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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期刊顾问

詹姆斯·克雷布获 IUCN 珊瑚专家组大奖

文/徐艳君

摘要：詹姆斯·克雷布为推动珊瑚物种的保护，收集了众多从加勒比海到印度洋-太平洋的

珊瑚物种的数据，这项突出贡献使他荣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珊瑚专家组大奖。

关键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珊瑚，物种保护

徐艳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期刊顾问詹姆斯·克雷布教授获 IUCN 珊瑚专家组大

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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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工程技术协会（IETI）主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BioGreen）国际期刊顾问、英国牛津大学詹姆斯·克雷布（James Crabbe）教

授获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珊瑚专家组的专家组大奖（Grand Prize Award），以表彰他在担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的珊瑚礁物种专家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詹姆斯教授收集了从加勒比海到印度洋-太平洋的珊瑚物种的许多数据，以

确定它们是否有灭绝的危险。他希望这一重大项目的结果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的一

份报告中公布，以便向公众、决策者和政府通报珊瑚礁物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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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规划标准》正式实施，

欢迎采用！

文/秦秀芳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生物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也是目标和手段。城市或区域的规划和发展，首先应该做好各项规划，生物多样性规划是其

中最重要的规划之一。采用《生物多样性规划标准》能够有效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局面，实

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标准，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秦秀芳. 《生物多样性规划标准》正式实施，欢迎采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

目前，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制订的《生

物多样性规划标准》（T/CGDF 00029-2022）团体标准已通过专家论证并正式实

施，欢迎社会各界采用。该标准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动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划”（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该标准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规划的基本要求，涵盖基本概况、现状调查与分析、

规划目标和规划指标、规划重点、公众参与、保障措施、规划成果要求等方面的

规范，确定了生物多样性规划的基本原则、操作规程和要求；适用于政府部门和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等开展生物多样性规划和建设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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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

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2020

年 9 月 9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0》（2020 Living

Planet Report）显示，1970—2016 年，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鱼类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 68%。因此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迫在

眉睫。

生物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目标和手段。城市或区域的规划和

发展，首先应该做好各项规划，生物多样性规划是其中最重要的规划之一。采用

《生物多样性规划标准》能够有效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局面，实现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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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安全，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文/秦秀芳

摘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一些重大问题，相关规

划纲要在编制过程中深入研究，科学论证。治理黄河，重在保护！黑山峡的生态系统，具有

唯一性，在这一区域启动水利工程建设，需要慎重且科学的评估。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水利工程，科学评估

秦秀芳.关注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安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为科学协调水利工程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组织召开“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安全”讨

论会。讨论会通过聚焦正在进行中黑山峡水利工程建设方案，对关注水利工程开

发建设对黄河全流域在民生、环保、生态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影响。

会议希望通过搭建研讨平台，实现百家争鸣，特别是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建设

的必要性，及其在生物多样性、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方面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充

分探讨，让各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充分参与、对话，寻求创新性解决方案、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在会上表示，“自然的生态，是我们目

前仍在迅速丧失并真正缺乏的，而基于自然生态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保护的关

键！我们不仅要通过会议学习国家关于黄河保护的政策，更要认识到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一些重大问题，相关规划纲要

在编制过程中深入研究，科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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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强调，一项大的水利工程，对整个黄河流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保护

优先，是应该放在首位的原则。治理黄河，重在保护！黑山峡的生态系统具有唯

一性。如果启动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多大？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

和论证。

周晋峰引用了一项来自哥本哈根大学关于修复湿地和恢复湿地的对比研究

案例，来说明湿地治理可能拗不过人为造成的破坏——如果不尊重自然，湿地修

复可能是劳而无功的。丹麦研究团队的这项研究发现：无论这些地区的湿地是在

7 年前、还是 17 年前被修复的，它们的植物多样性依然很低；在生物多样性方

面没有什么起色。在被调查的湿地中，平均每 4平方米只有 9.5 个植物物种；而

在丹麦的自然、天然湿地中，却包含大约 4倍于此的植物物种。

-14-



绿会科技出版智库申请国家新闻出版署

高质量建设计划

文/王晓琼

摘要：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

（简称《通知》），对全国从事出版研究的优秀机构或部门开展遴选培育。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新时代科技传播与出版研究智库响应《通知》要求，发挥发挥人才、资

源、决策优势，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申报工作。为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世界一流期刊创建提

供专业支撑，助力出版强国建设。

关键词：出版智库，生态文明，科技传播，期刊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

王晓琼.绿会科技出版智库申请国家新闻出版署高质量建设计划.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国

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实施出版智库

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国新出

发〔2022〕2 号），对全国从事出版

研究的优秀机构或部门开展遴选

培育。此项工作与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新时代科

技传播与出版研究智库（简称“绿

会科技出版智库”）的关注和研究

领域高度契合，智库总干事周晋峰

对此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安排并指

导申报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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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会科技出版智库长期从事科技出版、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出版建设理论

研究、出版研究智库体系建设及人才培养研究等领域工作，现有核心成员 30 多

名。其中，多名高层次专家学者为国际、国内出版业领军人才，长期在求是杂志

社、新华社、中国知网、国际期刊《GigaScience》、国际期刊《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BioGreen）、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小康》杂志社、英国剑桥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从事科技期刊出版、研究和管理工作，具有丰富

的理论储备与实践经验。

绿会科技出版智库长期发挥人才、资源、决策优势，先后联合中国绿发会专

家委员会、钱学森沙产业基金、双碳基金等二级机构及国际专家顾问团，结合国

际国内热点和重点议题，先后组织召开百余场专家研讨会，邀请 10 多名院士与

300 多名各领域专家共同参会，形成专家建议提交中央有关部门并获积极反馈。

近年来，结合互联网新时代的传播特点，科技出版智库积极探索新闻出版传

播的网络模式，打造“绿会融媒”品牌影响力。在绿会融媒多平台联动，不断提

升传播效能的机制下，2022 年 1 月，中国绿发会在中国科协系统发布的科学传

播榜中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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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会科技出版智库的支撑与指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BioGreen）国际期刊先后邀请 20 多名国内外优秀专家加入期刊编委团队，聚

焦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环境科学和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与传播，提

供免费阅读和开放下载，为加强国际传播和网络传播，形成了国内外合作+高质

量出版智库团队指导的工作模式，现期刊已获知网收录。

2022 年，绿会科技出版智库将重点围绕“科学家需要怎样的期刊”、“未来

科技期刊发展趋势”、“如何为科技出版社服务以提升期刊影响力”，“数字出版与

网络传播趋势”、“科技出版伦理和科研诚信”、“新科技出版潮流研究”等前沿热

点问题，和生态文明出版研究、生物多样性出版研究、绿色发展（气候变化和碳

中和）出版研究等重点议题，组织召开专家交流会。邀请国内外领域科学家、科

技期刊编辑人员、科技期刊出版管理人员、科技出版领域青年骨干畅所欲言，科

学精准的把握科技出版领域的发展态势。

绿会科技出版智库希望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遴选和培育，

不断提升智库的内生动力，围绕出版领域常态化研究咨询工作的开展，充分吸纳

相关领域人才，壮大专家队伍，提升智库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打造更加契合新

时代科技出版传播特点的专业化智库体系和人才储备与培养平台，为科技期刊高

质量发展、世界一流期刊创建提供专业支撑，助力出版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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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王佃宝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平台（GBIF）发布

