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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
岛中南部，总面积 4269 平方公里；其
中核心保护区面积 2331 平方公里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
山片区，吊罗山动物监测队队员查
看红外相机。
（新华社发）

试点成效显著

科学划定国家公园范围

自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建立至今，关于国
家公园的探索实践已跨越百年。
“基于历史文化、资源价值、人口与社区、政
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在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时必须创新。而海南是在自贸港
背景下建国家公园，因此要求更高、目标更高。”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总经济师张鸿文认为，在没
有现成经验、没有借鉴模式的背景下，海南省大
胆“破冰”，将体制机制集成创新摆在了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工作的首要位置。
翻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作“成绩单”，可以用几个“率先”和“第一”来
概括——
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公园边界校核，确保
规划能够落地；在全国第一个设计二级管理体
制，
使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范围上一个整体、
运行
上一套班子、
管理上一个标准”
，
确保机构扁平高
效；在全国第一个落实将国家公园分为 2 个区，
确保管控简便易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 2021 年
全面完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任务，
确
保核心保护区内 2022 年无居民居住。
“海南在编写《海南热带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方案》时，便力求减少一般性、原则性论述，把重
心重点放在具体的体制机制创新要求上。”
张鸿
文表示，海南热带国家公园在体制试点中的具
体创新探索至少有 10 多项，包括建立统一规范
高效的管理机构、统一行使所有权、构建协同管
理机制、建立健全资源管控制度、建立健全监测
监督机制、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在重点生
态区位推行商品林赎买制度、保护少数民族传
统生态文化、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完善社会参与
机制、推行特许经营、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
化资金保障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是全国 10 个国家公园中批准最晚的，意
味着留给海南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海南紧紧围绕体制试点方案任务要求，始
终把体制机制集成创新摆在首要位置，只用了
两年多时间，便较好地完成了其他国家公园用
3 到 5 年时间完成的试点任务。”去年 9 月上旬，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验收专家组和实地核查
组充分肯定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体制试
点成绩。
经综合评估，海南在全国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评估验收中名列前位。张鸿文直言，这一成
果离不开海南省委省政府、国家林草局的强力
推进，也离不开海南省直各部门和各相关市县
的共同努力。

生态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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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编制总体规划
和 生 态 保 护 、交 通 基 础 设
施、生态旅游 3 个专项规划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 园 霸 王 岭 片 区 ，一 只
蚂蚁在树叶上爬行。
蚂蚁在树叶上爬行
。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创新体制机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期间工作成效

“一个旅行家要想在一片热带雨林里找
到两株属于同种的树木，简直就是徒劳。”这
是 19 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从雨林考察
归来后，在日记中写下的感受。之所以发出
如此感慨，只因热带雨林作为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几乎孕育出世界上大
于一半的动植物物种，物种之繁杂实在让人
难以分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地球贡献几乎无
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却仅占全球陆地面积
7%，中国热带雨林更是不足世界总面积的
千分之二。在这一背景下，海南拥有我国分
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
带雨林，其生态价值可谓弥足珍贵。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海南相继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地，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恢复了热
带雨林生态系统，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破
碎化、孤岛化，导致其完整性削弱，热带雨林
物种特色与群落特征受到威胁。”在海南省
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公
园处副处长洪小江看来，启动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
有效途径。
以天然林集中分布区域为基础，以海南
中南部山区的主要山体为骨架，海南将原有
的 19 个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天然林、公益林
进行优化整合，科学划定出总面积达 4269
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范围。经统计，公园内
森林覆盖率达 95.85%，共分布有野生维管
束植物 3653 种，
陆栖脊椎动物 540 种。
“家底”
如此庞大，
到底该怎么管、
谁来管？
“过去，受‘九龙治水’制约，多部门交叉
管理、执法监管碎片化，使得保护成效大打
折扣。”洪小江介绍，为此，我省自 2019 年启
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瞄准痛点，突破
藩篱，建立起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分局两
级管理体制，市县派驻国家公园管理局执法
大队、森林公安双重执法机制，以及省、市县
两级社区协调管理机制。
从横向上看，原先分散在各部门的资源
与生态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特许经营
管理、宣传推介、科研监测、科教游憩、行政
执法等职能，被统一划归到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分局”二级行政管理体
系，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
责分割的管理体制弊端。
从纵向上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与省、市县、乡镇、村（居）委会建立协调
机制，并积极引导当地居民、专家学者、企业
等社会各界参与到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
运行、管理、监督等环节，也构建起一个主权
明确、责任清晰、互相配合的运行机制。
而在理顺管理机制、创新运行机制的同
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
行）》及生态保护、生态旅游、交通基础设施 3
个专项规划获批实施，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条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
营管理办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办法》及巡护管理、访客管理、
社会捐赠、社会监督、科研管理、旅游突发事
件等制度办法也陆续制定出台。
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四梁
八柱”基本得以搭建完成，为构建统一规范
高效的管理体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胆破冰前行

