照区

地理坐标为：东北角 102°12′°08″E/33°54′°06″N；西

家庭年均毛收入、恩格尔系数、收入结构指数、资源
依赖度、人数活动影响指数及生态意识敏感度等指
标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封禁对居民生计及活动等

南角 101°51′°09″E/34°15′00″N；西北角 101°52′°02″E

/34° 22′° 02″ N；东 南 角 102° 08′° 00″ E/33° 51′° 06″ N。

玛曲未封禁区（对照区）选取曼日玛乡和欧拉秀玛

图 1 研究区域位置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location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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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图 1b）。民勤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北部，平

禁对沙化区居民的生计及活动影响。

mm 左右。民勤县沙化土地总面积 10 000 hm ，沙化

源收入+田间经济作物+畜牧养殖+打工+个体经营

区（项目区）为民勤绿洲北线的青土湖，坐标为：

家庭收入情况，它体现出越是低收入家庭居民生活

103° 48′ 53.11″ ~103° 55′ 11.84″ E，39° 09′ 28.96″ ~

状况越贫困；
相反则居民生活越富裕。

均海拔 1 367 m，年均气温 7.8 ℃，年平均降水量 110
2

土地集中连片，属于典型的干旱荒漠区。民勤封禁

39°17′29.76″N。民勤未封禁区（对照区）选取红沙

梁镇，大滩镇和东湖镇（图 1c）。山丹县地处河西走

廊中部，海拔 1 550~4 440 m，年均气温 5.9 ℃，年均
降雨量 162.9 mm，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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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沙化土地总面积为 10 115.72 hm2，沙化土地集中

2.2.1 家庭年均毛收入

家庭年均毛收入=沙漠资

家庭年均毛收入主要描述研究区居民一年的

2.2.2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生活消费

总额中食品支出部分所占的比例，
即：
恩格尔系数 =

食品支出
× 100%
生活消费总支出

描述家庭贫困（富裕）相对程度，它与家庭指标

连片，属于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沙尘源区和沙尘暴

生产资料、收入水平等体现家庭发展水平指标具有

路径区。山丹封禁区（项目区）为山丹县东乐镇和

明显负相关，
而与人类沙漠活动强度呈正相关。

清泉镇，坐标为：100°47′40″ ~ 101°00′58″E，38°42′

2.2.3 收入结构指数 家庭收入结构指数定义为：

14″ ~ 38°48′32″N。山丹未封禁区（对照区）选取陈

户镇和位奇镇（图 1d）。

m

式中：m 为家庭产业（收入）类别总数；m=5(沙漠资源
收入、田间经济作物、畜牧养殖、打工、个体经营)；h k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

收入结构指数 = 1 ∑∅ k h k
m k=1

为第 k 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系数 ∅ k 表示

2.1 数据来源

第 k 类收入的权重，
它的赋值如下：

研究数据基于对玛曲、民勤和山丹封禁区（项
目区）和未封禁区（对照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调查获得。本次实地调查中，问卷总数是 378 份，有

效问卷是 372 份，有效率为 98.41%，其中项目区总

ì +1，对应的产业明显有利于保护；
ï
∅ k = í 0，与保护的关系不太明显；
ï
î -1，对应的产业明显不利于保护。

收入结构指数的理论取值区间为（-1，+1），取

的问卷是 236 份，有效问卷是 232 份，问卷有效率为

值为正表明收入结构的变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59%，问卷数量及有效性符合

2.2.4 资源依赖度

98.31%；对照区总的问卷是 142 份，有效问卷是 140

意义上呈积极态势，
为负意味相反趋势。

调查计划，达到预期目标（表 1）。

接来源于沙漠部分所占的比例。来源于项目区沙
漠的收入包括家庭从沙漠获取的燃料、家庭修建所

表 1 调查问卷数量及有效率
Tab. 1 Quantity and efficiency of questionnaire
问卷总数

县名

有效问卷

项目区 对照区

玛曲
山丹

问卷有效率

项目区

对照区

项目区

对照区

75

36

72

35

96.00%

97.22%

81

58

81

57

100.00%

98.28%

80

民勤

48

79

48

98.75% 100.00%

2.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 2019 年 4 月前后

6 次到玛曲、民勤、山丹至沙化封禁保护项目区及周
边对照区，采用调查问卷及座谈方式获取数据，通

过家庭年均毛收入

、恩格尔系数

［18］

数

等经济指标和资源依赖度

响指数

、收入结构指

［19］

养殖中由沙漠和天然草场获取的收入部分，
即：
资源依赖度 =

来源于沙漠资源的收入
× 100%
总收入

资源依赖度的理论取值区间为（0，1），其值越

靠近 1，反映出居民生产活动对沙漠系统的依赖性
越高，
对保护生态环境越不利。
2.2.5 人类活动影响指数

人类活动影响指数（EI）

是指从样本区家庭及其成员从事各项活动的影响
范围和影响强度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力，
即：
EI = 1∑ε k S k
S k=1
n