连云港普通燕鸥数据

文/李晓月

摘要：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是

由世界各国政府资助的国际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旨在为全球范围内提供免费的生物多样性

科学数据。2022 年 1 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GBIF 工作组将连云港地区

的普通燕鸥数据上传至 GBIF 并发布，供相关人士参考及下载。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GBIF，普通燕鸥

李晓月.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平台（GBIF）发布连云港普通燕鸥数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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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BIF 平台

目前，这组最新的普通燕鸥数据，已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 GBIF 工作组收录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平台，用户可以根据需

要在这一平台下载并使用（文末附下载路径及引用方式）。

普通燕鸥，拉丁学名为 Sterna hirundo，是脊索动物门（Chordata）鸟纲

（Aves）鸥形目（Lariformes）鸥科（Laridae）燕鸥属（Sterna）的一种迁徙

夏候鸟。其头顶部黑色，背、肩和翅上覆羽鼠灰色或蓝灰色，外侧尾羽延长。普

通燕鸥通常小群活动，栖息于河湖、水塘和沼泽地带，以小鱼、虾、昆虫等小型

动物为食。繁殖期为 5-7 月，常成群在一起营巢繁殖，种群主要分布在欧洲、亚

洲和北美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中普通燕鸥为无危（LC）物种。

-19-



本组普通燕鸥收录数据来源于摄影师王佃宝，他拍摄过的鸟儿有一千多种，

对于各种鸟的习性，尤其是连云港市的鸟类，如数家珍。感谢王佃宝对丰富全球

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平台中国区数据的积极贡献。

∙ 数据下载地址：

Occurrence 3427411301 (gbif.org)

∙ 研究报告下载地址：

https://www.gbif.org/occurrence/3427411301

∙ 数据引用方式：

Zhou J, Wong L (2022). CBCGDF CCAfa Volunteer Observation Archive. Version

1.44.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ccurrence dataset https://doi.org/10.15468/wxze8b accessed via

GBIF.org on 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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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与 GEP 核算“双提升”

文/冯璐

摘要：通过“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优化提升方案”研讨会重点讨论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

体系和 GEP 核算指标的双优化、双提升，旨在形成一套科学的适用于普洱市高质量发展的考

核指标体系。

关键词：普洱，绿色经济考评体系，GEP 核算，优化，提升

冯璐. 推进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与 GEP 核算“双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组织召

开的“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优化提升方案”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重点针对

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体系的优化，以及如何实现其与 GEP 指标体系科学整合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中国绿发会北京研究院副院长卢善龙、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春平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李江涛教授、王茹教授、

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韩宝龙博士、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李

忠主任、普洱市发改委副主任、市绿色经济办主任冯俞竣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一同

参会。

与会专家就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体系和 GEP 两个体系应该独立并存、分别优

化提升，还是科学整合优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方面，绿色经济考评体

系和 GEP 两者是相对独立的，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体现经济增值，而 GEP 核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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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生态产值，不能简单直接地对两者进行整合；另一方面，绿色经济考评体系

和 GEP 两者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新时代、新思想、新理念的发展要求，应

对现有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中的部分指标适当取舍，化繁为简，并考虑纳入碳汇、

绿色技术创新、生物多样性等适合于当下发展的指标，而 GEP 核算可服务并应用

于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护修复识别、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生态保护绩效考核等。

卢善龙就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体系的由来、GEP 核算的发展、以及实际操作

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综合介绍，并提出两个指标体系如何优化提升、是否应该整

合和如何整合等现实问题。李江涛详细介绍了普洱市绿色经济考评体系建立之初，

对其指标设置和运行等方面的考量，并表示 GEP 着重体现生态产品价值，也就是

生态系统的产值，是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中生态系统增值部分的拓展和完善，但两

者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区别。杨春平认为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与 GEP 是两套逻辑体系，

是否能够整合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该简单地放在一起，认为绿色经济考评体系

需要完善的细节。韩宝龙结合 GEP 核算在深圳和浙江丽水的发展与应用，表示

GEP 核算让生态产品价值清晰量化，从而能更好地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但它注重的是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而非经济考核。李忠强调绿色经济考

评体系需要梳理，理论、指标都要与时俱进的完善和改进。王茹则认为要关注“十

四五”提到的约束性指标，指标体系上下运行一定要贯通。

普洱市绿色经济办相关负责人分析了绿色经济考评体系和 GEP 核算在普洱

市各政府单位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表示希望通过研讨实现考评体系优化

提升后，各指标设置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和简单化，可操作性强，适用性广。

与会专家建议普洱市首先明确本身应用指标考评体系的管理需求和目的，是以经

济建设为主或是以绿水青山为主，在对绿色经济考评体系优化提升应用的同时，

与时俱进，提升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格局，形成一套科学的适用于普洱市高质量发

展的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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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湿地公约》、《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个国际公约，参与了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马赛宣言》的起草和多项全球重磅级报告的评审和建言，与多个国际组

中国绿发会国际部荣获第十一届公益节公益集体奖

文/徐艳君

摘要：鉴于中国绿发会国际部长期以来在国际领域积极推广生态文明建设，讲述、讲好中国

故事，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典型事迹，经提名推荐、评委会审核，被第十一届

公益节暨 2021 企业社会责任嘉年华授予年度公益集体奖。

关键词：公益，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中国故事，全球环境治理

徐艳君. 中国绿发会国际部荣获第十一届公益节公益集体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作为对 2021 年度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部（简称“中

国绿发会国际部”）工作的肯定，第十一届公益节暨 2021 企业社会责任嘉年华组

委会将年度公益集体奖授予中国绿发会国际部。

长期以来，中国绿发会国际部积极响应“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号召，通过在

国际领域讲述、讲好中国故事，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出发，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

形象，并结合实际工作建言献策，助力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参与国

际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社会倡导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环境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受到广泛关注与赞誉。

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中国绿发会国际部的推动下，中国绿发会

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国际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加入联合国《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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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

中国绿发会国际部发起“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积极推荐青年人才去

国际组织、联合国等机构发声、任职，通过中国青年讲述中国生动的案例和实践，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

作为国内首个由大众媒体联袂发起的以“公益”命名的节日，公益节组委会

旨在弘扬公益精神，倡导公益行为，搭建多方深度对话、合作沟通的平台。此次

公益集体奖的颁发，不仅是对中国绿发会国际部工作的肯定，这种肯定还将激励

更多的优秀社会组织走出去，在国际舞台展示魅力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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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两会”议/提案建议会推动解决生态环保领域

热难点问题

文/王晓琼

摘要：中国绿发会 2022“两会”议/提案建议会于 1 月 21 日通过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顺

利召开。会议邀请了 10 多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在线参会，共征集到70余份建议。截至 2022 

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共有 19 份建议获代表委员青睐。

自 2016 年至今，中国绿发会两会建议工作组连续 6 年向社会广泛征集建议并举办建议

会。截至目前，共征集到 200 多份建议，获代表委员认可与指导，以议案、提案或社情民意

方式提交的约 50 份。

关键词：全国两会，议案建议，生态文明，绿色环保，生物多样性保护

王晓琼.2022“两会”议/提案建议会推动解决生态环保领域热难点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中国正在生态文明时代快步前行。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过度、转

