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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多举措助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筑牢生态屏障 守护﹃

热带雨林被誉为“地球之肺”，霸王岭林区是海南热带雨林
的典型代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动植物种类繁多，生态系统完
整，生态功能齐全，具有典型性、独特性、珍稀性、多样性四大特
征，分布有野生植物 2213 种，野生动物 365 种。其中独有的海
南长臂猿是全球现有灵长类动物中数量最少、极度濒危的物
种。经过数十年的精心保护，霸王岭的生态环境恢复良好，生活
在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近年来生存数量稳步增加，目前，已增加
至 5 群共 35 只。
近年来，海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
念，整合中南部山区各类自然保护地，举全省之力推进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自启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工作以来，作为涉及市县之一的昌江全力配合，多举措推进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今年 10 月 12 日，我国正式
设立首批 5 个国家公园，
其中就包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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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野蜂采蜜。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热带雨林是各类昆虫的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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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蛇等，
我们必须得谨慎小心。
”
陆景
星说，
按照制定的路线，
巡护一次，
他们
需要三五个小时，
每天要巡护2次。
护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陆景星说，是与村民交涉，防止村民
占有林地。以前在林地和非林地的
交界处经常会出现纷争，村民会在林
地上种橡胶、芒果树等，
“面对这种情
况，不能和村民硬碰硬，只能尽力去
说服他们。”他坦言，近年来，随着政
策以及爱林护林宣传力度的加大，这
种情况得到了好转。
“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这
是一件对自身和群众有益的事。尽
管护林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将努力
克服，一直坚持巡护下去，直到退休
为止。”护林员庞梅兰说。今年 45 岁
的庞梅兰已干了 14 年护林工作，她对
大山和树林已有了深厚的感情。
在昌江，像陆景星、庞梅兰这样
的护林员还有很多。

联合昌江人民检察院、王下乡政府等
联合举办森林资源保护专项行动现
场会；同时，乌烈、洪水等管护站和当
地乡政府、村委会多次召开座谈会，
协商解决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存在
的矛盾和问题；管护站和辖区派出所
还一道在保护区周边村庄开展保护
野生动物及打击非法收藏枪支弹药
宣传活动，并利用宣传车到各村用黎
族话、海南话、普通话等多种语言进
行防火宣传。
“一方面抓好森林资源保护宣传，
一方面通过解决群众就业、幼儿入学
等问题，确保林区生态安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生
态保护科科长唐惠海说。他介绍，该
局把部分有威信、责任心强的黎族青
年安排到森林资源管护岗位上，并通
过建幼儿园解决林区职工和周边社区
群众子女的学前教育困难的问题。
⬆昌江王下乡十里画廊风景如画。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打击违法行为 | 守护雨林及其生态系统

近日，
在昌江王下乡浪论村，
昌江
综合行政执法局国家公园执法大队在
巡逻过程中发现了有村民在雨林套种
槟榔树，共有 300 棵。随后该执法大
队联合当地村干部找到了当事村民，
并对该村民进行思想教育，最终将这
些槟榔树移除，
保护了热带雨林。
“基本每天都要到辖区林地巡
逻。发现最多的就是有人在林区套
种其他经济树木。一旦发现这个情
况，就会立即查处。”昌江综合行政执
法局国家公园执法大队队长谢圣欣
说，为更好地保护雨林资源，助力国
家公园建设，昌江于去年 8 月底成立
了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国家公园执法
大队，并派驻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配合有关工作，
主要负责日常巡护，以及对群众进行
生态保护宣传教育等，守护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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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社区联防共管 | 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合力

日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
区协调昌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分局举
行。会上，昌江综合行政执法局、县
林业局、七叉镇、王下乡等有关负责
人作交流发言。
据了解，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社区协调昌江委员会自去年 8 月底成
立以来，积极开展社区协调工作，先
后 3 次到乌烈、雅加、王下、洪水等管
护站调研，了解社情、林情，力求解决
资源保护和社区发展建设中出现的
矛盾和分歧。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
社区活动，协商解决资源保护与社区
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社区协
调委员会办公室的统一安排下，昌江
辖区内 6 个管护站积极开展形式多样
社区活动。去年 12 月 30 日，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

C

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做好雨林巡护 | 加大生态资源管护力度

“被蝎子蜇、蜈蚣爬、蚊虫咬，这
些都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为了
保护雨林，吃点苦没什么。”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乌
烈管护站护林员陆景星说，他从事护
林工作已有 12 年之久。
巡山是陆景星和同事们的日常
工作。钩刀、木棍、水壶等是他们的
装备，像往常一样，陆景星和同事负
责的是乌烈岭的巡护。每天一早，他
们骑着摩托车从管护站出发，经过弯
弯曲曲、窄小的土路，土路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
“以前经常摔倒，现在已经
锻炼出来了。”
他说。
带好装备，
就沿着经常走的山路上
山了。一路上，
他们先看是否出现有新
“开辟”
的小路，
是否有人进入过树林，
然后查看树林是否有被砍过的痕迹，
以
及是否有铁笼等捕捉动物的工具等。
山路陡峭时，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
去。
“沿途会出现蝎子、蜈蚣、蚊虫以及

