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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时指出——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
财富，破坏了就很难恢复。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努力在建
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作出更大成绩。

总书记
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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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报道·回访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李艳玫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省博物馆，参观了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在这里，他鼓
励海南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政策优势，着力在体制机制
创新和发展思路模式创新上下功夫，
谱写美好海南新篇章。

参观时，在生态建设馆的南海珊
瑚展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不仅
询问了南海珊瑚的保护情况和人工饲
养现状，还饶有兴致地讲起了晋朝“石
崇斗富”的历史典故。

“总书记对珊瑚保护工作的关心，让
我们感到振奋，并极大地激励着我们。”4
月6日，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
陈宏在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谈道。

2019年，陈宏及其团队在海南建

立了中国首个珊瑚种子库，现已收集
保护与非保护类珊瑚物种150多种。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珊瑚种子的
‘诺亚方舟’，培育形成大片珊瑚花园，
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珊瑚礁修复提供苗
种。”陈宏说。拥有大面积的美丽珊瑚
礁，不仅能提升海南的旅游形象，更能
有效改变海洋的自然生态环境。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
林”，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以约海底千分之二的覆盖面积，
为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活
的家园；同时，作为海洋“基因库”，珊瑚
礁为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
物质支撑；它还发挥着旅游经济的作
用，为沿海地区人民带来旅游收益。

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受到自然
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全球珊瑚礁
严重退化，珊瑚覆盖率逐年下降，有近

三分之一的石珊瑚面临灭绝风险。
2003年，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

所成立，陈宏任负责人。陈宏是浙江温
州人，1987年10月来到海南后，专注于
培育珊瑚、修复生态等专业工作。

这些年，陈宏及其团队从无到有、
兢兢业业做好珊瑚保护与培育工作，
为获取一线的研究数据，经常潜入海
底做实验。目前，该团队已经创造了
国内繁殖且成活数量最多的珊瑚移植
纪录，珊瑚科研填补了国际珊瑚研究
的多项空白。

近期，陈宏一直在为他发起的“百
万珊瑚培育计划”忙碌着。“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我们要在世界最大规模的珊瑚
礁修复活动上持续发力，不仅要把珊瑚
礁修复好，也要将海洋生态保护理念传
扬好。”陈宏说。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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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陈宏：

守护好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

五指山分局管护范围内的陆栖脊椎野
生动物记录数量从289种增加到345
种，这得益于国家公园成立后在人员、
资金、项目、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这两年来，我们在资源调查、科研监
测、科研项目上，都有显著的进步。

进入国家公园的时代，我们不再

是单一地保护生态环境，而是更加注
重社区协调性和全民共享的生态文
明理念，这也提升了国家公园周边居
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下一步，我们科研人员将利用好国
家公园的平台，建立健全完整且适宜本
地的监测体系，加强森林碳汇研究，保
护和提升海南热带雨林的生态价值。

向总书记说句心里话

新发展 新变化 新生活

今年是我从事护林工作的第17
个年头。17年来，我见证了五指山这
片山林越来越绿。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成立后，设立核心保护区和一
般控制区，大片的森林得到休养生
息，与此同时，周边社区居民的保护

意识也逐渐变强，比如，需要种植或
者产业发展时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
不再随意砍伐林木，村民们进山也更
加注重森林防火。下一步，我将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好这片热带
雨林，保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

守好热带雨林 保护生态环境

总书记和我面对面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4月初，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霸王岭片区深处，海南长臂猿B群的8
只成员在山间拽拉一粒粒高山榕果子
吃，这吃相正酣的一幕幕又被屏息蹲守
在10多米开外的监测队队员黄卢标

“逮”个正着。
“是它！这小家伙最近又长个了！”

黄卢标认得，那只毛色黑亮的幼猿，就
是一年前刚刚被“认证”的B群新成
员！突然，这只幼猿快速起跳扑向一旁
的母猿。母猿顺势将它搂在怀里，并在
树冠间攀援远去。同样也是在霸王岭，
最近一年来，另一监测队员王进强所在
的团队也监测到，在长臂猿D群里，另
一只幼猿攀援觅食的身手越来越敏捷。

大约40年前，海南长臂猿仅存2群
不足10只，仅分布于海南霸王岭热带雨

林深处，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为“全球最稀有的灵长类动
物”，其濒危程度为“极危”。

近年来，海南长臂猿种群总体呈现
稳定增长态势。尤其是自2018年启动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以来，我省通过加速生态自然恢复、人
工辅助修复、猿食植物补植等措施加快
生态廊道建设，接连传来捷报：

2020年，长臂猿E群增加一只新生
猿；

2021年3月，长臂猿B群、D群分
别增加一只新生猿，分别为7月龄和6
月龄。

至此，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增至
5群35只，这一数字创近40年新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南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践行。

2018 年 4 月 13 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参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成就展时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
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破坏
了就很难恢复。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
为海南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
湛蓝海水，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方面作出更大成绩。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我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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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乃
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
在起步晚、时间紧、任务重等重重困难
下，统筹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堪
称万千头绪，该从哪里“破题”推进？

“自启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以来，海南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在海南长臂猿保护、生态搬

迁、‘两山’转化路径、GEP核算等方面，
也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黄金
城介绍，在一轮轮“破题”与“大考”中，
这项工作也交出了一份份“亮丽答
卷”——

高效整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试点区原有20个自然保护地，并创新推
出国家公园综合执法派驻双重管理机
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
行）》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
营管理办法》相继颁发，国家公园管理
纳入法治化轨道，并制定实施国家公园
社区发展、调查评估、巡护管护等10多
项制度、办法和规范；

在建立科研监测体系方面，海南已
初步构建起覆盖国家公园的“森林动态
监测大样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公
里网格样地”四位一体的热带雨林生物
多样性监测系统；

在推进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
搬迁方面，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

村率先完成整村生态搬迁工作，探索出
了一条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路径，
东方、保亭、五指山等市县也将于今年
内完成生态搬迁任务；

……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9月，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2019年度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GEP）正式发布；经科学测
算，海南热带雨林估值为2045亿元，单
位面积GEP为0.46亿元每平方公里；
这也意味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也
成为了中国首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
国家公园。

“下一步，海南将优化整合尖峰岭、
霸王岭等20个自然保护地，把它们之间
的生态廊道连接起来，为海南长臂猿等
珍稀野生动植物繁衍提供更加完整的
生存空间。”黄金城介绍。

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北宋文
学家苏轼诗篇里“柏家渡西日欲落，青
山上下猿鸟乐”的和谐画面，将更多地
重现在海南热带雨林深处。

（本报霸王岭4月10日电）

打造国家公园“海南样板”成效初显，海南长臂猿增至5群35只

护一脉青山 养万物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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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亚蜈支洲岛
附近海域珊瑚礁修复生长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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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管理科科研人员李佳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通什管站护林员王成光：

提升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