型，也让社会各领域迎接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 2022 全国“两会”的召开，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环保领域的相关话题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并为之呼吁和发声。

中国绿发会 2022“两会”议/提案建议会于 1 月 21 日通过线上、线下并行

的方式顺利召开。会议邀请了 10 多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在线参会，和建议人交

流互动。本届会议，中国绿发会两会建议工作组（简称“两会建议工作组”）共

征集到 70 余份建议，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绿色发展、污染防治、

生物安全与健康、气候变化应对、控烟、粮食安全、立法、环境司法等 10 个方

面，涉及生态环保的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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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致辞

赵皖平发言

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作致辞发言。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研究员赵晓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李健，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孙承业，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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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李霭君，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赵皖平、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副总

工程师温香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等共

同参加本次建议会，因时间关系未能在线参会的代表委员也根据绿会两会建议汇

编资料进一步沟通讨论。

本次会议汇聚了很多科研单位、专业协会提出的建议。来自中科院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吕荣森，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蒙继华，国家海关总署统计

司前副司长、清华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中心专家金弘蔓，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张孝德，人人健康（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熊炜博士，绿会国际环境专项基金首席专家何平博士，中科院动物所特聘专

家田德欣、中国硅酸盐学会苏州非矿院院长沈春林、中国绿发会总法律顾问王文

勇等，还有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任记者童盈，来自让候鸟飞、拯救表演动物、

生态社区教育，以及绿会良食基金、水安全基金、企业摄影家自然基金等项目代

表与绿会政研室、法律部、国际部、研究室等部门代表，也共同参会分享建议、

互动交流。

会议召开期间，十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耐心的聆听并进行指导，进行

了褒扬，也提出了问题。会后，两会建议工作组认真总结，并与各位代表委员保

持密切沟通，跟进并反馈对建议的修改完善意见。在两会建议工作组积极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的沟通机制下，在各位建议人的积极配合和代表委员的悉心指导下，

截至 2022 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共有 19 份建议获代表委员青睐。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作为展现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窗口，聚焦了社会各

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推动科学决策制定。中国

绿发会积极发挥建桥梁、搭平台的作用，自 2016 年至今，聚焦生态环保领域话

题，连续 6年向社会广泛征集建议并举办建议会，从最早的小范围、小规模，进

一步扩展到全国更广泛的领域。截至目前，绿会两会建议工作组共征集到 200

多份建议，获代表委员认可与指导，以议案、提案或社情民意方式提交的约 50

份，在回应社会关切、推动问题解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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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专家智慧，为两会建言献策

文/胡丹

摘要：社会组织是承担社会治理责任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为充分履行好这一职责和义务，已连续举办六届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两会”议/提案建议会已于 1 月 21 日成功召开，为两会

发展提供沟通的桥梁，为代表委员、建议人、媒体做好服务。

关键词：全国两会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

胡丹.《凝聚专家智慧，为两会建言献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截至目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

两会建议工作组已经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相关领域的两会建议 58 份。每份建

议都承载着建议提出机构和建议人对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总结与思考。

笔者把这些沉甸甸的、凝聚着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深切挂怀，期待推动未来

更加可持续发展、更加健康向上的建议汇编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

目录

生态文明建设类（七篇）

（一）关于城市园林建设应遵循自然原则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建议

（二）关于在我国大力发展自然教育的建议

（三）关于以《生命关怀教育》课程落实《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近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开

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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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风光电项目充分做好生物多样性评估，避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之间冲突

的建议

（五）关于在我国大力发展生态社区的建议

（六）关于加快《生态补偿机制条例》出台的建议

（七）关于在湿地公园规划和建设中加强栖息地保护的建议

生物多样性类建议（二十二篇）

一、 遗传（基因）多样性

（一）关于建立国家珊瑚种质库的建议

二、 生态系统多样性

（一）关于提升大型水电站建设前后濒危水生生物栖息地质量（监测）建议

（二）关于建议将社区保护地纳入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议

（三） 关于加强环境解说系统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发展的建

议

三、 物种多样性

（一）关于开展全国沙棘遥感监测的建议

（二）关于建设沙棘碳汇林，加快我国“三北”地区水土流失防治和土地荒漠化治理，推动

绿色发展的建议

（三）关于大力推进地方特色畜禽品种产业化的建议

（四）防控外来物种入侵，建议将考核主动权下放至地方政府

（五）关于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估纳入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中的建议

（六）旅游景区质量登记评定标准中增加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建议

（七） 关于加强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执法力度的建议

（八）关于加强对地方法规、规章中“没收”宠物狗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备案审查的建议

（九）关于推进中华蜜蜂生物生态资源化保护的建议

（十）关于建立中国海洋江豚保护区或保护行动联盟的建议

（十一）关于药用企业应当严格披露穿山甲的来源、库存和销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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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建议全国各大机场科学防鸟护鸟，保障机场安全和鸟类安全

（十三）关于将民间野生动物救助纳入国家救助体系并扩大共建的建议

（十四） 关于协助皮草养殖产业逐步转型并关闭的建议

（十五）关于黄河禁渔 20 年的建议

（十六） 关于完善罚没活体野生动物处置细则的建议

（十七）关于加强北京市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政执法的建议

（十八） 关于出台动物拍摄福利伦理审查规范的建议

（十九）关于虎年终止现有老虎人工养殖厂提案建议

绿色发展类（九篇）

（一）关于提高商标注册服务规费的建议

（二）建议有条件的允许商标代理人代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案件

（三）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不再评审授牌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议

（四）保护暗夜星空并设立暗夜星空保护日建议

（五）关于制定耕地碳汇的标准与政策支持，通过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实现减排固碳的建议

（六）修订《商业银行法》，减少环境社会治理风险、助力绿色金融

（七）加速绿色、环保、低碳的无机防水材料的应用与推广

（八）关于对上市企业全面实行 ESG 评价的建议

（九）关于未来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智慧产业发展的建议

污染防治类（一篇）

（一）建议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降低城市 PM2.5

生物安全与健康（三篇）

（一）关于批准生产销售兽用（宠物狗/猫）口服狂犬病疫苗，为实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2030 全球实现零狂犬病目标提供中国公共品的建议全球实现零狂犬病目标提供中国公共品

的建议。

（二）关于将校园饮用水安全作为政府考核指标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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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制定兽药管理法的提议

气候变化应对（一篇）

（一）全面推进企业进行碳评价的建议

控烟类（两篇）

（一）关于建议加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建议

（二）关于《铁路法（修订草案）》增加控烟条款的建议

粮食安全类（四篇）

（一）关于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快落实以食物摄入量为规范的营养健康食堂建设的建议

（二）建议在社区建立可持续食物体系枢纽“妈妈厨房”保障居民健康膳食，推动社区可持

续发展

（三）关于抢救老种子的建议

（四）关于加强食品行业职业技能培训与考评的建议

立法类（六篇）

（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列入 2023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

（二）关于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附表中关于穿山甲级别及数量认定标准的建议

（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不得虐待野生动物”的条款进行立法

解释

（四）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授权社会组织附条件地开展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的建议

（五）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授权社会组织开展海

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建议

（六）关于立法禁产禁售野生动物猎捕工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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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类（三篇）

