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T04

地名有个“海”字，注定了海口与
“水”结缘。

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海口湿
地整体环境质量优良、湿地类型独特多
样，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湖泊湿地、河流
湿地、人工湿地4个湿地类11个湿地
型，共计2.9万公顷，湿地率为12.7%。

禀赋天成，不敢自弃。如何保护、
利用好这些珍贵的湿地资源，对于海
口市委、市政府是巨大的考验。

2016年12月19日下午，湿地保
护专家、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
心主任马广仁来到海口，为海口市处
级以上干部作《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
管理》专题讲座。

讲座中，马广仁对海口的湿地保护
与管理工作提出四点建议：进行一次全
面的湿地调查、对目前的湿地保护和建
设做一个规划、出台一些针对性的制
度、树立全民生态保护的意识。如今，

他的这些建议已经基本成为现实。
“要取得湿地保护战的的胜利，完

善的法规、规划要先行。”海口市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上半年，
海口先后通过了《海口市湿地保护与
修复工作实施方案》《海口市湿地保护
修复总体规划》等文件，明确要建设一
批国家、省级湿地公园和湿地自然保
护区，到2025年全市湿地保护率提高
60%以上，打造具有国际示范意义的

“海南岛湿地之城”。
去年，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

中心将《海口市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
实施方案》等三个文件向全国林业系
统印发，为各地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提供学习借鉴，海口湿地保护
与修复工作办法获全国推广。

“这为我们海口的湿地保护修复工
作坚定了信心、注入了强大工作动力。”
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陈松说。

今年“十一”黄
金周，海口天蓝地
绿，椰树摇曳，美舍
河凤翔湿地公园、五
源河湿地公园、潭丰
洋湿地公园等各大
湿地风景宜人，不少
游客趁着假期来到
湿地呼吸清新空气，
欣赏城市更新后的
海口生态美景。

在湿地资源上，
大自然似乎对海口
格外“眷顾”，堪称
“湿地博物馆”。然
而，第二次湿地资源
调查报告显示，围
垦、污染、外来物种
入侵、过度捕捞和
基建占用等成为海
口湿地面临的主要
问题。

制定规划、分类
保护、全民参与……
从 2016 年年底开
始，一场湿地“保卫
战”在海口打响，成效
显著。今年，国家林
业局公布了全国64
处开展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的名单，海口五
源河湿地公园、海口
美舍河湿地公园上
榜。近日，海口又获
得全球首批国际湿地
城市认证提名，朝着
国际“湿地城市”的目
标大步迈进。

碧波荡漾，充满野趣的五源河湿
地公园；白鹭嬉戏，引人入胜的美舍河
湿地公园；丰富的生态资源、演绎奇妙
自然的那央湿地；水草丰美、有千年农
耕文化的潭丰洋湿地……

在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
副院长、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
委员张明祥看来，不管是城市里的美舍
河湿地公园、城郊的五源河湿地公园，还
是45个湿地小区，海口在规划和建设中
都应当遵循湿地各自的特色来打造。

今年8月12日，海口市凤翔湿地
公园生态科普馆开馆。馆内对海口湿
地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为了突出海
口湿地的独特性，将海口湿地归纳为
四大板块：羊山火山熔岩湿地、热带北
缘红树林湿地、北向滨海湿地、城市内
河（湖）修复湿地。前两个板块属于

“天赋异禀”，重在保护；后两个板块是

海口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对湿
地的再认识，重在修复。

羊山（火山熔岩）湿地是一片充满
生态智慧的神奇土地。2012年全球环
境基金（GEF）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
宣传教育专家卢刚组织了30-40名志
愿者，对羊山进行了为期1年的考察，
并于2014年发布《海口羊山湿地快速
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引起广泛关
注。由此，这个与海口近在咫尺的“湿
地王国”才广为人知。

调查显示，海口洋山湿地栖息着
多达21种国家级保护动植物，如国家
I级保护动物蟒，国家II级保护鸟类11
种、两栖类1种、哺乳类5种。同时，也
是国家II级保护植物水菜花、野生稻、
水蕨的重要栖息地。

去年，《海口市湿地保护修复总体
规划（2017-2025年）》并首次提出了羊

山湿地多用途管理区规划，填补了多用
途管理区这一保护形式的空白。羊山多
用途湿地管理区北临海口市区，南至海
口新坡镇，东起海口市龙塘镇，西至海口
市石山镇。规划总面积369.83平方公
里。主要保护对象为羊山火山熔岩湿地
自然——文化遗产综合体、羊山湿地的
水文与水环境、羊山湿地生物多样性，特
别是珍稀濒危特有物种及其生境。

东寨港红树林湿地更是一张让海
口人骄傲的名片。这有全国连片面积最
大、种类最多的红树林（红树植物19科
36种，占全国红树植物品种的97%），被
称为“中国红树植物基因库”，在中国的
海岛生态系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海口不仅为这里设立专门的管理
机构，《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关于加强东寨港红树林湿
地保护管理的决定》等法规，将红树林

湿地总体保护和控制范围由5万多亩
增加至12万多亩，建立了巡护检查制
度，严厉打击保护区内非法猎捕、捕
捞、毁林占地等行为。

美舍河、东西湖等则属于城市内
河（湖）修复湿地范畴。2016年底，海
口市委、市政府决定选取污染程度高、
跨越最长、“最难啃的硬骨头”美舍河
作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海口水体治理。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的系统思路，海口在控源截污的基
础上，开展了美舍河全河段的生态修复。

