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3

本省新闻 关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助力海南绿色发展

“与其他地区相比，
海南是在自贸港内建
设国家公园，
因此要求更高、目标更高。
”
黄金
城说，过去两年多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把
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作为体
现“两个维护”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将
其列入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第一批 12
个先导性项目之一和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的标志性工程之首，
通过印发试点方案、完
善规划体系，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公
园研究院，
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核心保
护区生态搬迁和国家公园立法工作等一系列
举措，
体制试点工作蹄急步稳，
亮点纷呈。
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布，
意味
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进入正式建设阶段。
“习近平主席提到‘良好生态环境既是
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潜力和后劲’，这为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指
明了具体方向、绘就了路线图。”黄金城表
示，接下来，该局将构建主体明确、责任清
晰、相互配合的国家公园中央和地方协同管
理机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各部
门、各有关市县和全社会共建共享国家公园
的良好发展势头。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曾毓慧 谢凯

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引发海南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看点

10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
视频方式出席在云南昆明举行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中
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
国家公园。
“这将是海南的又一块‘金字招
牌’，振奋人心！”消息一经发布，琼岛
社会各界难掩喜悦之情，社会各界反
响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成为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彰
显了中央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高
度重视及殷切期待。要不忘初心、牢
记嘱托，以国家公园的设立为契机，
探索形成更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先行路径，为海南人民乃至全
国人民造福。

“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直是海南发展的最
强优势和最大本钱，而规划建设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更是党中央交给海南的一项光
荣任务，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
举措。”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金城直言，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让他十分振
奋，同时也感慨万分，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是全国 10 个国家公园试点中批
准最晚的，此次成功入选我国首批国家公
园，意味着海南后来居上，试点工作达到了
预期目标。”
“海南热带雨林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
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
是世界热带地区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
态优势不可替代，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
有极高的保护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
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认为，设立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不仅对筑牢海南绿色生态屏

海报集团推出多个融媒体产品
全方位、
多角度呈现海南热带雨林

穿越热带雨林
拥抱国家公园

栖息于霸王岭热带雨林的海南长臂猿。新华社发

国家公园设立意义重大
障极其关键、十分必要，从中国、世界层面来
看，也具有重大意义，
“ 尤其是试点期间，海
南长臂猿不断有新的婴猿被发现和公布，充
分证明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利于
海南热带雨林的系统修复，并可以为世界提
供濒危物种及热带雨林保护的范例经验。
”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原国
家濒科委常务副主任蒋志刚注意到，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讲话中强调：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
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
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生物多样性使
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海南热带雨林是全
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之一，而设立国
家公园则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形式，也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刘冀
冀 张琬茜 傅婕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韩静）10月12日，
中国第一批国家
公园名单公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赫然在列。作为我国分布最集中、
保存
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
群峰连绵，
林
海苍莽，
孕育了众多雨林精灵，
从9月
27 日起，
海报集团推出音视频、海报、
H5等多个融媒体产品，
全方位、
多角度
呈现海南热带雨林美景及生物多样性。

聆听天籁之音 洞见海南生态
是拯救我国热带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
的迫切需要。”蒋志刚期待着，未来海南可以
设立更多国家公园，如海洋国家公园、红树
林国家公园等，为岛上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更
系统和更有效的保护。
“碳达峰、碳中和”是习近平主席在主旨
讲话中提到的另一个关键词，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意德认为，
在这一目标愿景实现过程中，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将发挥重要作用。
“热带雨林是大气二氧化碳的重要贮存
库，成熟的海南热带雨林可贮存净碳量每公
顷达 340 吨以上，保护热带雨林可有效地减
少因毁林向大气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还可
因植物生长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李意
德表示，接下来他也将带领团队继续开展关
于热带森林碳汇能力的研究工作，以期为海
南建立林业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技
术支撑。

10月12日，
海南日报新媒体推出
的音视频产品《静听雨林》，闭上眼睛
细心聆听，在蝉鸣鸟语、水流山风中，
脑海中似有一副雨林画卷徐徐展开。
打开视频《穿越雨林》，则能体验
来自雨林的视觉盛宴。该视频借助穿
越机在雨林中穿梭拍摄，从溪流到瀑
布、从林海到苍穹，随着景色不断变
换，
完成了一趟热带雨林的秘境穿越。
不仅如此，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1 日，共推出 15 期《雨林打卡 vlog》
视频和近 20 条《这“视”雨林》小视
频，同时，还将文字、视频、图片等整

再谱
“两山”
转化新篇章
黄金城说，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是探索将
“绿水青山”
转化为
“金山银山”
路径
的具体实践，
今后海南还将依托自然禀赋，
加
快生态修复，用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金字招
牌，
做大做强特许经营产业，
培育本地特色农
林产业，
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保护无止境，国家公园的建设，也注定
不会是短途。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指出：
“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我们
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
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
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
“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基层林业人员守护
这片绿水青山的决心和信心，也对我们的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局长钟仕进表示，接下
来，五指山分局将进一步加大森林资源日常
巡护、违法犯罪案件查处、森林防火、社区宣
传等保护工作力度，确保区域生态安全。同
时，
兼顾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积极探索在
国家公园内开展科研监测、生态旅游、自然教
育等活动，提高国家公园的自然科学科研水