（一）关于检察机关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积极依法行使抗诉权的建议

（二）关于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由公益公募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用于环境修复的建议

（三）诉讼费——公益组织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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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搭建平台积极参与“两会”，代表委员给予

指导、反馈

文/胡丹

摘要：中国正在生态文明时代快步前行。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过度、转型，也让

社会各领域迎接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 2022 全国“两会”的召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生态环保领域的相关话题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关

注，并为之呼吁和发声。

关键词：全国两会，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胡丹.《社会组织搭建积极参与“两会”，代表委员给予指导、反馈》.《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2022“两会”

议/提案建议会共征集到 70 余份建议，邀请了 10 多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参会，

和建议人交流互动。

在耐心聆听了各位建议人的阐述，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分别结合一

些具体建议给出指导意见。

【全国人大代表赵晓燕】对《关于建设沙棘碳汇林，加速防范荒漠化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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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关于开展全国沙棘本底遥感调查与监测的建议》很有共鸣，建议在这

两个建议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提升，关注其产业链的情况，同时考虑加工、采摘是

否会影响到沙棘的生态作用，建议考虑沙棘的产业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从不同的角度，预测今年两会对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建议

可能提的会较多。关于农业板块，加强老种子保护的建议很好，国家也正在加强

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农村部正在做的种质资源调查。期待更多好的建议主题，

可以在具体的解决举措上多下功夫，这样就能够保证建议被尽快采纳，并推动问

题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孙承业】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对生物安全和健康的建议进行了观点

分享和点评。孙委员表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病毒的传播息息相关。就狂犬病毒

传播和预防角度来说，端口前移，先治疗动物，给动物打疫苗的方法是非常可行

的。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应该是一体的，做好“同一健康”工作至关重要，也需要

更多的专家来一同研究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李健】曾连续多年参加绿会两会建议会，今年一如既往的给予支

持。李健委员对如何写出高质量的建议给出指导意见，如明确建议对焦受理部门，

在介绍建议背景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具体的落实和操作层面来写明建议事项，

同时要做好充分的调查和考证，充分了解、系统梳理当前国家或有关部门在相关

方面的推进现状，使建议案更加有理有据，原因明晰。

【全国政协委员李霭君】2018 年曾结合绿会两会建议会分享的建议和自身踩点

和调研，提交了关于加强“限塑令”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今年绿会

建议会也征集到了很多有意义的建议，非常值得肯定。

【全国人大代表张莉】结合自身工作领域，重点关注了《关于制定动物用抗生素

管理法规的建议》，赞同动物用抗生素的管理端口前移，并采用积极有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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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防疾病的发生、控制疾病的蔓延，促进动物的健康生长具有积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走访了我国许多的自然保护区，意识到公益诉讼和公益

组织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为此她提出的很多提案都是与环境保

护相关，包括推动了公益诉讼写入《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参与公

益诉讼的能力等等。刘委员认为加强环境保护，可以有多种路径，也可以有更多

的人文气息。

【全国政协委员温香彩】连续 3年参加绿会两会建议会，发现绿会议案征集范围

越来越广，且越来越多的亮点建议都建立在广泛的调研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

温委员表示，建议内容越清晰可行，获采纳和重视的希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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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 | 2022 两会建议解析：从 9 大类别

关注人与自然

文/王静

摘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一度全国“两会”的召开，如何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紧密结合，会有哪些优秀的建议回应民众的关切，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本文依据

2022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两会建议征集和汇总情况，对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的各类建议进行分类，分析其中变化和重点。

关键词：两会，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控烟，法治

王静.又是一年春 | 2022 两会建议解析：从 9 大类别关注人与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两会是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也是了解中国发展方向的风向标。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关注和向往也愈发浓

烈，这种变化也从两方面体现在近年来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简称绿会）牵头召开的全国“两会”建议会上：一方面，来自社会各界建议的

数量明显增多，从 2016 年的个位数，到 2022 年的 70 多个，迅猛增长的数量背

后，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更加广泛关注和参与；另一方面，

建议的关注领域从更多关注传统污染（水、气、土、食品等），到更加关注生物

多样性、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等。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污染治理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效，也说明公众越来越能够以宏观的视野，去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

以及怎样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根据 2022 年绿会征集到的两会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 9个类别，并遴选重

点进行分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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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类】

通过教育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在这部分建议中很亮眼。包括加强对

青少年的自然教育和生命关怀教育。

每一个个体如何去认识自然和理解生命，关乎着将来我们整体社会的文明程

度。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公民素质教育、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与安全互动、人与

人的交往、环境议题等，在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建议中，均有所涉及。值得点赞。

【生物多样性保护类】

今年的此类建议全面的涵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个层次：有基因多样性保

护层面的建议，如建立珊瑚种质资源库；有物种保护的建议，如提倡保护中华蜜

蜂、开展全国沙棘遥感监测、加强地方特色畜禽产品产业发展等；有生态系统多

样性保护建议，如提升大型水电站建设前后濒危水生生物栖息地质量（监测），

以环境解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这些建议不仅呼应了国家发展

建设的重点，还切实将生态保护理念切实融入到可持续发展建设之中。

【绿色发展类】

只有实行绿色发展，人类才有可持续未来。绿色发展涵盖广泛，涉及社会生

产生活各个方面。各界对这类议题的关注，热情依旧。其中，提倡制定耕地碳汇

的标准与政策支持，通过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实现减排固碳的建议，修订《商业银

行法》，减少环境社会治理风险、助力绿色金融，对上市企业全面实行 ESG 评价

的建议，颇为亮眼，分别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保障、企业社会责任角度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污染防治类】

随着国家污染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污染攻坚战以来，生态环境状况

持续好转。但污染治理措施是否科学且兼顾民生和发展，成为建议重点。在今年

的建议中，针对如何摆脱依靠关停限产，特别是在秋冬春季举办重大国际赛事和

大型会议期间的华北地区的大面积停产、限产，来确保空气质量达标的问题，专

家提出了找准雾霾产生的问题根源，依靠科学有效治理指标和技术应用，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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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雾霾的建议，值得有关部门重视。

【生物安全与健康类】

这一类别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特点。

如病毒学家提出的批准兽用口服狂犬病疫苗生产销售的建议，对标中国作为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2030 年实现全球零狂犬病目标的缔约国，实现狂犬病净零

目标的国际承诺，呼吁将人接种狂犬病疫苗的关口，提至对动物狂犬病毒的防控，

特别是加强病毒通过野生动物感染、扩散、传播的防控，进而保障人类健康、动

物健康和环境健康。还有建议加强兽药监管，特别是抗生素使用问题的建议，都

与生物安全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

还有建议从关注校园饮水安全，特别是乡村饮水安全问题的角度发出呼吁，

针对当前校园水质监测不规范、不公开的情况，呼吁将校园水质检测纳入政府考

核指标，保障乡村学生的日常饮水安全。

【气候变化类】

随着社会各界对“双碳”目标的积极响应，减碳成功成为各领域的热点词汇。

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类的建议中。全面推进企业进行碳评价的建议，

凸显了企业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建议规范和监督企业关

于碳排放的行为，以确保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和任务。

【控烟类】

控烟，不仅仅是个人身体健康的议题，随着对公共场所吸烟问题的关注（特

别是铁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吸烟区问题），吸烟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危害，也成

