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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保护地是
世界各国保护自然
的通行做法。自上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中国建立了以自然
保护区为主体的众
多 自 然 保 护 地 。目
前，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地的保护面积覆
盖我国陆域面积的
18%、领 海 的 4.6%，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但自然保护区
大多由职能部门主
导、地方自下而上
申报建立，并未经
过科学、系统的整
体规划，因而完整
性、联通性和有效性
不够，管理上存在交
叉重叠、保护空缺的
情况，极大地影响了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充分发挥。

在新时代自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建 设
中，国家公园成为
优化自然保护地结
构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
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意味着我国自
然保护地体系从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转变
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与自然保护地相比，国家公园更具
代表性。有专家分析认为，国家公园以
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
目标，拥有我国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
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精华的自然
遗产以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保护
范围大，生态系统完整，具有全球环保
价值和国家象征。

国家公园的生态区位更为关键。国
家公园在保护最珍贵、最重要生物多样
性集中分布区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生态功能中居于主体地
位。同时，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
色国家公园体制，使得交叉重叠、多头
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更为严格。根
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我
国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突出自然生态
系统的严格、整体和系统保护，把最应
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
珍贵的自然遗产。国家公园设立核心保
护区和一般管控区，原则上核心保护区
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
活动。国家公园是中国自然保护地最重
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
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管控范围，不会搞高强度、高密
度的旅游开发。

管理事权最高。国家公园属于国家
事权，全部由国家批准设立，中央直接管
理、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管理，或委托省
级政府管理，国家公园建立后不再保留
相同区域的其他保护地类型。

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作用将
主要体现在质量和价值上，而不是简单
地扩大数量和规模。

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任重道远。目前来看，
国家公园试点制度建设大大加强了国家
公园所在地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为山水
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随着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将在中华大
地上构建起一道道
生态安全屏障，让
国家重要生态资源
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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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好自然生态资
源？目前，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之路。2019
年6月26日，国家颁布 《关于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必须以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
统性保护，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根本要求为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

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走出了一
条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之路。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原有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存在
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缺乏统一的空间规

划，碎片化现象突出；产权不够明晰，保
护管理效能不高；管理机构重叠、缺乏科
学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以改革自然保护领域存在的
问题，自此，国家公园建设进入探索阶
段。先后确定了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
猫、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
南山、长城、普达措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

进入新时代，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有了新突破。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明确了国家公园的主体
定位。专家指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
家公园处于“金字塔”顶端，其次是自然保
护区，再次就是各类自然公园，共同构成有
机联系的自然保护地系统，国家公园相较
于其他自然保护区，更注重保护自然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院长唐芳林分析，由于国家公园更加强调

对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的保护，尽量避免
人为干扰，维护生态系统的原始自然状
态。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公
园更注重人工设施的近自然设计；在管理
理念上，更加开放包容，注重对人的教育和
引导，倡导社会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参与保
护，并积极促进当地社区改变发展方式。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
大，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初步完
成，国家公园建设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稳步推进，相关配
套管理办法也得以制定实施，为全面铺开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明年，自然保护地建设将迈上一个新
台阶。《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
年构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
制；到2025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5年自然保护地
规模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建成
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创新保护地管理机制

2018 年祁连县黑土滩
治理 2000公顷，沙化草地治
理 2000公顷，草原鼠害防治
7.3万公顷，草群平均高度达
到12厘米，全县草原覆盖率
达到 59.23%，但仍然存在分
类不科学、区域重叠等问题。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局
长李晓楠表示，通过全面掌
握现有自然保护地的基本情
况，进一步推进自然保护地

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建立自
然保护地“一张图”，优化
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强化
自然资源资产集中统一管
理。同时，青海理顺自然资
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关
系，切实解决了执法监管

“碎片化”问题。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据李晓楠介绍，
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
启动后，青海将创新自然保
护地管理体制机制，实施自
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

