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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大事记

◎2018年4月 13日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强调，海南要积极
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

◎2019年 1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6次会议，审
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2019年 10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再次强调，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2018年4月 13日
中央12号文件提出，研究设立热带雨林等国家公
园，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2018年 10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开中
央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2018年8月 16日
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送审稿）》。

◎2018年 10月 11日
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送审稿）》。

◎2018年 10月 19日
海南省委、省政府成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琼委办〔2018〕35 号）。李
军副书记任组长。

◎2019年2月 15日
刘赐贵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规划建设工作。

◎2019年2月 18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研究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工作。

◎2019年2月26日
中央编办批复同意成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中央编办复字〔2019〕10号）。

◎2019年4月 1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吊罗山正式揭牌
成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张建龙与沈晓明共同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揭牌。

◎2019年5月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提出，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制定实
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组建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统一管理机构。

◎2019年6月25日
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白沙黎族自治县高峰
村生态搬迁实施方案》。

◎2019年 7月 15日
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方案》。

◎2019年9月 1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高峰村举行生态搬迁安置点开
工仪式。

◎2019年9月9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9-2025年）》。

◎2019年9月29日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9-2025年）》。

◎2019年 10月21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9-2025
年）》正式以省政府名义上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年 10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被写进由新华社发
布的，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

◎2019年 11月 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五指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热带雨林保护和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情况。

◎2019年 11月25日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经省委编办批准设立，正式
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

◎2020年 1月5日
国家公园研究院召开第一届理事会暨专家研讨
会，聚焦海南长臂猿保护，影响巨大。

◎2019年 11月28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官网正式上线运行。

◎2019年 12月5日
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顺利。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受邀在全国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工作会上作大会交流。

◎2020年 1月6日
刘赐贵主持海南与国家林草局调研组及海南国家
公园研究院理事座谈会。同一天，沈晓明会见调
研组和研究院理事。

◎2020年 1月8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应邀出席国家林草
局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特色亮点及进展情况。

关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抢抓机遇、狠抓落实，筑牢海南生态屏障

精心呵护热带雨林 奋力建设国家公园
清晨，从空中垂下的藤蔓郁郁葱葱，新生的蕨类植物攀附在有着“活化石”之称的桫椤树上，海南长臂猿跃到雨林之上发出长鸣，当你

踏入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仿佛来到了一处天然的物种基因库。
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的盛衰消长不仅是地表自然环境变迁的反映，更直接影响人类生存条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自启动以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我省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强力推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作，描绘海南绿色底板之余，无疑也为公众开启了一扇探知热带雨林奇观、感受基因宝库魅力的窗口。

“热带雨林不单是一个物产丰富的花
园。它安静、枝繁叶茂、绿树成荫，却不是
圣地。这是行星上最好的战场，为生存每
分钟都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正如作家坎
迪斯·米勒德在《疑惑之河》中所描述的那
样，热带雨林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
生物资源，一轮又一轮永无休止的生命律
动中，浓缩着的是丛林的包罗万象。

然而我国热带雨林资源极其稀缺，
总面积在200万到300万公顷之间，不足
世界总面积的千分之二。相较之下，海
南岛中部山区拥有着我国分布最集中、
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其生态价值显得弥足珍贵。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积极开展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建设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
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 12号文件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并在中央和国家部
委的支持下，强力推进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工作，成立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将建设
国家公园确定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作为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四大标志之一。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具有筑
牢海南绿色生态屏障、保护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拯救热带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资源、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现路径的重大意义。”在省林业局
局长夏斐看来，2019年4月1日，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吊罗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揭开新篇章。

东起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西至尖峰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自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毛感乡，北至黎母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
面积4400平方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
的1/7，范围涉及五指山、琼中、白沙、保亭、
乐东、东方、昌江、陵水、万宁9个市县。

范围之广，专业性之强，标准设置之
高，意味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一项相
当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海南省委、省政府与国家林草局联
合成立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
进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体制试点，这种中
央与省协作强力推进机制是全国首例，
也为海南推进体制试点提供了强劲动
力。”夏斐介绍，省林业部门也将继续抓
紧着手研究制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相关政策、办法、规程等，并积极争取中
央、地方加大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支持力度，加大生态修复力度，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落地后，如
何实现生态保护和生产保障的融
合，让生态福利真正惠民？

“典型”探路是一个好办法。位
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
区内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道银
村、坡告村，曾是全省唯一不通公
路、电讯的村落，村民们步行2小时
才能到达最近的公路，往返南开乡
墟更需花费5个小时。由于生态核
心区的“红线”不可触碰，再加上山
高路远，两个村的产业发展工作一
直难以开展。

经省、县有关领导多次调研，最

终确定了生态搬迁的路子，在距离
老村30多公里的牙和村，组建成新
的村庄——银坡村。

生态搬迁，重点在“搬迁”，难
点在“稳住”和“留下”。白沙县
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县扶持
银坡村成立农业合作社发展种养
特色产业，并通过国有土地和集
体土地置换、安置就业等方式，
让搬迁群众生活有改善、生产有
保障、享受公共服务水平有明显
提高，也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生态搬迁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
推广经验。

银坡村的搬迁成功模式，极大
地鼓舞了有搬迁任务的市县。同
样位于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南渡江源头核心区，白沙南开乡
高峰村于2019年 9月启动生态搬
迁工作。生态搬迁带来的命运转
机，让高峰村村民符洪清连连感谢
政府的好政策，如今他正对未来进
城后的新生活充满期待。