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据统计，2019 年中国烟民已超过 3.5 亿，且控烟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在一

些交通工具、公共场所依然控烟无明显进展，比如飞机场国内外出发口、火车站

站台，商场内设置的吸烟室、绿皮火车上的吸烟区等依然较普遍的存在。绿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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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两起环境公益诉讼，也因此备受关注。中国至今没有国家层面的全面无烟、

控烟立法的状况，也亟待改变。

【粮食安全类】

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可持续饮食，人们对这类议题的关注，从保障自身需

求和健康，提升至通过科学饮食助力环境健康。不论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快落

实以食物摄入量为规范的营养健康食堂建设的建议，还是呼吁抢救老种子，加强

种子库建设，亦或建议加强食品行业职业技能培训与考评，从田间地头到食品行

业从业者，再到公众餐桌，这些建议，都与粮食安全、食品生产和百姓消费密切

相关。

【环境司法类】

“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

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依法治国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

保障。在快速发展转型的时期，法治保障尤为重要，这点也充分体现在立法类建

议中，如敦促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列入 2023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不得虐待野生动物”的条款进行立法解

释的建议，还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授权社会组织附条件地开展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

第二款授权社会组织开展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建议，等等。

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在这些建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春风渐暖之际，共商国计民生。民众对国家美好发展未来的期待，亦凝聚

在这一份份沉甸甸的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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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开发下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探究

文/ 陈波,陈婷,王秀,张兴艳,周里镱,卫浩然,莫新春

摘要：近几年，旅游业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生态旅游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泸沽

湖作为九大高原湖泊之一，且水质稳定保持在Ⅰ类，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泸沽

湖自然保护区成为旅游的目的点。泸沽湖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来观光旅游，在促进当地经

济和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全域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为了进一步弄清

全域旅游开发背景下，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现状及旅游开发后对其的影响，我们深入泸沽湖景

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研活动，以期通过对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以及

景区内居民、游客和经商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等多维度开展调研活动。采取资料收集、

问卷、座谈访谈和实地勘察等方式进行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发内容的探索，针对调研

活动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发对策，以期为政府

全域开发泸沽湖旅游及生态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旅游，泸沽湖自然保护区，全域旅游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

陈波,陈婷,王秀,张兴艳,周里镱,卫浩然,莫新春.全域旅游开发下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对

策探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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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调研背景

自二战以后，世界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

出。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生态旅游也在世界上得到

了迅猛发展。“生态旅游”的提出解决了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被认为是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旅游发展中的体现。

而我们今天所说全域旅游是顺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的旅游模式，它是指在一定区

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

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

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

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发展全域旅

游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探寻新动力，使国内旅游繁荣发展。因此，全域旅游是旅

游供给侧改革的总体解决方案，是实现区域发展多规合一的促使手段，是直面旅

游业发展中景区内外两重天矛盾的政策措施，是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当代旅游发

展战略。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推广全域旅游。而泸沽湖作为云南省

海拔最高、拥有Ⅰ类水质的中国第三大深水湖泊，且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最佳生

态文化旅游景区”、“中国十大最美湖泊”和“中国十大生态名湖”、《中国国家旅

游》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游客最喜欢的云南旅游景区、云南省最佳全域智慧旅

游品牌等称号，自然也是旅游开发的重点。在“十三五”期间泸沽湖保护与治理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旅游业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景区面貌有了较大变化。

泸沽湖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规划建设工作切实得到了加强，泸沽湖水质稳定保

持在Ⅰ类，特别是湖区群众的保护与治理观念有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不理解逐

步向配合支持转变，同时广大干部职工也得到了锻炼，提高了加强泸沽湖保护管

理的意识和能力，初步走出一条生态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特色道路，为今后泸

沽湖的保护与发展打下了难得的基础。在此期间从丽江方向进入泸沽湖景区游客

人数和门票收入逐年提高（具体为：2016 年游客 42.13 万人，门票收入 0.3568

亿元；2017 年游客 112.8 万人，门票收入 1.002 亿元；2018 年游客 163.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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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收入 1.339 亿元；2019 年游客 216.7 万人，门票收入 1.316 亿元；2020 年

截止 11 月 30 日游客 103.92 万人，门票收入 0.20509 亿元）；2018 年至 2020 年

连续三年争取到中央泸沽湖保护治理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每年 3亿元；完成泸沽湖

保护与治理重点项目建设投资 3.7466 亿元；完成泸沽湖竹地摩梭特色小镇建设

项目投资 2.6 亿元。

虽然泸沽湖保护与治理工作等取得了明显成效，旅游业发展也呈现出新的气

象，但泸沽湖的旅游开发依然存在以下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1、共治共建统筹难：因为泸沽湖属于滇川两省共有，存在定性的层级不同，

所以在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可能会导致当地的村民或经商

者对相关政策不是很了解。

2、科学治湖不足：泸沽湖保护治理生态类科研研究少，对水体溶解氧变化

规律、水环境演化特征、水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特征等科学规律把握不清，无法

为泸沽湖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和服务功能提升提供技术支撑。所以可能会使生物栖

息环境遭到一定的破坏。

3、多规合一不到位:还未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自然保护

区规划、生态红线等各种规划统一到一张标准底图，红线、底线不尽明晰。就可

能引发在生态旅游建设过程中损害到村民等利益，而引起村民的反对等。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也为了迎接和助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我们组团对泸沽湖的生物多样性现状

进行调研，同时开展全域旅游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调查研究，我们在大

落水村、三家村和里格半岛以原住民、游客和经商者为调查对象，重点调研这三

个层面上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了解以及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存在的关系，分年

龄分层次进行统计分析，结合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尝试提出全域旅游开发

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以供参考。

1.2 调研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实地调研和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泸沽湖景区内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展开调

查，同时通过座谈访谈的方式对原住民、游客和管理部门进行调研，以进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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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泸沽湖地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程度，尝试提出全域旅游开发下泸沽湖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对策，以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通过本次调研活动，不仅可以增强大学生们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的传播，

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学校周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此外，本次调研可以为

后续开发泸沽湖绿色生态旅游提供有利的参考，并为当地居民科学普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相关知识，同时也为外来游客普及泸沽湖脆弱的高原

湖泊生态系统，传播绿色生态旅游理念，践行“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生态

文明理念。

1.3 调研方法

文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实地观察法、集体访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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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泸沽湖景区内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及影响

2.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

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让绿水青

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生态

环境是人们生产生活，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是为了我们更未

来更好的发展与生活。保护生态环境是不容停缓和懈怠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的

生活的家园，只要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就时时刻刻都需要保护它，爱护它。“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泸沽湖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充满魅力的摩梭文化，得到世界各地游客的喜

欢，是国内外闻名的旅游风景区。但随着旅游业的开发，泸沽湖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新的挑战。旅游开发给景区内的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但同时随着人流量的増多，人类活动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生态

环境保护的步伐刻不容缓，而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是大大的决定着生态环

境保护的完成度与未来发展。

本章节主要关注泸沽湖景区内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原住民、经营户及游

客等进行走访访谈，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认知及景区环境保护观察，

通过数据整理与分析，以期了解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泸沽湖景区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以及进一步启发制定落实和提高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关措施。

