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五指山片区开展了 12 项资

源监测工作

已建设了 50 个陆生野生动

物资源调查样地

布设 85 台红外相机进行全

天候监控

生态保护与恢复方面

截至目前已完成植物资源和

环境资源 132 个公里网格调查，

共挂牌植物22716株

有害生物清理方面

2021年共清除五指山片区

内薇甘菊等有害生物 180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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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回放
4 月 11 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到海南岛中南部的五
指山市考察调研。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
5个国家公园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五指山片区，沿
木栈道步行察看公园生态环
境，不时停下脚步，询问树木
生长、水源涵养、动植物资源
保护等情况。

牢记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

南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
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
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
展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每棵树上都有相关植物的介绍牌，简洁明了。”6月
15日，走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景区的栈道
上，来自海口的游客刘女士不时停下脚步，通过介绍牌了
解热带雨林里的植物，感受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

这是今年来五指山分局对片区内4条自然教育线
路进行统一植物调查挂牌的成果。目前，该分局已整
理180余种植物科普简介，景区栈道周围重要植物实现
了科普挂牌。

“总书记在考察时感叹，这是一座植物的科普馆。”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科普宣教科
工作人员郑燕介绍，五指山片区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从海拔160米至1867米，五指山片区记录有野生维管
束植物2146种，另有海南粗榧、石碌含笑等284种海南
特有种植物。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科普教育是一个
重要方面。两个月来，郑燕和片区工作人员牢记总书记

嘱托，努力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加强生态保护和自然科普
宣教，向周边社区居民和学校宣传生态文明理念。5月
20日，一支由高校志愿者、当地青年志愿者等近百人组
成的国家公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伍在五指山片区成立，
成为自然科普教育和生态文明理论宣讲的生力军。

“以往，我们是被动宣教。近期，我和同事计划通
过‘讲座+体验’的形式，让学生走进雨林，切身体会雨
林魅力。”郑燕说，这是五指山分局努力拓展自然科普
教育新渠道，开放共享雨林资源的新尝试。

钟仕进表示，自然科普教育和社区宣教是五指山
分局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在保护好的前提下，适度开
展生态旅游等特许经营项目，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
系，展现国家公园风貌，努力结出累累硕果。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保护中发展，眼
下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山林蓊郁，林涛翻腾，一
波胜过一波。 （本报五指山6月15日电）

6月15日，在五指山市通什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生态搬迁（五指山市）安置小区，报龙村党支部书
记王健全和妻子忙着收拾房屋。想到全家月底就能搬
入新房，他打心底里高兴。

王健全说，搬迁出来，每户村民得到了生态补偿，还
能免费接受就业技能培训，“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大家都很
安心，更重要的是青山绿水得到了保护。”

生态搬迁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任
务和标志性工程，海南于2019年启动国家公园生态搬迁
计划，分两批对全省4个市县位于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
内村庄进行整村易地搬迁。

6月6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五指山
市）安置小区举行首批搬迁村民入住仪式，首批40户村
民拿到新家钥匙，入住了政府为他们准备的新房。

“我们预计月底前完成所有村民搬迁协议的签
订。”五指山市林业局局长张圣介绍，五指山市是搬迁
人数最多的市县，涉及5个自然村143户491人，目前
安置小区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完成，将通过土地生态
赎买、开发公益性岗位、配置商业铺面、引导产业聚集
等举措，解决搬迁群众的后续生产生活和就业等问题。

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相关规划，国家公园核
心保护区内的村庄生态搬迁后，相关部门将陆续拆除
村庄旧址的房屋建筑以及附属物，并因地制宜地补种
重阳木、五味子等适合本土生长的树木，以自然生态修
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慢慢恢复村庄旧址区域生态涵
养功能。

村庄搬出大山，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野生动植
物也有了更多生存栖息的空间。

“总书记指出，海南热带雨林不是光属于海南，是
属于全国人民的，是属于地球的，是国宝。”回忆起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五指山片区考察时的场景，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局长钟仕进满怀感触。

对于“国宝”必须实行严格保护。钟仕进介绍，今
年以来，五指山片区的智慧雨林项目加快建设，智慧管
理中心项目建成启用。目前，五指山片区已搭建起红
外线热感应触发相机、卡口监控相机等多种高新技术
设备结合的监控网络。

“我们还申报了智慧防火项目，对片区内松树林、
茅草坡等重点防火区域和外来人员密集活动区域布置
监控和电子卡口。结合人防和技防手段，用实际行动
保障好热带雨林的生态安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五指山分局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张尊志说。

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双碳”背景下，加强生态修
复，增强固碳能力，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重要
任务。

