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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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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牵挂于
心。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中央赋予
海南的重大任务和光荣使命，是筑牢海南绿
色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是保护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有效途径，是拯救
我国热带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迫切需
要，也是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
径的具体实践。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近年来，海
南把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作为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工程之首，下大力
气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和生物多
样性、探索国家公园体制创新、寻求“两山”
转化实现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统一
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新体制，开创土地置换
新模式、实施生态搬迁，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
研究国际合作和联合攻关，在全国率先开展
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这一项项成果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积累

了经验，也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持续擦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张“生态名片”，当
好生态文明建设“探路先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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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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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10月11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片区智慧雨
林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尊志打开智慧雨林平台，画面内是鸟兽欢腾
的生动自然景象。这些画面由该片区不同地点红外线热感应相机自
动抓取、实时传送。“过去依靠护林员，获取动物的各种监测信息非常
有限，现在通过智慧监控系统，不仅可以实时记录数据、图像，还可以
进行数据分析，工作非常便利。”他说。

当天，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和省林业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展报告2019—2022》，总结和梳理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的工作历程及经验。“建立保护管理科技
监测体系”，被写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主要进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一年来，海南着力建立保护管理科技
监测体系，启动以核心保护区电子围栏为试点的国家公园智慧雨林项
目建设，构建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系统，与此同时，海南加快
生态资源转化和高效利用，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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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国之大者”，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加强党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科学有效保护自然
◎着力体制机制创新破解难题，统筹生态保护和民生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
■ 建立统一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新体制

■ 首创建立综合执法派驻双重管理机制

■ 建立跨部门、跨地方工作协调机制

10月10日拂晓，沿着白沙黎族自治
县青松乡青松村狭窄的村道，行走至背
靠霸王岭的山脚下，从3座山头分别传
来海南长臂猿嘹亮的鸣叫，先是雄猿鸣
叫，接着雌猿和幼猿加入“合唱”，雨林的
一天从此开始。

此前，由于热带雨林的急剧减少和
破碎化，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不断
减少，最少时仅在霸王岭片区存有7至
9只。

“随着严格限制人类活动，以及实行
栖息地修复、建立生态廊道、组建专职监
测队伍等举措，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逐
年上升。”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执行院长
汤炎非介绍，海南长臂猿生境条件持续
改善，种群数量呈现逐年稳步增加势头，
监测报告显示，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
2019年为4群30只，到2022年已增加
至5群36只。

青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国新说：“日积月累的科普宣教让村民

自觉遵守着热带雨林保护的各项规
定，此外，还有4名村民加入到海南长
臂猿的监测队伍中，每日动态监测物
种数据，社区共建国家公园的氛围日
益浓厚。”

海南长臂猿种群保护初见成效，折
射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物种保护
方面的不断努力。当前，海南草拟《海南
长臂猿种群保护和恢复行动计划》、编制
《海南长臂猿种群监测规范》、组建海南
长臂猿专业监测队伍、开展霸王岭海南
长臂猿栖息地生物声学监测等项目已完
成阶段性工作。

下一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还将实施国家公园小爪水獭资源现
状专项调查与保护对策研究项目，加强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研究，针对热带雨林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设立多个项
目开展研究，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开
展合作，共建生态研究平台。

10月 11日，走进五指山市水满乡
毛纳村，洋房错落有致，水泥村道平
整。村舍后的山坡上栽满茶树，茶农们
采茶正忙。

“现在，我们依靠茶叶走上致富路，
周围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毛纳村返乡创业青年、村民黄芳德从事
本地茶叶及农副产品代销，如今，不仅是
茶叶，优美的自然风光也间接带动了她
的收入，“现在年收入是我回村创业前的
两倍”。

海南热带雨林的生态价值已经逐步
体现，“生态账”在村民眼中俨然变成了
一笔清晰的“经济账”。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成果于2021年9月26日首
次发布——2045.13亿元是这片雨林的

“身价”。
用一个量化的生态价值数据倒逼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保护与发展共生，海南
正积极探索生态资源的高效转化和利
用，释放最大价值。

“我们利用资源调查、定位监测、遥感
监测、3S技术等方式积累了海量本底数
据，同时通过建立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生
态系统空间数据库，计算出固碳释氧、水
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各项指标的生态产
品实物量。”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陈宗铸介绍，在摸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内的“生态家底”后，他们综合运用市
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方
式，核算出上述指标的货币价值。

海南省林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GEP核算体系共设物质产品、调节服
务、文化服务3个一级指标，其中物质产
品包括农、林、渔、畜牧业产品及生态能
源等，调节服务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
壤、固碳释氧等，文化服务包括休闲旅
游、景观价值等。

“生态保护是有效益的。”陈宗铸向
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政府部门可将GEP
的结果作为生态补偿的依据和标准，通
过资金补偿、产业扶持等多种形式完成
向村民、企业的横向生态补偿。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南正探索培育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交易机制，建立交易
平台，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相
关政策法规，以期尽快打通“资源—资产
—资本—资金”的转化通道。