扫码看创意海报
《雨林万物生》

——

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我们的茶园紧挨着国家公园五指山片
王下乡当前正是这么做的。
”
昌江黎族自治县
区，种出来的都是没有污染的高山云雾茶。
王下乡党委书记杨荣辉说，从穷山恶水到绿
过去，省内其他地区的茶青价格一般在每斤
水青山，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两山”
理念
10 多元到 20 多元之间，但我们的茶青价格
以一种春风化雨般的力量释放了王下乡的发
能达到 30 多元/斤，有时甚至能卖到 40 多
展潜力。如今王下将全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
元/斤。”王琼香直言，正是得益于当地良好
护、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体化布局，
的生态环境，茶叶才能卖出好价钱，
“今后我
通过推进“黎花里”文旅小镇建设项目，正尝
们也将更加爱护生态环境，让生态优势真正
试着将“两山”转化通道进一步拓宽，海南热 ‘变现’
为经济优势。”
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更将让王下乡的当地
国家公园的设立引发的不只是周边社
的生态
“高颜值”
和经济
“高产出”
相得益彰。
区居民的关注，其所提倡的“全民公益性”，
毗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
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受益者。
的白沙元门乡罗帅村同样尝到了
“甜头”
“
。对
“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说的，
于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
被纳入国家公园体系的是生物多样性最富
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我十分认同。”罗
集的区域。”曾参与 2020 年海南长臂猿大调
帅雨林山庄运营方负责人裴漫玲说，当地独
查活动的海南大学林学院学生薛乾怀说，热
一无二的雨林风光吸引不少师生、家庭来此
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设立，无疑为广大青年学
开展生态研学，
而她和其他村民也办起民宿、
生今后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提供
开起农家乐，
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了最好的自然教育平台。
裴漫玲希望这块“金字招牌”能为罗帅
而来自海口的市民李慧，在得知热带雨
村吸引来更多游人，而来自五指山市水满乡
林国家公园设立的消息后，已经迫不及待想
的茶农王琼香则期待着，国家公园的正式设
要来一场雨林探秘之旅。
“习近平主席说‘国
立能进一步提升当地茶叶的知名度和茶叶
家公园里的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
产业的附加值。
华’
，
到底有多独特、
多精华，
我想去看一看。
”
（本报海口 10 月 12 日讯）

合成 H5 产品《嗨！雨林》，全景呈现
海南热带雨林这一物种宝库。

图解雨林万物 展现雨林秘境
10 月 12 日，新海南客户端、海南
日报联合青海日报、川观新闻、东南
网、中国吉林网等五省媒体发布电子
号外。微博话题#首批国家公园名单出
炉#，
发布仅一小时，
全网阅读量超8万。
当天，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特别
制作推出创意海报《雨林万物生》，将
海南长臂猿、霸王岭睑虎等海南独有
的物种与雨林美景相结合，展示出海
南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
为了更加通俗易懂地让公众知
晓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达到更广
泛的科普作用，10 月 12 日，新海南客
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推出图解
《一图读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从地理位置、生物资源、人文风情等
方面推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此外，
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1 日，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特别策划推出系
列《雨林海报》，
通过展示吊罗山、
尖峰
岭、霸王岭、五指山等片区的美景，全
景式展现海南热带雨林的生态之美。

扫码看视频
《穿越雨林》

平，
推动社区产业发展，
协调社区改善民生。
“五指山市有三分之二的区域面积位于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是全省占比
面积最高的市县。对于我们而言，国家公园
的建设既是重担也是机遇。”五指山市委书
记朱宏凌表示，目前五指山已把融入国家公
园建设工作列入未来一段时期的城市发展
战略，也将把热带雨林资源转化为发展优
势，探索开展生态旅游等特许经营活动，积
极研究谋划建设特色微小型主题公园、森林
人家、雨林婚庆、科普游学等雨林特色旅游
产品，努力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
善相统一，让“绿水青山”成为让人民有更多
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金山银山”
。
“保护海南热带雨林，
就是在保护海南长
臂猿等珍稀动植物的家。
”
林清是白沙黎族自
治县青松乡青松村村民，担任海南长臂猿社
区监测队队员已有 11 年时间。他期盼着，
随
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未来
他能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更多科研、监测力量
一起，
继续推动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修复、改
良和生态廊道建设工作，
“ 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
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还会不断增加。
”

全民共享生态福祉
“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聆听习近平主席的主
旨讲话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高峰村
村民符国华记住了这句话。
符国华的“老家”在白沙最为偏远的南
开乡高峰村，那里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的核心保护区。
“过去我们住在山上，只能
开垦山林、打猎捕鱼，不仅日子难过，对生态
也造成了破坏。”符国华说，随着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工作的启动，包括他在
内的 118 户高峰村村民于 2020 年底全部搬
出深山，搬到了距毗邻白沙县城的新村庄，
通过发展橡胶、菌菇种植等产业实现增收。
“我们搬出来后，山里的村庄旧址已经
与周边原始山林融为一体，成为不少野生小
动物的栖息地。”符国华说，正是有了这段切
身经历，增强了他对国家公园建设的认同
感，也在其中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国家公园需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同
时也是条件最好的
“两山”
转化地。
“习近平主席说，
‘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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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风光。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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