稳妥搬迁，典型引路。国家公
园核心保护区内生态搬迁计划分两
步走：第一步试点搬迁，2019年9月
1日启动白沙3个自然村共118户
498人整体搬迁，预计2020年完成；

第二步对保护区内剩余8个自然村
352户1387人实施生态搬迁，计划
2021年完成全部470户1885人生
态搬迁。

“生态搬迁是建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不
仅仅是白沙，保亭、五指山、东方等
市县也将实施少量生态搬迁。”夏斐
表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将围
绕保护、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合
理划定功能分区，实施差别化保护
管理方式，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
护起来，合理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呜，呜，呜……”清晨6时许，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茂密雨
林中，倏然传来几声猿啼。还未等
人反应过来，如口哨般的清亮长音
中，又多出几声颤音，音量由低渐
高，继而响彻整片山谷。

几乎所有生活在霸王岭山区的
村民们都知道，那是海南长臂猿睡
醒了。

58岁的陈庆是霸王岭林业局科
研生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追着猿
啼跑了半辈子，早已摸清海南长臂
猿的作息规律，“海南长臂猿的叫
声，是一种宣示领地、与家庭成员联
络感情的信号。”陈庆说，海南长臂

猿一般会在早晨6时左右发出第一
次鸣叫，循着叫声往往就能找到它
们。

从多年的监测分析看，到20世
纪70年代末，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
剧减至4群7只到9只左右，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全球最
濒危灵长类动物”。

直到1980年霸王岭海南长臂猿
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到1988年晋
升为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强化保护职责，一代又一代林业人接
棒完成对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的改造、
修复与保护工作，这几年熟悉而又悠
长的猿叫声才变得愈发清晰。

目前，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达
到 4 群 30 只，但保护拯救任重道
远。在今年年初召开的海南长臂猿
保护座谈会上，夏斐介绍，2016年
到2019年实施海南长臂猿栖息地
恢复工程，通过补植补种海南长臂
猿喜食乡土树种，改善修复栖息地，
正有效扩大这群海南特有灵长类动
物的活动范围。

茂密枝桠纵横成网，构成复杂的
植物群落结构与丰富的食物来源。
在面积广袤的海南热带雨林，栖息着
的远远不止海南长臂猿一种生物。
除了坡鹿、野生兰花、金丝楠木、沉香
等珍稀动植物，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

的不断改善及科研力量的加强，越来
越多的新物种正不断被发现。

2019年11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宣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发现并命
名了尖峰薹草等11个特有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说明海南的自
然生态是良好的，海南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是有成效的，同时也说明，未
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物种等待我们去
挖掘。”中国热科院植物分类学研究
团队带头科学家、研究员刘国道坦
言，物种调查工作需要代代接力，他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
来，引导人们认识海南生态的多样
性、参与海南生态的保护。

位于黎母岭山脉北端的鹦哥傲
管理站，19名护林员管护着面积达
7.5万亩的热带雨林核心保护区。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森林，注
意是否有偷猎者的踪迹、排除森林
火灾隐患、知悉动植物的情况，同时
对环境进行监测。”鹦哥傲管理站站
长陈海华告诉笔者，他们每次进山
巡逻就是一整天，尽管工作再认真，
依旧可能存在管护盲区。

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加
快建设，陈海华和同事们的装备也
不断“升级”。“上级部门正打算在核
心保护区边界处试点安装1.5公里
的电子围栏和实时监控设备，一旦

有人进入，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收到
消息。”陈海华说，他期待着这种不
留盲区、不留死角的天地空一体化
监测体系能早日全面铺开，编织起
热带雨林防护网。

除了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
设，如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也
正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探索更高
效的保护管理模式。笔者了解到，
国家公园内林地将分成若干个
4000亩/块的林班，结合奥维系统
实现实时监控，使森林管护责任落
实到每个护林员，落实到山头地
块。并建立管护人员岗位责任栏，
设立岗位区域分布图，管护面积、岗

位班号，做到岗位面积全覆盖。
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同时肩负着为公众
提供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科学研究、
宣传教育、生态体验的责任，需要人力
资源开发、科技支撑与资金扶持。

今年1月5日，海南国家公园研
究院正式组建。这是海南第一个国
家公园科研机构，由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大学、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北京林业大学发起共建，意味着
将充分整合海南、北京乃至国内外
的资源优势，聚集助力海南热带雨
林资源的保护发展和国家公园建

设，邀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兼
理事会主席章新胜先生担任理事
长，也为研究院面向全球科学家开
放提供了人脉和资源。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
管理局）副局长李春良看来，设立海南
国家公园研究院是探索国家公园体制
和机制创新的重大举措。而海南也正
期待着，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雄厚的
绿色底板，为海南人民构筑幸福的绿
色家园，为子孙后代留下充盈的绿色
遗产，为全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精彩
的“海南样本”。

（本版策划/小慧 撰稿/梦瑶 小慧）

稳妥推进生态搬迁

强力推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

A | B |

海南长臂猿保护拯救任重道远C |

启动编织天地空一体化防护网D |

海南长臂猿。鹦哥岭美景惹人醉。阮琛 摄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雅加松。（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林业局提供）

海南坡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