“坚强的信念+科学的路径+正确的方
法”，让美舍河短期内看到了变化，中期内
取得了成效，长期内巩固了成果。昔日的
臭水沟变成了城市景观新名片，美舍河
凤翔湿地公园获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在海口，每块湿地都有不同的规
划和修复方案，分不同类型、依次推进。

海口湿地保护的步伐还在不断
加快。

去年7月3日，《海口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
理的决定》公布并正式实施，海口将建
立湿地保护管理长效机制。今年7月，
制定了《海口市湿地保护若干规定》，明
确海口市政府及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
照湿地保护规划，对自然退化和遭
到破坏的湿地进行科学评估，制定
恢复或者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

海口还组建了国内知名湿地专家
参与的“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建立起
以海口市级湿地保护管理局、湿地保护
管理中心、区级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等为
基本构成的湿地保护组织管理体系。

“应该更好地发动民间力量去保
护湿地。”张明祥说。为加快湿地保
护，2017年5月，海口市四个区分别成
立了专门的湿地保护志愿服务队。现
在，每逢周末，志愿者们都会奔赴美舍
河、演丰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三江湿

地保护区开展湿地污染调查、环保宣
传、环境清理等志愿服务活动。

贾京京、董丹阳和卢正勖是海南大学
在校学生，也都是海口青年志愿者湿地保
护讲解团成员。今年国庆期间，她们在公
园里为市民、游客提供义务讲解服务。贾
京京说，为了让湿地保护宣讲更专业、更生
动，宣讲团成员一起进行了一个月的培训，
并在公园现场多次实地练习，不断查阅资
料，以丰富自己的湿地保护专业知识。

为共筑湿地之城新梦想，海口市
政务中心主任吴秋云建议，要探索湿
地保护共管共建共享机制。“可以在湿

地确权登记的基础上，鼓励农民以多种
方式参与湿地保护建设等。充分利用

“12345热线+网格化+志愿者”的模式，
鼓励公民、法人和公益组织等，以志愿
服务等多种形式参与湿地保护工作。”

近日，中宣部“百城百县百企”调研组
评价海口的湿地保护工作：“站位高、制度
新、措施实、力量强，提升了城市的颜值和
品质，带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中央
环保督察组、联合国湿地公约组织、国家林
业局、相关专家学者、市民游客等广泛点
赞，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相统一。”（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规划先行 | 2025年湿地保护率达60%以上

分类保护 | 遵循特色进行湿地建设

全民参与 | 共筑湿地之城新梦想

湿地保护与产业发展，到底能不
能够兼得？如何在村民增收致富与生
态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什么样的方法和模式，能使湿地保护
与当地经济发展协同共生、相得益
彰？这是海口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来自湖南的“90后”大学生周缘
毕业后先在企业工作了几年，2016
年，看到海口湿地发展的大好前景，他
毅然来到海口新坡镇仁里村，开始了
他的生态湿地农业的创业道路。

“销售泉水水生蔬菜、销售火山田
农特产、开展萤火虫生态复育、推动田
洋湿地农业示范。”周缘说，这些都是

他给自己列出的2018年工作计划。
学农业出身的周缘热爱这片乡村大
地，也深知当地农民致富不易，先后为
村里争取了特色产业扶持资金，开展
乡村游、尝试湿地游，让村民广泛而长
期地获得增收。

以前村民对湿地利用的方式多局
限于湿地内及水源附近围垦养殖鸭
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大，而同时
因为养殖的数量日益增多，其效益也
逐年下降。周缘的设想是，通过浮床
种植水生蔬菜、水生花卉，水中套养鳝
鱼、泥鳅，多物种的平衡稳定存在也增
加湿地的生态多样性，同时水生蔬菜、

水生花卉的根系很长，在生长过程中
还会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

“我们的生态水生蔬菜批发每斤6
元钱都会有人收购。”周缘说。

周缘的想法同重庆大学资源及环
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
不谋而合，袁兴中提出了按“土地整
治＋”思路打造田洋湿地产业的思路：
即土地整治加湿地保护、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多功能田洋湿地产业，让乡
村湿地保护与湿地生态产业发展协同
共生，构建具有羊山特色的综合性湿
地产业景观系统、乡村湿地生态经济
示范系统。

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也
激活了海口市乡村湿地旅游市场。海
口美兰区三江镇的“鹤舞九湖”，就是
湿地文化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乡村生
态旅游片区，每年吸引近5万游人到
此旅游观光；秀英区永兴镇的“冯塘绿
园”，是一个集羊山湿地、生态农业、民
俗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素融合的乡
村生态旅游区，每年给每户村民带来2
万多元收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海口正
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与农民的脱贫
致富并不矛盾，湿地保护与农业发展
也并不矛盾。

合理利用 | 探索发展湿地生态经济

在海口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运动爱
好者通过骑行和徒步的方式来宣传保护
湿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新坡镇潭丰洋省级湿地公园引来候鸟栖息。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海口东湖公园生态修复后美如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在海口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数
十名红树林“小卫士”探索海口湿地奥秘。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制定规划、分类保护、全民参与……一场湿地“保卫战”在海口打响

迈向国际“湿地之城”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