B

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

及其生态系统。
近年来，昌江有关部门还不定期
联合开展各种清山及专项打击行动，
坚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盗伐、滥伐、
违法占地、乱捕滥猎等）行为。
“护林人员每日在自然保护地和
林区林场，会加强对鸟类等野生动物
栖息地、越冬地、繁殖地、迁飞停歇
地、集群活动区的野外巡护和值守工
作，并做好每日巡护登记台账，一旦
出现异常就要第一时间报县林业局
处理。县林业局也会第一时间联合
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查处。”县林业局
局长文继恋说。
据悉，今年上半年以来，基层各
管护站自行或联合林区派出所共开
展清山及打击破坏森林资源专项行
动 80 余次，清理套种 5 处、苗木 750
株等，
有效地保护了资源安全。

目前

155.9 万亩
森林覆盖率从 2019 年的 63.6%提升至如今的 64.14%
昌江森林面积有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依托生态环境资源
该县打造四大
“国”
字号公园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棋子湾国家海洋公园

石碌国家地质公园

已创成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书记陈儒茂
就当前昌江森林资源保护、推进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以及昌江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挂牌后将如何巩
固成果等问题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昌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筑牢生态屏障，提升发展质量，在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争当
全省生态样板，
作出昌江贡献。
”
陈儒茂说。
陈儒茂指出，
两年时间，
昌江森林覆盖
率 从 2019 年 的 63.6% 提 升 至 如 今 的
64.14%，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目前全县规划
林地面积 156.9 万亩，林地保有量 156.46
万亩，
森林面积 155.9 万亩。昌江自然保护
地类型丰富，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
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目前，已
获批建立棋子湾国家海洋公园、海尾国家
湿地公园、石碌国家地质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
设以来，昌江主要采取哪些举措推进建
设，有哪些经验？陈儒茂说，省委赋予昌
江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政治责
任，意味着守护好这片热带雨林，保护好
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昌江，更关系到海
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成效。近
年来，昌江先后成立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委
员会、国家公园执法大队，加强森林资源、
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保护管理；启动霸王
岭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工程申报，举办“走
进霸王岭、亲近长臂猿”
“ 霸王岭上探雨
林·昌化江畔木棉红”等热带雨林生态文
化旅游活动，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国家公园
保护；大力实施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等项
目，补种长臂猿喜食树种 4248 亩，确保海
南长臂猿种群数量不断增加；大力创建森
林公园，去年创成了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3A 级景区。特别是，昌江在霸王岭腹地
的王下乡，依托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高标准规划建设“黎
花里”文旅小镇，打造“中国第一黎乡”品
牌，让曾经最偏远落后的贫困山区变成如
今的网红打卡地，带动越来越多的群众吃
上旅游饭，为全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具体实践。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昌
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建设？陈儒茂表示，将继续
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公园再创 4A、5A
级景区，并规划建设昌化大岭省级森林公
园。同时深入推进王下乡“两山”理论实
践创新基地建设，继续规划建设“黎花里”
文旅小镇三期项目，充分挖掘王下生态环
境优势和自然资源价值，推动生态产业化
和产业生态化，助力王下乡打造乡村振兴
样板。加快推进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
工作，提高生态效益补偿金标准，鼓励种
植花梨、沉香、木棉等本土特色树种，努力
在创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发展生态
优势特色产业等方面形成一批经验成
果。还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湿地系统
治理和生态修复，加大力度实施天然林和
防护林体系建设、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
动植物保护、毁损矿山生态治理恢复、海
洋生态修复、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等
等，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有力支撑。
（本报石碌 11 月 24 日电）

3A 级景区

王下乡荣获我省首个
“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七叉镇荣获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乡镇”
称号
浪论村等

6 个村庄荣获“国家森林村庄”称号

制图/张昕

践行
“两山”理论 | 王下乡的生态保护之路

地处霸王岭腹地的王下乡，交通
强，环境越来越好，风光旖旎，环境优
不便，信息闭塞，20 世纪 90 年代以
越。近年来，昌江便以王下乡创建全
前，当地的村民常常砍伐树木，以烧
省首个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为
山开荒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从
契机，通过系列“两山”转化模式和路
1999 年开始，政府全面禁止烧山，实
径探索，着力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并于 2002 年
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使得
起 为 村 民 发 放 橡 胶 苗 ，发 展 经 济 。 “绿水青山”
变成
“金山银山”。
2007 年，昌江在全省率先实施生态补
2019 年，该县启动王下乡“黎花
偿机制农民直补试点，每人每月可领
里”文旅小镇建设，打造王下乡“黎花
取 60 元的生态补偿金。
里”文旅项目，按照“一步一里一风
除了生态补偿，昌江 2006 年首
情”的思路，以点串线、连线成面策划
开海南教育扶贫移民先河，还对王下
打造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黎花三
乡实行教育移民，通过教育移民减少
里”，积极创新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生态保护区的人口，逐步改变其生产
如今，王下乡老百姓挖掉了“穷根”，
生活方式。
摘下了“贫困帽”，吃上了“旅游饭”，
王下乡在教育移民、生态补偿等
集体经济不断培育壮大。
政策助力下，生态资源保护不断增
（本报石碌 11 月 24 日电）

⬇在霸王岭拍摄到的海南长臂猿。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霸王岭分局乌烈管护站护林员陆景
星（后）和同事在巡山。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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