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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立了多层级的协同
管理机制

一是部省协同。海南省委省政府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成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充分
调动了国家部委和省级政府两个层面的
积极性，这种国家部委与省级政府协作强
力推进机制是全国首例。二是省市县协
同。建立了省级与区域协调委员会、省县
生态搬迁领导小组，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试
点范围内市县干部交叉任职、社区协调委
员会等机制。三是部门协同。省委省政
府统一领导指挥，省林业局和省委组织
部、省委编办、省资规厅、省财政厅等部门
共同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较好地解决了试
点中的人、财、物等问题。多层级的协调
管理机制形成合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初
步建立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四梁八柱”。

将原 19个自然保
护地进行优化整合，
成立尖峰岭、霸王岭
等 7个分局

形象标识简洁大方
蕴含自然与人文之美

简洁的线条，灵动的造型，浓厚的中
国风，加上独特的热带雨林元素……11
月2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象标
识一经亮相便备受好评。

这一形象标识由上方的写意五指
山和海南长臂猿、中间的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中英文名称和下方的红色印
章标识等部分组成，其中五指山的第
一、二、四、五峰由4种不同的绿色线条
勾勒而成，画面正中央，深咖啡色和金
黄色的两只海南长臂猿亲密相拥，犹如
中国篆体字“林”字，恰好组成五指山的
第三峰。

“写意五指山由4种不同的绿色组
成，海南的绿有春夏秋冬的绿，这是海
南热带雨林的独特之处，要让人一眼就
能感受出来。与此同时，用深咖啡色和
金黄色巧妙地描绘出海南长臂猿的雌
雄，用以代表海南热带雨林的物种特
色。”夏斐透露，这一创意出自《道德经》
四十二章里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寓意为以海南长臂猿为
代表的热带雨林动植物生生不息、延绵
不绝。标识浓重体现国家和省委、省政
府对保护热带雨林的重视程度，象征海
南岛的沃土及阳光成就了热带雨林的
物种多样性。

如果说五指山与海南长臂猿体现出
海南热带雨林的自然之美，那标识下方
运用苏东坡书法字体的“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十个大字和鲜红的“雨林”篆
体字中国印，则颇具人文之美。

“之所以选择苏东坡书法，一是展现
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二是苏东坡在海
南居住三年，是较早提倡环保理念、注重
生态平衡的人士之一。”夏斐认为，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象标识在设计时强
调本土文化，而苏东坡正好能体现海南
的历史文化，更有说服力。

在他看来，整幅设计作品简洁大方、
形象性强，直观易懂，将厚重的中国文化
底蕴、海南的历史文化与国际先进设计
理念融为一体，呈现出海南开放、包容的
新形象。

形象标识“诞生”不易
优中选优精益求精

从征集到正式发布，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形象标识的“出炉”来得并不容
易。

早在2019年 4月20日，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揭牌成立当月，便
已开始向全球有奖征集形象标识（Lo-
go）。2020年8月，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再次向社会有奖公开征集。在两次公
开征集活动中，共收到200余件作品，其
中专业机构投稿作品56件，占投稿数量
的26%。

经组织林业及生态专家、书法家、色
彩专家、设计师等多名专家学者进行评
审，初评出4件作品。

2020年8月19日，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讨论审

议，形成深化设计的共识：一是突出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最主要的代表元素：
五指山、海南长臂猿、热带雨林等；二是
有鲜明中国风格，同时又是国际化的表
达；三是确定由曾多次服务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的本土优秀设计师谢献文及其团
队和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团队分别吸纳会
议讨论意见进行完善。

“为设计好形象标识，我们收集了上
万张海南热带雨林的实景高清图片并通
过多次实地采风，充分了解海南热带雨
林的演变过程和独特之处，从中获取设
计灵感。”谢献文透露，在多次的实地走
访和直观感受中，他发现海南热带雨林
的绿色色彩分明，也是热带雨林的本色，
有巨大的象征性，这让绿色成了设计团
队在色彩运用上的主色。

作品主基调确定后，谢献文设计团
队随即请来设计师、书法家、画家、艺术
家等各界人士出思路、评议、指导，先后
征询了多名专业学者对设计方案的意
见，并根据主创团队的意见对方案多次
进行修改完善，经一次次修改、打磨，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象标识的最终版
本得以确定，可谓汇聚了各方智慧。

形象标识肩负重任
展示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理念

作为集中展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发展理念的符号，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形象标识一经面世，便肩负起提升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知晓度和美誉度
的重任。

夏斐表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一定会用好这个标识，发挥好标
识的文化引领作用，把标识所体现的生
态文明理念用实际行动解析出来、传承
下去、发扬光大。