2.2 调研方法及调研地点

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

在活动过程中我们去到了大落水村、三家村、里格村，对村内的游客，商户

以及原住民分别进行了相关的采访，并且对景区内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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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查结果与分析

2.3.1 村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调研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我们可以获知，目前仍然在景区居住并从事旅游的泸沽

湖原住民基本上都是青壮年，占据了约 60%以上，约有两成以上的原住民为 50

岁以上的老人（图 2.1）。调研获知，青壮年是农村发展的主体特别是泸沽湖景

区旅游开发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且由于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他

们对于泸沽湖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信息获取渠道来源较多也较全面。对于泸沽湖

景区及各原始村落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也较为了解，此外，由于他们作为泸沽湖

景区旅游开发的受益者和参与者，他们对于景区内的环境整治及生态环境保护也

是最为积极，并及时通过行政村村民大会或村民微信群了解政府对于泸沽湖景区

开发的环境保护措施，并主动融入到日常旅游接待及游客科普宣传工作。走访过

程亦有少部分的学生以及老年人，学生因为学习原因且对于环境保护政策的不了

解，缺乏相关常识和参与积极性普遍不高。而占据 20%以上的原住少数民族老年

人由于信息化程度及意识不够，无法及时获取环境保护政策及相关措施，信息获

取渠道较于单一和封闭，语言障碍及文化程度低下导致对于环境保护意识的理解

和提高存在一定的认知障碍，对于环境保护意识仅限于居住环境卫生以及不乱扔

垃圾等等。

图 2.1 泸沽湖景区原住民年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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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泸沽湖景区工作的本地居民作进一步调研得知，80%以上的青壮年选择

在景区内划船或开店参与分享泸沽湖景区旅游开发带来的收益（图 2.2），在询

问他们选择这两个职业的原因时，他们均表示划船职业是由于历史传承而来的，

由原临湖渔民转变而来，而未从事渔民作业的原住民或投靠的亲友只能选择开店

创业或租赁船只来进行谋生。对他们就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及相关政策了解时，获

知湖泊的洁净和环境保护对于生计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对于泸沽湖生态环境

保护的认识和理解是具有更为现实的需求，同时，由于他们也是泸沽湖景区内生

态环境保护的参与者与建设者。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解也更为深刻。调研过程

中的访谈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他们也会自觉地向游客科普湖内动植物保护，

以通过保护湖内生态及湖景特色来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图 2.2 泸沽湖景区原住民旅游收入来源调查

除了湖内生态环境保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涵盖了陆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合

理开发利用。旅游开发不仅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收入的增加，同时也打开了外界的

沟通之路—信息通路和空陆路交通，村民可以便捷地从网络获取相关资讯，同时

空陆路交通也延伸了村民的活动范围，与外界的接触也便捷和有效。为此，我们

调研了村民对政府宣传的生态保护政策是否有所了解时，他们均表示可以通过微

信群、广告宣传车和村小组专题会来了解和执行。当然，外界信息通道的打开，

不仅可以让村民获取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和政策，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传

统生活习惯。我们以获取能源的方式来进行调研访谈时，有接近四成的当地村民

仍然遵循传统的能源利用方式—烧柴，但是有接近 70%的从事旅游经营业务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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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使用液化煤气和电。进一步询问其柴火来源时，均表示在农闲时可上山捡拾干

枯的木头或购自外来的木柴，且不可随意上山砍伐（图 2.3）。这说明了政府对

于环境保护政策的宣传和主导改变了传统能源利用方式，当然也有可能是随着信

息技术的快速传播和需求已经转向，能源的便捷性也是改变泸沽湖景区居民对于

能源利用方式的原因之一。

图 2.3 泸沽湖景区能源利用方式

2.3.2 经商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调研

随机选择在大洛水村、里格村和三家村等三个泸沽湖核心景区的经营户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研时发现，本地居民从事手工艺品和餐饮行业等占据了 40%

以上，外来经商户占比更大，达到 60%左右，其中由于泸沽湖属于云南省和四川

省两省交界处，两个省份各自开发有泸沽湖景区，因此，外来经商户有接近 35%

左右为四川人，该部分人员主要从事餐饮行业，以改良式的川菜如柴火鸡和柴火

鱼等（如图 2.4 所示）。这些泸沽湖景区内的经营户因景区旅游开发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而来，对泸沽湖景区的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亦是

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改造工程的亲历者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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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泸沽湖景区经营户来源调查

在对他们进行政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否了解时，高达 85%的经营户表

示均能知道相关政策情况，仍然有接近 15%的经营户表示不了解（图 2.5）。由此

可见，政府在主导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宣传还是比较到位的，但仍需进一步改变和

创新宣传方式，可以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覆盖面，以全面实行更为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生态理念，保障

泸沽湖生态环境及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

图 2.5 泸沽湖景区经营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查

进一步了解商户们对近期内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改造工程的态度时，他们表

示该工程对个人的利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和生态红

线划定等原因，他们虽然经历了短时利益的阵痛，仍然对实施环保改造工程后泸

沽湖景区旅游前景十分看好，努力通过调整经营方向和提高服务质量来弥补因改

造工程带来的损失。接近九成的经营户对于泸沽湖环境保护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

的，并且也较为认同政府的环境保护策略，对于环境整治后的预期都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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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的经济收入取决于游客的量，而游客的量又与生态环境相关。生态环境

保护良好，才能够吸引更多游客，他们才能够有更大的收益（图 6）。还有 10%

的经营户对泸沽湖的未来发展表示悲观，究其原因在于生态环境改造工程导致他

们的收入急剧减少，经营项目单一和服务水平低下也是原因之一。另有 5%左右

的经营户持无所谓态度。

图 2.6 泸沽湖景区经营户对生态改造工程后旅游市场前景调查

2.3.3 游客们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调研

在调研商户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同时，我们也期望来泸沽湖景区游玩的

游客通过景区宣传或原住地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来起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的普及。随机在前述三个核心景区点的游客调研所知，接近 60%的游客来自云南

省内或四川省游客，其它省份游客较少，可能也是因为泸沽湖景区最佳旅游季节

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大量的省外游客无法进入景区（图 2.7）。进一步询问

游客来泸沽湖景区的意图时，他们均表示来泸沽湖旅游主要是因为泸沽湖的生态

环境比较好。到达景区后，对于泸沽湖的生态环境评价也是正向的。对比游客来

源地的生态环境与泸沽湖景区，他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

好处。在这些游客的生态环境意识当中，大部分来自发达地区的游客文化程度较

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较强。此外，实地调查发现，泸沽湖核心景区内沿湖

步行带每隔一段距离都会设置有专门的分类垃圾桶，大部分游客都能自觉把生活

垃圾扔到垃圾桶内，但仍然有部分游客无视且会将垃圾扔在路边。进一步与景区

环卫工人的深入交谈获知，随着政府对于环境保护政策宣传的不断深入，近两年

游客素质提高了不少，但是在旅游的高峰期仍然会出现部分乱扔垃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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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泸沽湖景区游客来源地调查

2.3.4 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调研

云南省成立了归属丽江直管的云南省泸沽湖管理委员会，依托国家“863 计

划”项目开展了典型高原湖泊初期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这是一种环境管理

意识提高的表现。泸沽湖自成立省级旅游区以来，非常重视生态保护与旅游业发

展，先后编制了多项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较早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加强环境