此外，为用好热带雨林资源，海南省
旅文厅已经启动热带雨林生态游推广活
动，省林业局正着手制定海南省森林康
养发展规划和海南省森林康养标准，同
时探索在国家公园各片区设计开发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自然教育线路，更好地守
护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们已经完成2020年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报
告并通过专家评审。”海南省林业局副局
长李开文介绍，海南已经印发《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原生态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并组织申报，接下来，将继续坚
持共建共享理念，大力打造生态产品特
色品牌，挖掘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让
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

（本报五指山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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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GEP核算 释放生态价值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10月11日一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霸王岭片区，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
文永又循着悠长而空灵的猿啼声，快步地爬
上了海拔大约800米的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
乡斧头岭白锥监测点，屏息蹲伏在灌木丛里，
视线往上追寻着。不多时，一只只海南长臂
猿就从他头顶侧方10多米高的枝杈快速攀
援而过，打破了雨林的静谧。

地处霸王岭东侧的青松乡境内山丘溪流
横集，热带雨林生态环境优良。在全球仅存
的5群36只海南长臂猿中，其中就有3个种
群活跃于青松乡附近的08岗-红河谷、苗村
后山、打炳村后山一带。近年来，有关部门及
动物保护组织陆续种了数万株海南长臂猿喜
食的乡土树种，现今这群“雨林精灵”的活动
范围已越来越大。

在山上猿声啼不住之时，世代生活在山
下的青松村村民们已在优化“寻源头（三江源
头）、闻猿声（海南长臂猿）、观猿影、结缘分”
特色乡村游路线。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吕延波介绍，青松村毗邻海南长
臂猿C种群常年栖居的斧头岭区域，依托这
一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该村已完成“青缘·山
色”特色民宿的相关配套建设，并已对外试运

营，引得不少游客前来“尝鲜”体验。
同样也是在霸王岭山脚下，一股股山泉

潺潺流淌，浸润着生长在山坳间、坡地上的一
株株山兰旱稻。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
独特的山兰旱稻，目前青松乡种植山兰旱稻
约3500亩，主要有山兰香、山兰糯、山兰黑 、
山兰红等品种，近年来持续走俏于市场，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助农增收“金谷子”。

“沿着山泉、水塘建设观景栈道，见缝插
针地在栈道两侧种植山兰稻，增加景观性，也
能让游客观景更尽兴。”青松乡政府有关负责
人介绍，如今，青松乡拥处村不断打造完善观
景平台、山兰稻教育体验园、农副产品形象展
销区、“啦奥门”山兰文化舞台配套设施、沿河
景观铁索、露营基地等工程，聚集更多的游客
与商机，持续助农增收。

近年来，白沙依托全省唯一的县域国家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这块金字招牌，积极探
索“两山”转换路径，做大做强“陨石坑上的茶
叶”文章，打造了白沙绿茶、陨坑茶、薄纱、五
里路等系列白沙茶品牌，绿茶、红茶、白茶等
茶产品呈现多元化发展。

白沙还积极探寻并“解码”隐匿于热带雨

林里的野生古茶树，仅在位于鹦哥岭腹地的
南开乡高峰村就发现了至少数千株古茶树。
今年7月，白沙茶树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在
位于白沙农场牙叉九队的海南天然茶叶有限
公司种植基地揭牌，这是全省目前唯一一个
茶树类别的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保存
了鹦哥岭、五指山、黎母山等地海南大叶茶种
质资源19份，云南大叶、福鼎大白、黄金芽等
品种种质资源54份。

10月10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中心揭牌暨海南大叶种茶遗传资源全省普
查活动在白沙启动。接下来，省农科院将协
同白沙摸清白沙古树茶资源家底，用好雨林
古树茶资源，讲好古树茶故事。

按照“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
金山”的茶旅一体化发展路子，白沙正在打造
集生态茶叶生产、茶园观光休闲、黎族苗族文
化体验、乡村养生度假等于一体的茶旅融合
产业，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中，进一
步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本报牙叉10月11日电）

白沙积极融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探索“两山”转换路径

守好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旗舰物种保护成效初显

生态搬迁
从2019年9月起，分两步以自然村为

单元完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
的生态移民整体搬迁工作，第一批高峰村

3个自然村 118户498人2020年底已经完

成，全部工作将于2022年底全部完成

海南长臂猿保护
监测报告显示，海南长

臂猿种群数量，2019年为4
群 30 只，2022年增加到 5
群36只

生物多样性保护
加大坡鹿等濒危动物保护力度。

目前坡鹿种群恢复到约 400 至 500
头。实施野外放养和异地繁殖工程，

已有 130多头坡鹿重新回归大自然

野生动植物种类
和数量明显增加

3年来，海南热带雨林至少

已发现野生动植物 28 个新成

员，包括 9 个植物新种、6 个动

物新种和 13个大型真菌新种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工作
初步核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2019年度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GEP）为 2045.13亿元，单位

面积GEP为每平方千米0.46亿元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亮点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经验

制图/张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内
花开正艳。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初秋时节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初秋时节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2021年8月拍摄到的D群海南长臂猿。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护
林员正在巡山。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