“呜，呜，呜……”10 月
21 日清晨 6 时许 ，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
区东崩岭雨林，几声猿啼倏
然响起，还未等护林员们反
应过来，海南长臂猿 E 群的
一家三口已飞窜至另一片
开阔雨林的树冠间。
而自东崩岭雨林向东，
几十公里外的鹦哥岭腹地
却变得愈发静谧——10 个
月前，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
乡高峰村最后 3 个自然村
118 户 498 人均已搬进大
山外的新家，至此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的生态搬迁
工作
“再下一城”
。
一边是海南长臂猿家
族愈发宽敞的居住空间，一
边是人类活动的逐步退场，
一进一退、一动一静间，践
行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折
射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中的可喜亮点。
过去 3 年来，海南整合
中部山区各类自然保护地，
举全省之力强力推进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通过理顺管理体制、创
新 运 营 机 制、健 全 法 治 保
障、强化监督管理等举措，
为国家正式设立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打下坚实基
础，也为构建统一规范高效
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
贡献出海南智慧。

破解﹃九龙治水﹄ 搭好﹃四梁八柱﹄

生态优先 逐绿前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效显著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2021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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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扁平化的两级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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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林业局加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的牌子，并整合国家公园范围内 12
个原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
重新设立 7 个分局

➡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吊罗山片区的一处溪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创新国家公园执法派驻双重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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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置执法监督处，试
点区内的森林公安继续承担涉林执法工作，国家公园区
域内其余行政执法职责实行属地综合行政执法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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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调查与评价、巡护管理、监测、访客管理、财务管
理规定、社会捐赠、社会监督、科研管理、档案管理、旅游
突发事件等 10 多项试行制度办法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到 5 群 35 只，热带雨林正快速恢
复，生态廊道已初步形成；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稳步推进，白
沙黎族自治县 118 户 498 人搬迁安置顺利完成，2021 年完成
全部 4 个市县 11 个自然村 470 户 1885 人的生态搬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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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午后，位于白沙牙叉镇
茶园路北侧的高峰新村，村民符进海干
完农活后，慢慢悠悠地跨上摩托车，准
备去白沙民族中学接女儿放学。
4.7 公里，这是从村里到学校的距
离，符进海骑上摩托车只需二十多分钟
便能跑个来回。
“一点也不耽误农活，方
便！”符进海还记得，原先他住在“老家”
时，去县城得跑 60 多公里山路，接一趟
女儿，
当天的农活也就全耽搁了。
符进海口中的“老家”，指的是地处
鹦哥岭腹地的白沙南开乡高峰村。
2020 年年底，包括他在内的 118 户 498
人全部搬进高峰新村的一栋栋两层小
洋楼，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鹦哥岭分局管辖下的核心保护区生
态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以前山上产业少，大家都是日晒
三竿才起床，现在政府给每户每人分配
了 10 亩可开割的橡胶林，并扶持发展
禽畜养殖、养蜂、益智种植等产业，这日
子有奔头了。”
“下山”不到一年，符进海
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这不，眼看村里
基地的菌菇刚种没多久便已冒出菌丝，
他赶紧拉上村里的技术员学习起菌菇
栽培技术。
搬出大山，让村民们的生活变得越
来越好。而另一边，人类活动逐渐退
场，也将为野生动植物“腾挪”出更多生
存栖息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将以自然生态修复为
主、人为修复为辅，逐步恢复区域生态
涵养功能，吸引野生动物回归。”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高峰村首批两个
自然村于 2017 年完成生态搬迁后，村
庄旧址的村民住房被拆除，并补种重阳
木、五味子等适合本土生长的树木后，
就已能经常看到野生动物的踪影。
越来越自在的，不仅是生活在鹦哥
岭腹地的野生动物们。
呆萌的亚洲小爪水獭重现吊罗山，
尖峰水玉杯摇曳在尖峰岭热带山地雨
林，两栖爬行新物种“中华睑虎”被发
现，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 5 群 35 只
……自 2019 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启动以来，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里，便有 12 个植物新种、6 个动物新种、
5 个大型真菌新种被发现，许多昔日销
声匿迹的野生动物重返“家园”，极度濒
危的雨林旗舰物种更实现历史性的种
群增长。
对于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里的生
物来说，国家公园的建设无疑是一件
幸事。
（本报海口 10 月 21 日讯）

建立科研合作国际平台和联合攻关机制

建立社区协调两级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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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协调省级委员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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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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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公园涉及的 9 个相关市县的地
籍调查及数据库的建库入库工作均已完成

一只坡鹿在飞奔。
一只坡鹿在飞奔
。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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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陈/海冰

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文字整理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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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初步建立了汇集国内外 300
多名生物学、
生态学等多学科、
多层次的优秀人才专家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