而事实上，这一形象标识的发布，只
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构建视觉形象
识别系统迈出的其中一步。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指运用系统、
统一的视觉符号系统，使受众实现对品
牌形象的快速识别与认知。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视觉识别系统分为基本要素
系统和应用要素系统两方面，其中，基本
要素系统主要包括：国家公园名称、国家
公园标志、标准字、标准色、象征图案等；
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办公事务用品、应用
设备、产品包装、广告媒体、交通工具、衣
着制服、旗帜、招牌、标识牌、橱窗、陈列
展示等。

“我们希望运用完整的、体系的视觉
传达方式，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理念、文
化特质、服务内容、公园规范等抽象语意
转换为具体符号的概念，塑造出独特的
国家公园形象。当国家公园视觉识别最
基本要素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被确定
后，接下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就要从事这些要素的精细化作业，开
发各应用项目。”夏斐透露，接下来，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将以国家公园
形象标识为基础，进行一些旅游产品开
发与应用，通过文创产品与旅游商品，更
好地宣传、介绍国家公园和树立良好国
家公园形象。

（撰文/孟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象标识“出炉”
进一步在国际范围内打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的形象

深浅不一的绿色线条勾勒出五指山雨林的勃勃生机，一雌一雄两只海南长臂猿手挽手，犹如中国篆体字“林”字……历经一年半
的社会方案征集期，在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经省委审议原则通过并决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象标识于11月2日正式
向社会发布，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再添一个集中展示建设发展理念的鲜明符号。

“形象标识的发布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进了公园建设迈向新的高度，同时通过形象标识的确定，进一步在国际
范围内打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的形象。”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记
夏斐表示，接下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一定会用好这个标识，将其广泛应用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视觉形象系统设计、对内宣
传展示领域和对外合作交流，发挥好标识的文化引领作用，把标识所体现的生态文明理念用实际行动解析出来、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象标识

写意五指山和海南长臂猿

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试点区建立了
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
究站并初步形成体
系，科研监测体系完
整、支撑有力

从1957年中国林科院
就开始在尖峰岭研究，历史
悠久，研究内容系统完整，有
几十年的长期数据。有中国
林科院、海南大学等稳定的
支撑单位，初步形成由国家、
省部、林科院与管理局等多
层级的生态监测站点网络体
系，并开展了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研究，为实现生态产品
有效转化，践行“两山”理论
建立了坚实基础。

探索建立了
局地联动、联合执
法机制

颁布了《海南热带雨
林 国 家 公 园 条 例（试
行）》，真正做到有法可
依。建立了国家公园管
理局、地方政府的联合执
法机制，国家公园管理局
设置执法监督处，牵头负
责指导、协调国家公园区
域内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地方政府设立国家公园
执法大队，分别派驻到国
家公园各分局，实行属地
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区内
的森林公安承担涉林执
法工作。

探索建立生态
移民、教育移民等
多种移民搬迁模式

创新生态搬迁集体土
地与国有土地置换新模式，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将国家
公园核心保护区的集体土
地与区外的国有土地进行
等价置换，有效地解决了搬
迁土地处置难题，实现了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的生态搬迁目标；
在王下乡开展教育移民的
实践，通过时间换空间的形
式，有效降低国家公园范围
内的人口，减轻了国家公园
的保护管理压力。

探索多
种信息化试
验平台

在尖峰岭、
霸王岭等分局开
展核心保护区电
子围栏和天空地
一体化监测体系
试点建设，实现
了对试点区域内
主要保护对象、
人类活动的全天
候科学监控。

上部分

整幅设计作品简洁大方、形象性强，直观易懂，将
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海南的历史文化与国际先进设
计理念融为一体，呈现出海南开放、包容的新形象

其
中

为以海南长臂猿为代表的热带雨林动
植物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正中央，深咖啡色和金黄色的两只海
南长臂猿亲密相拥，犹如篆体中的“林”字，
恰好组成“五指山”的第三峰(深咖啡色和金
黄色巧妙地描绘出海南长臂猿的雌雄，用
以代表海南热带雨林的物种特色)

“五指山”的第一、二、四、五峰由4种不
同的绿色线条勾勒而成（海南的绿有春夏
秋冬的绿，这是海南热带雨林的独特之处）

下部分

海南岛的沃土及阳光成就了热带雨林
的物种多样性

寓意

象征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中英文名称

“雨林”
篆体字样印章

实施完成生态
修复面积27192亩

试点区涉及的
9 个市县设立国家
公园执法大队，分
别派驻到国家公园
各分局

出台《关于促进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
区发展指导意见》等 10
多项制度办法

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总体规划以及生态保护、交通基础
设施、生态旅游3个专项规划

积极推进国家公
园核心保护区内共11
个自然村 470 户 1885
人的搬迁工作

7个管理分局牵头
成立由周边市县政府、
乡镇政府、村委会、人
大代表参与的9个区域
性协调委员会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主要任务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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