式中：S 表示可用于生产、生活等活动的区域总面

等生态指标，反映封

积，一般假设为常数；变量 S k 表示家庭从事第 k 类

［22-23］

、生态意识敏感度

需木材及取沙取土等折算的货币形式，还包括家庭

、人类活动影

［20-21］

［24-25］

资源依赖度是指家庭收入中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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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实际区域面积，诸 S k 之和等于 S；假设共有 n
种人类活动（n=3，沙漠资源收入、田间经济作物、畜

59 687 元、69 265 元和 72 671 元，项目区家庭年均

牧养殖）；系数 ε k 形容第 k 类活动对该区域的影响

毛收入相对于对照区分别下降了 30.77%、30.92%和

数 EI 的理论取值区间为（0，1），其值越接近 1，反映

对照区家庭年均毛收入均形成显著差异（P<0.05）

强度，取影响因子 ε k 的值界定在 0 到 1，此时影响指
出从事各项活动的影响范围与影响强度对生态环

28.50%，下降幅度较大，平均降幅达 30%，项目区与

（图 2b）。

3.1.2 恩格尔系数变化

境的影响越大。
2.2.6 生态意识敏感度

针对个体的生态意识敏感

度（CBI）指标用于衡量社区成员在项目影响下的意
识、行为的转变趋势。假设关注项目影响的 m 个方
面，m=2（意识、行为），并从这些方面考虑样本区个
体具有的积极性的转化；用 θ k 表示项目的第 k 个影

chinaXiv:202102.00038v1

为 41 324 元、47 846 元和 51 962 元，对照区分别为

响方面涉及到的总人数，将分子 θ

RES
k

解释为有效参

玛曲、民勤和山丹项目区

恩 格 尔 系 数 分 别 为 0.35、0.34 和 0.30，平 均 值 为

0.33，
对照区分别为 0.33、
0.29 和 0.26，
平均值为 0.29，

且呈现玛曲>民勤>山丹的特征（图 3a）。项目区平均

恩格尔系数比对照区上升了 13.79%。如图 3b 所示，

除玛曲项目区与对照区差异不显著之外，民勤和山
丹项目区与对照区均形成显著差异（P<0.05）。

与了第 k 次项目活动的样本区居民人数，则 CBI 可

3.1.3 收入结构指数变化

定义为：

和对照区均表现出山丹的收入结构指数最大，民勤
θ
CBI = 1 ∑
m k = 1 θk
m

RES
k

次之，而玛曲最小的特点。玛曲、民勤和山丹项目

生态意识敏感度指样本区居民对项目的平均
参与率，既从意识和行为的角度考虑了个体发展，
也从居民参与方面体现了项目可能取得的具有社
会和生态意义的效果，其取值区间（0，1），其值越靠
近 1，表示保护活动平均参与率越高，生态意识敏感

度越高，反之亦然。

3

区收入结构指数分别为 0.023、0.113 和 0.121，对照
区分别为 0.038、0.083 和 0.153（图 4a），民勤项目区

收入结构指数高于对照区 36.14%，玛曲和山丹项目

区分别低于对照区 39.47%和 20.92%。项目区平均

收入结构指数为 0.086，对照区平均值为 0.091，项目

区收入结构指数低于对照区且差异显著（P<0.05）

（图 4b）。

3.2 生态特征指标

结果与分析

3.2.1 资源依赖度变化

3.1 经济特征指标
3.1.1 家庭年均毛收入变化

在三个试点县的项目区

项目区和对照区家庭

年 均 毛 收 入 均 呈 现 玛 曲 < 民 勤 < 山 丹 的 特 征（图

2a），玛曲、民勤和山丹项目区家庭年均毛收入分别

如图 5a 所示，玛曲县项目

区资源依赖度为 0.82，比对照区增加了 26.15%，民

勤县和山丹县分别为 0.62 和 0.78，比对照区增加了

195.24%和 143.75%。各县区呈现玛曲>山丹>民勤

的特征，三个试点县项目区资源依赖度均比对照区

注: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图 2 封禁保护项目区与对照区家庭年均毛收入变化
Fig. 2 Changes of annual average gross income of families between closed protected project areas and contro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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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封禁保护项目区与对照区恩格尔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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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Changes of Engel coefficient between closed protected project areas and control areas

图 4 封禁保护项目区与对照区收入结构指数变化
Fig. 4 Change of income structure index between closed protected project areas and control areas

图 5 封禁保护项目区与对照区资源依赖度变化
Fig. 5 Changes in resource dependence between closed protected project areas and control areas