理、分区管控，把具有国家
代表性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到 2020 年，青海将完
成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
务，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
园、祁连山国家公园，统一
的分级管理体制基本建立，
科学确定自然保护地布局，
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
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
管理体系基本框架。”李晓
楠说。

青海青海
绘制绘制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一张图一张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梅梅

7月的青海，满目青山，花开遍野。走进祁连山下的祁连牧场，一群群牦牛
和藏羊，宛若黑白音符般在草原流淌。2019年6月11日，青海成为中国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作为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份，
青海全力推进三江源、祁连山两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获得了具有青海特
色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为示范省建设奠定了基础。

生态大省具备示范条件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世界
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高海拔地
区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自然
保护区之一，境内具有独特的高
原草甸、山脉、湿地、荒漠和森
林生态系统，是影响 30 多亿人
口亚洲季风生态系统的主要调节
器。青海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约
为 25 万平方公里，占青海国土
总面积的35%左右。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非常复杂，任
务繁重，必须在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稳步推进。”青海省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说。作
为生态大省，青海具备示范的先
决条件：

2005 年起，中央启动实施
《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
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和《青海三
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
划》。经过 10 余年的艰苦努力，
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
效遏制；

2016 年，中国首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
青海重点瞄准原有生态保护体制

“梗阻”，陆续完成园区四县大部
门制改革、管护职能整合、保护
管理标准制定、生态管护岗位设
置等 31 项体制试点改革任务，
有效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
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目
前来看，试点已初步构建了规划、
制度、科技支撑、监测评估等“12
位1体”的公园管理保护体系，为
三江源地区建立完整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7年5月，国务院批准青

海省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纳入全国试点；

2017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
议通过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方案》。

这些制度建设为加强三江源
地区和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实
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和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保障。三江
源地区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和恢
复，呈现出休养生息的良好景象，
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的生
态管护员多杰说：“目前，自然
保护地保护态势良好，生态恢复
明显，我在管护区内经常能看到
黄羊、岩羊、黑颈鹤，还有很多
是以前没见过的动物和鸟类。”

全面重组生态系统功能

去 年 ， 可 可 西 里 、 岗 什 卡 雪
山、年保玉则国家公园、青海湖鸟
岛和沙岛等多个高原景区相继发布

“禁游令”，原因是游客丢弃的垃圾
污染了当地的草原、水源地。

建设国家公园，主要目的是保
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生物多
样性的完整性，保护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生态系统旗舰物种和标志性物
种及其栖息地。但是，国家公园不是
绝对排斥人类进入，专家指出，开放
部分一般不超过公园总面积的5%。

赫万成介绍说，三江源国家公
园是省级政府直属的国家公园管理
局，统一行使其国家公园范围内的
管理事权，明确了主体责任。示范
省建设是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今后，青海将始终严守资源消耗上
限、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
线，着力提档升级绿色发展方式。

目前，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
大部分自然保护分区已全面实现生
态系统功能重组，原有国土、渔
政、森林公安、环境监察、草原监
理等生态执法相关部门也得到有机
整合。此外，青海还与新疆、西藏、甘
肃等邻省区签订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备忘录与保护区协作联盟章程，打破
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昔日破碎化、条
块化、单边化的管理模式。

保护地体系离不开科技和技术
信息的运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
管控中心，智慧监管系统全面用于
保护工作，鼠标一点，生态管护员
巡护次数、管护内野生动物活动等
情况在屏幕上一目了然。

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的原真完整
刘奕辰

清晨的湖北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云
雾缭绕，景色十分美丽。 雷 勇/人民图片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里的藏野驴在觅食嬉戏。韩加君/人民图片

桨板爱好者在湖北省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 杨 东/人民图片桨板爱好者在湖北省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 杨 东/人民图片

三江源国家公园里的雪
豹。雪豹的生存发展代表着三
江源陆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提供

长 江 正 源长 江 正 源 沱 沱 河
张胜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