保护并促进农村扶贫。[1]

除了调研核心景区驻地政府服务管理人员，我们还通过泸沽湖管委会收集了

有关泸沽湖开发与规划发展的文献，我们了解到云南省实施了高原湖泊往后延退

湖岸线外延 80m 的湖滨生态空间，实施了小洛水、尼塞、里格、大小渔坝、落水

五个片区的湖滨生态带建设，完成了约 1500 亩的湖滨缓冲带，基本形成了沿湖

从北岸到西南岸的湖滨生态隔离带，改善了湖滨生态环境质量，为阻挡和净化沿

湖面源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开发较早，知名度较高，生态系统的承受

压力较大，尤其是落水村，里格村的活水水质曾一度遭到严重污染。生活污水未

加处理直接排入湖中。通过在重点区域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村落污水收集管网提

升，对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及泸沽湖流域垃圾填埋场的提升改造，可较好的改善村

落环境。

泸沽湖环境整治工程涵盖了泸沽湖洛水村雨污分流工程、三家村及山垮村的

环湖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十一五和十二五泸沽湖综合治理项目”、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工程、泸沽湖自来水厂一期工程、三家村河等六条河道治理和环湖一期生

态修复工程、水生态技术研究工程已完成 5个相关课题研究、垃圾减量化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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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在推进项目 7个：泸沽湖环湖生态修复项目、泸沽湖沿湖生态搬迁及生态

建设项目、泸沽湖永宁片区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工程、泸沽湖景区主干道改线

工程、智慧泸沽湖建设工程、泸沽湖流域云南片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工程、泸沽湖流域云南片区面山综合治理项目。通过强化项目建设，泸沽湖云

南境内现已建成 50 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网，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4000 吨。治理沿岸

水土流失面积 13.5 平方公里，建设湖滨带植被 55.5 公顷。这些环境整治工程的

实施，大大缓解了泸沽湖由于旅游开发对湖体生态环境造成的威胁，也进一步显

示了政府对于泸沽湖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和信心。

整治工程实施后，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沿湖廊道和步行道干净整治，各

个核心景区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强烈，整治工程虽然也涉及了部分村民的自

身利益，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村民对于环境整治后疫情消散时旅游境况逐渐变好

的信心也增加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旅游持续性发展对于带动泸沽湖周边经济发

展与增加农民收入、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2.4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以及基于泸沽湖旅游开发规

划的文献查阅，我们认为：泸沽湖景区在实施环境保护大整治工程后，整个湖体

和湖岸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发展，虽然短期内会造成旅游收

入的减少和村民的误解，但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泸沽湖的生态环境保护会为

旅游开发增添光彩，也进一步印证了“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这一生态理念的

实践。但是，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个人、经营户和政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仍停留在垃圾、污水处理、不乱砍乱伐和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对于提升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仍缺乏对景区本底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1）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意

识。

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归根结底在于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方式、道德修养

和素质高低。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起决定作用的自然是农民综合环境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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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高低。因而需要切实地唤起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帮助

农民全面、科学的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觉受到理

性与道德的约束。政府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宣传方式，部分年纪较大的村民

获取信息方式比较单一，并且普通话也不太能够听懂，所以政府在宣传时应考虑

方法并及时进行改变。村民们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对于泸沽湖生态环境长期

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解决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2]。让村民们切身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体验到保护生态环境带来的好

处，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性。村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是景区

发展的与建设的主体，提高他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就是提高了未来的生态环境保

护质量。

（2）制定生态环境友好的经营准入负面清单

商户们来到这里谋求生计，首先他们肯定希望景区生态环境变得更好，能够

得到更长远的发展，以此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和更多的生意。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

友好型的经营准入负责清单制度，可有效地防止由于旅游开发热度高时，消耗过

多能源和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经营项目进行景区运营，从而对景区生态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泸沽湖景区内的外地商户还是较多的，

提高经商者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他们便能够更好地配合景区工作人员开展相关的

生态保护工作。通过商户们的互相监督、互相提醒，从而降低政府环境的监察工

作难度。

（3）加大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力度

随着泸沽湖景区旅游业的开发和景区知名度的提高，游客们也会变得越来越

多。但游客进入景区内产生的垃圾随之多了起来，根据我们的了解，在旅游的高

峰期人流量较大的时候，仍然会出现乱扔垃圾的现象，并且自驾游的游客车辆也

会产生尾气污染以及噪音污染等。在人流量较大的时期，有必要加大宣传力度以

及监管力度，增加环卫工人的数量，以保持景区内环境的整洁美观。同时，在核

心景区应设立视频广告的形式来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宣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知

识的传播，也可以作为展示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平台和保护的效果，以达到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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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管理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景区管理人员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景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起着

方向性的作用。政府的合理规划，可以使生态环境长期健康绿色发展。在提高旅

游业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景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更多的宣传

方式，如展示牌、广播等形式宣传景区的生态保护措施以及环境治理条例。积极

带动村民、商户及游客，配合工作然人员展开相关工作。也可以制定一些惩罚规

定，以规范景区内人员的不自觉行为。对于景区内接触游客较多的工作人员也可

以让他们多多宣传泸沽湖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及相关的环境保护规定。

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尤其是像泸沽湖这样美丽的自然生态景

观，更加需要我们共同的维护，让它一直美下去，造福人类，给人们带来更多美

的体验。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热点，也是重中之重。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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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1 概况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随着

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必然会挤占动植物

的生存空间，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相继出现，生

物多样性必然面临着巨大威胁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如何平衡开发与保护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保护大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已刻不容缓。本调研主要是以

云南高原湖泊泸沽湖为研究对象，深入实地调研其生物多样性，包括湖体水生动

植物和陆生动植物。虽然其动植物种类和数量都十分丰富，但由于其为一封闭的

水体环境，极其容易受到环境过度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而造成破坏，有必要及时

地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进行调研和实施保护策略，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2 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调研

研究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直

接价值、间接价值、备择价值及存在价值，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同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生物多样性在保护及存在方面的必要条

件，二者相辅相成。

针对保护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走访入户的方式，从

多方面了解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情况及科普宣讲情况，进而完成相关的

研究。

3.2.1 政府层面分析

“十三五”期间，泸沽湖云南境内已建成长达 50 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网，日

处理污水 4000 吨，同时治理沿岸水土流失 13.5 平方公里，湖边植树 55.5 公顷，

完成了泸沽湖在保护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从生态环境抓起，自 2016 年以来整

治 109 户，累计拆除超建面积 25500.63 平方米，土地面积恢复达 21238.15 平方

米。同时，拆除 17 处沿湖亲水平台和 6个沿湖码头。在 2018 年提出“80 米生

态红线”，即临湖 80 米以内不允许有民间客栈建筑。且对泸沽湖上游生态水源涵

养地老屋基村进行生态易地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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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污水收集管网，对生活污水等进行全面处理，避免流入湖中对湖泊造成

污染，保证湖泊水质，保护生态环境。对沿岸水土流失进行治理，同时在湖边种

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以及污染水质，做好湖边绿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完成