“现阶段已针对性开展生态修复保障性苗圃建设
等项目建设。”钟仕进说，去年五指山片区开展了薇甘
菊、金钟藤等有害生物的调查和清理工作，后续还要进
行生态修复和树种补种，建设生态修复苗木种质资源
库，为国家公园生态修复提供种质资源保障，提升生态
系统的碳汇增量。

目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
正加强森林碳汇研究，计划对片区绿碳现状和增汇潜
力进行科学评估，结合森林抚育、残次林和人工林退出
等行动，有针对性地研发生态恢复技术和开展相关项
目，走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固碳增碳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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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众说 迁

践行嘱托十年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五指山分局工作人员郑燕：
为国家公园的建设
贡献青春力量

4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
区，我作为讲解员向总书记介绍了片
区内的动植物资源情况。同行一公
里，总书记的脚步放得很慢，不时驻足
观察周边的树木，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热带雨
林不是光属于海南，是属于全国人民
的，是属于地球的，是国宝”“要跳出海
南看这项工作”。在今后工作中，我一
定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继承和发
扬林业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把绿色发
展理念传递给身边每一个人，讲好国
家公园的故事，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谢凯）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五指山分局局长钟仕进：
努力打造
国家公园建设新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作为一名基层
林业工作者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的建设者，我备感振奋。

五指山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一张靓丽名片，我要更加努力
工作，将五指山片区打造成为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榜样和表率。
4月以来，我和同事们加快五指山片
区的资源调查，摸清家底，同时已与相
关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展座谈交流，加
快森林碳汇研究与实践。

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接下来，我
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在国家公
园体制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森林碳汇利用等方面积
极探索，大胆实践，努力打造具有特色
的国家公园建设新范式。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心怀“国之大者”，促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护好一脉青山 焕发无限生机
■ 本报记者 谢凯

时时时评评评

■ 张永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
指山市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五指山片区和水满乡毛纳村考察
调研，嘱托海南要坚持生态立省
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
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
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展示中国
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丰硕成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
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
库，要充分认识其对国家的战略
意义，努力结出累累硕果。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
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守护
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牵挂于心。几次来海
南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不仅
点明海南的生态优势，并且推动
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为海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提供了
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心关怀一如既往，指示要
求一以贯之。推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在海南落地生根，勇当
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路先锋”，打
造“海南样板”，提供“海南经
验”——这是海南打造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的必答题，也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硬任务，更是检验
定力和能力的试金石。近年来，
海南牢记生态环境保护这个“国
之大者”，紧盯生态文明建设这
个“重中之重”，紧抓以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为首的标志性工
程，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努力蹚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新路子。如今，在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海南长臂
猿种群数量恢复至5群36只，创
40年以来最高纪录；五指山下，

“两山理论”已经融入日常烟火，
成为海南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的生动缩影。

变化在敢闯敢试中扑面而
来，生态质量在悉心呵护中越来
越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标志性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清
洁能源装机比重达70%、清洁能
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达 8%，大幅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率先在全省
范围内推行“禁塑”；装配式建筑
面积连续四年翻番；“六水共治”
攻坚战全面打响；取消12个市县地区生产总值
考核，初步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实现全岛生活垃圾“零填埋”；PM2.5浓度均值下
降到13微克/立方米，水质、土壤环境总体优良
……海南的一次次探索，一个个创新，一项项成
果，持续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不断
筑牢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板”。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海南生态文
明建设的喜人局面，让人们深切地体会到“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应和
谐共生，人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它也让人们深刻地领
悟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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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生
态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不断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当前，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站上新的历
史起点。持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展现作为，海南
的担子并不轻松；擦亮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个“金
字招牌”，海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未来怎么干？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坚持生态立省，
建设生态一流、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并部署
了一系列重点任务。把蓝图变成实景，需要进一
步增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觉，心怀“国
之大者”，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需要进
一步增强推进制度集成创新的自觉，充分用好中
央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政策；需要进一步增强探索

“两山”转化实现路径的自觉，努力变生态优势为
发展优势，为海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造福。

回望走过的路，收获总是与汗水伴随而
行。站上新的起点，每一步都要付出更为艰辛
的努力。知重负重，坚定前行，持续呵护好青山
绿水、碧海蓝天，不断推动“两山”理论在南海之
滨转化为生动的发展故事，就一定能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作出“海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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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生态搬迁 为动植物腾出新空间

展现国家公园新风貌加强科普教育

走出固碳增碳新路子落实“双碳”行动

热带雨林里，万物竞相生长，溪水潺潺；生态搬迁小区内，孩童嬉戏欢笑，楹联飘墨香……6月的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生机勃发。

今年4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岛中南部的五指山市考察调研时指出，海南要坚持生
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民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牢记嘱托，奋勇前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心怀“国之大者”，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着力加快区域生态修复，积极联动市县推进社区共建，聚焦森林碳汇研究与探索，把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转化成工作的强劲动力和实际成效。

制图/杨千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