均显著增加（图 5b）。

3.2.2 人类活动影响指数变化

三个试点县项目区

和对照区人类活动影响指数均呈现民勤<山丹<玛
曲的特征，玛曲、民勤和山丹项目区人类活动影响
指 数 分 别 为 0.483、0.316 和 0.373，对 照 组 分 别 为

0.447、0.285 和 0.326（图 6a），三县项目区人类活动

影 响 指 数 分 别 高 于 对 照 区 8.05% 、10.88% 和

14.42%。项目区平均人类活动影响指数为 0.391，
对照区平均值为 0.353，如图 6b 所示，项目区人类活
动影响指数高于对照区且差异显著（P<0.05）。
3.2.3 生态意识敏感度变化

玛曲、民勤和山丹项

目区生态意识敏感度分别为 0.093、0.145 和 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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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封禁保护项目区与对照区人类活动影响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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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Change of human activity impact index between closed protected project areas and control areas

图 7 封禁保护项目区与对照区生态意识敏感度变化
Fig. 7 Changes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sensitivity between closed protected project areas and control areas

对照区分别为 0.086、0.104 和 0.125（图 7a），民勤生

系数则正好相反，山丹最小，民勤次之，玛曲最大。

态意识敏感度变化最大（增幅 39.42%），山丹次之

主要原因是玛曲没有耕地为纯牧业县，经济收入主

均生态意识敏感度（0.137）比对照区（0.105）上升了

样，外出打工与自主经营的人较多，但天气干旱少

（增幅 25.60%），玛曲最小（增幅 8.14%）。项目区平

要来源为畜牧业来源较单一；民勤收入来源较多

30.48%。如图 7b 所示，三个试点县项目区的生态意

雨，影响经济作物与粮食收入；山丹位于农牧交错

识敏感度均与对照区形成显著差异（P<0.05）。

4

带，收入结构多样，雨水集中，农牧业发展形成优
势，
替代生计多样，
居民家庭较富裕。

讨论与结论

玛曲、民勤和山丹的项目区和对照区的恩格尔
系数与家庭年均毛收入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表 2），

4.1 讨论
4.1.1 经济特征指标

研究中家庭年均毛收入和收

相关系数分别（项目区-0.946、对照区-0.923）、
（项

入结构指数均呈现玛曲<民勤<山丹的特征，恩格尔

目区-0.894、对照区-0.927）、
（项目区-0.901、对照

表 2 恩格尔系数和家庭年均毛收入相关系数
Tab.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ngel coefficient and annual average gross income of family
玛曲

恩格尔系数
家庭年均毛收入

民勤

山丹

恩格尔系数

家庭年均毛收入

恩格尔系数

家庭年均毛收入

恩格尔系数

项目区 对照区

项目区 对照区

项目区 对照区

项目区 对照区

项目区 对照区

1

-0.946

1

-0.923

-0.946
1

-0.923
1

1

-0.894

1

-0.927

-0.894
1

-0.927
1

1

-0.901

1

-0.961

家庭年均毛收入
项目区 对照区
-0.901
1

-0.9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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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0.961）。结论符合钱纳里和赛尔昆［26］的研究

当地牧民，牧民对环境意识和参与行为不强；民勤

结果。

居民生活环境较集中，组织环境宣传活动较多，易

三个试点县的家庭年均毛收入及玛曲、山丹的

传达，政府奖惩制度的实施，对居民认识环境的意

收入结构指数均呈现项目区<对照区的特征。因为

识和行为具有很大影响；山丹位于农牧交错带，环

三个试点县的项目区建立围栏，加强人工巡察后，

境宣传活动比较到位，政策制度相对完善，从意识

很大程度地减少了项目区放牧数量，控制了采药与

和制度方面引导和约束居民，对山丹生态环境起到

取石。这些地区主要的收入来源较对照区被大幅

了保护作用。这与王学婷等［31］环境处罚制度对农

度限制，收入来源减少，家庭年均毛收入和收入结

村居民参与治理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一致。

构指数下降。这与朱洪革等

全面停伐政策实施

chinaXiv:202102.00038v1

［27］

三个试点县的资源依赖度、人类活动影响指数

对林区居民家庭收入存在消极影响的研究结论一

和生态意识敏感度均呈现项目区>对照区的特征。

致。而民勤封禁后外出打工的人数上升，打工收入

三个试点县的项目区均位于大片沙地集中连片分

也构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故民勤的收入结构

布、沙化危害最为严重地区，这些集中沙地的形成

指数表现出项目区大于对照区的特征。

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干旱少雨引起的，另一方面由于

三个试点县的恩格尔系数与民勤的收入结构

居民对自然资源掠夺无度，农业生产及畜牧活动频

指数呈现项目区>对照区的特征。三个试点县的项

繁而引起的。同时，建立了沙化封禁保护区后，政

目区都是沙化严重，相对贫困的乡镇，粮食种植困

府的大力宣传和居民意识的转变都对生态环境形

难，食品支出较大，经济生活相对单一无序，而对照

成了有利影响。这与许增巍等［32］政府应加大对环

区大多临近县镇，其经济多为自主经营、外出打工

境治理中新型模式的引导，建立有效的自利性激励

和种植经济作物，收入结构多样家庭相对富裕，恩

机制，确保农户利益与生态环境的有利转变，提高

格尔系数均高于对照区，与吴蓓蓓等

在不同收入

农户环境认知水平的研究一致，但对于对照区环境

组的家庭中食物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显著

宣传有所忽视，居民对于环境治理意识不高。因

差异的结论一致。

此，只有在家庭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才能

［28］

4.1.2 生态特征指标

三个试点县的资源依赖度和

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使其行为规范化，进而合理处

人类活动影响指数呈现玛曲>山丹>民勤的特征。

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33］，收入结构多样化

究其原因是玛曲为纯牧业县，草地是玛曲县主要的

与资源依赖存在互补关系［34］，多样的经济收入结

生态系统类型，占到玛曲县土地面积的 70%以上。

构，才能降低居民对资源依赖。管晓丹等［35］提出的

该县主要的生产和生活均依赖于草地，故对资源的

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政府的宣传和

依赖度极高。同时该县主要收入来源为畜牧业，由

公众的环保意识都会促进生态的良好发展。

于过度放牧、樵采等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对天然草

4.2 结论

场影响大，不利于玛曲生态环境保护；山丹位于农

玛曲、民勤和山丹的家庭年均毛收入、收入结

牧交错带，是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地带，农业和牧业

构指数均呈现玛曲<民勤<山丹的特征，恩格尔系数

是当地主要经济元素，对于草场和农田有较大依赖

则正好相反；资源依赖度和人类活动影响指数呈现

和影响；民勤经济有农业、林业和畜牧业，但封禁后

玛曲>山丹>民勤的特征，生态意识敏感度均呈现玛

外出打工人数快速上升，对于资源依赖，尤其是对

曲<民勤<山丹的特征。

于沙漠资源的依赖度相对其他县较小，对环境影响
也较小，有利于民勤自然资源恢复和再生，这与段
伟等

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

［29］

越低和魏建兵等

［30］

人类合理活动会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有利于恢复生态环境的结论一致。
生态意识敏感度呈现玛曲<民勤<山丹的特征，
主要原因是玛曲当地大多为藏民，以游牧为主，通
讯与语言交流不便，环境情况宣传无法准确传输给

三个试点县的家庭年均毛收入（项目区 67 207

元、对照区 47 044 元）项目区<对照区，恩格尔系数

（项目区 0.33、对照区 0.29）呈现项目区>对照区的特

征；资源依赖度（项目区 0.74、对照区 0.39）、人类活

动影响指数（项目区 0.391、对照区 0.353）和生态意

识敏感度（项目区 0.137、对照区 0.105）均呈现项目

区>对照区的特征。总之，对照区较项目区生态及
经济状态较好，但项目区生态破坏的趋势也得到一

ChinaXiv合作期刊

the sand land and build up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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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land closure on livelihood and activities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desertifi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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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Yo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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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Forestry,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losed nature reserve on the life of the residents of
sandy land under different ecosystem type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his study analyzes different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ss income, Engel coefficient, and income structure index, and
other ecological indicators such as resource dependence, population activity impact index, 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sensitivity of the closed and closed restricted area (project area) and unsealed restricted area (control area) families

in Maqu, Minqin, and Shandan pilot counties, Gansu Province, China, which were under closed protection in 2017.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gross income and income structure index of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qu < Minqin < Shandan. However, opposite behavior is observed with the Engel coefficient of

the counties which are 0.35 and 0.33 for Maqu, 0.34 and 0.29 for Minqin, and 0.30 and 0.26 for Shandan in the

project area and in the control area, respectively. The Engel coefficien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

annual gross income of the family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0.946 and 0.923 for Maqu, 0.894 and 0.927 for
Minqin, and 0.901 and 0.961 for Shandan in the project area and control area, respectively. The ecological index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human activity index are of the order Maqu > Shandan > Minqin, and the ecological
awareness sensitivity index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qu < Minqin < Shandan. The economic index Engel
coefficient and the income structure index of Minqin are project area > control area, while the average annual gross

income of families and the income structure index of Maqu and Shandan are project area < control area. Except for

the Engel coeffici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re observed.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human activity
index, 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sensitivity of ecological indicators are higher in the project area than in the control

area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0.05. On the whole,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control area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project area. However, the trend of ecological damage in the project area has been restrain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income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diverse.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basis for
gui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rational divisio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osed and forbidden desertification reserve.

Key words: prohibition; desertified land; Engel coefficient; resource depend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