环保工作。恢复大量土地面积，拆除超建建筑，对沿湖建筑以及“80 米生态红

线”内建筑进行拆除，从根源上保护生态环境。随着旅游的开发、人口流量的增

长，泸沽湖生态环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防

止污染和栖息地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易地搬迁主要防止生态环境被破坏，

尤其是人为破坏。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是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旅游开发之初，政府便采取“高压”政策。从一开始就紧抓环境保护与生

态环境，尽可能保持“原生态”，除了必须要有的垃圾桶和路灯外，沿湖没有任

何其他的建筑或杂物，遵守环境生态保护第一、旅游开发第二的原则。

政府紧抓环保与生态环境，保证泸沽湖水质不受污染，但对生物多样性方面

关注较少。泸沽湖云南境内目前没有完整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且景区没有相关的

野生动植物介绍。保护泸沽湖水质不受污染是泸沽湖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

遵守“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因此，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开发

可以从生物多样性角度出发，同时还可以对泸沽湖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3.2.2 个人层面分析

3.2.2.1 游客来源调研

随机在大洛水村、里格村和三家村三个主要核心景区选择来访游客进行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知识调研得知，该季节选择出游的游客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主

要也是被泸沽湖美丽的生态环境所吸引而来。在进一步调查游客年龄阶层及来源

地时，平均年龄约为 20-30 岁的青年游客达到约 50%左右（图 3.1），且大部分来

自于云南省和四川省，少数来自于周边城市重庆市和沿海地区城市（图 2.7），

前述章节调研发现，来自沿海地区的年青游客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比原住民或云南、

四川本地的游客具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这与当地政府宣传的渠道与频次，以及

市民获取信息来源的渠道不同造成调研结果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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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泸沽湖景区外来游客年龄层调查

此外，对来自不同地区的游客进一步询问其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保

护情况发现，不到 7%的游客了解泸沽湖的常见动植物保护物种（图 3.1A），而仅

有 20.93%的游客了解何为生物多样性（图 3.1B）。结果显示，游客普遍对泸沽湖

特有的生物物种特别是保护物种的了解程度较少，且由于他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

概念及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也不够，这就意味着泸沽湖景区在动植物保护物种本底

调查仍存在问题，景区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科普宣讲，以及各地政府对生物多

样性的宣传都是有所欠缺的。

图 3.2 外来游客对泸沽湖保护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

A 游客对泸沽湖保护物种的了解 B游客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了解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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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询问对泸沽湖是否有必要在景区内设置相应展板或宣传片来展

示景区生物物种多样性及其保护情况时，高达 97.67%的游客均表示赞成在泸沽

湖景区核心游览区域内设立泸沽湖动植物保护物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栏，

意味着大多数游客不仅是来游览泸沽湖的美丽自然风光，更希望能获得更多泸沽

湖特有生物物种及其生物多样性情况（图 3.3）。由于本次随机游客调研的年龄

层均为 20-30 岁左右，占比 46.51%（图 3.1），调查对象偏于年轻化，但调查数

据也从侧面反映出年轻人缺乏对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此外，年轻

阶层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力军，关乎着国家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这是

一个隐秘的大众趋势，也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景区内和当地

政府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宣传力度，落实和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

传措施刻不容缓。

泸沽湖景区除特有的人文景观外还有丰富的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由一览

无余的景观宣传介由自然科普教育引入到需仔细观察的景观，这样既可以吸引游

客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进行探索，又可以更好地宣传当地的人文文化和生物多样

性。

图 3.3 泸沽湖景区加强生物多样性宣传情况

3.2.2.2 泸沽湖景区经商人员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除了对外来游客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普及程度的调研外，我们还对在泸

沽湖核心景区的三个村落经营户进行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相关知识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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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在接受生物多样性知识认识程度调研的经商者大多数处于 31-40 岁之间

（47.62%） (图 3.4），其中，接近一半（42.86%）的经商者为泸沽湖景区原住

民（图 3.5），约有三成的经商者来自四川省，数据表明泸沽湖景区旅游开发对

当地村民及周边城市的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是正向的。进一步询问泸沽湖特有

的水生生物物种—波叶海菜花时，高达 95.24%的经商者均表示不同意打捞波叶

海菜花，而且在游览过程会对游客普及一下泸沽湖波叶海菜花的生长情况及其对

泸沽湖水体的影响时，会主动阻止游客采摘以保护波叶海菜花的生长(图 3.6），

进一步追问其保护波叶海菜花的目的与原因时，仅有 19.05%的经商者因了解泸

沽湖生物多样性才去主动宣传波叶海菜花的重要性及保护波叶海菜花，而接近

81%的经商者仅从旅游景观破坏后会影响自己的收入这一角度来对波叶海菜花的

保护采取一定的措施。结果反映出经商者虽然不了解具体的生物多样性知识，但

从保护自然景观来保护自经济收入的角度来保护波叶海菜花等泸沽湖特有水生

物种的意识是存在的，而且大多数经商者均是主动参与，采取实际行动来保护生

物多样性。

图 3.4 泸沽湖景区经商者年龄层调查

-59-



-

图 3.5 泸沽湖景区经商者来源地调查

图 3.6 泸沽湖景区经商者对波叶海菜花采摘态度和生物多样性了解调查

A 经商者对泸沽湖波叶海菜花采摘态度 B经商者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了解

生态环境的好坏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条件，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不

仅可以有效地改善人居环境，还可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积极作用。泸沽湖旅

游开发经历了粗放期、旅游整顿期和环境大整治期，三个不同的时期对泸沽湖生

态环境改变到改善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旅游开发进入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深度

开发之间平衡的时期，该时期不仅仅只是改善旅游条件和提供旅游品质，还需要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动植物多样性保护等，旅游过程中还需要融合及提升生物多

样性保护对旅游环境的改善，这就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平衡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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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泸沽湖经过环境大整治后，除需要保留文化传承的村落外，沿湖带均需要

退让 100 米左右的距离，涉及众多村民及泸沽湖前期投资开发的经营者需要付出

巨大的经济代价，驱逐了部分违法建筑和不符合泸沽湖旅游开发未来发展规划的

经营者。通过对现有的经营者开展泸沽湖环境大整治后对泸沽湖未来旅游前景调

研时，发现 85.71%的经商者（图 3.7）对泸沽湖环境整治后的游客量预期持乐观

态度，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环境大整治虽然有部分经商者付出了比较大的经

济代价，但是对于环境政策红线也是能理解，同时由于环境大整治后亦对这部分

受影响的村民和经营者进行补偿，在减少相对多的经营户的同时，还提升了旅游

产品和环境的品质，无疑对他们的未来收入会增加不少。二是环境大整治对泸沽

湖沿岸的旅游设施同步进行了改造提升，旅游环境的变化势必会带来更大的旅客

量，而且整治后的泸沽湖总体规划也对旅游设施和旅游接待能力进行了提升。因

此，也是经营者对泸沽湖环境整治、生态环境改善的满意度和信心。在对环保方

面进行维护整洁的同时无形中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条件。

图 3.7 经营者对泸沽湖环境整治后的旅游未来期望

泸沽湖景区的旅游开发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当

地居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景区需求的多样性在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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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从而达到开发与保护和谐

发展的共赢。通过调研得知，原住民和经商者在环保意识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意识在政府宣传和旅游开发后都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绝对的冲突，它们之间有一个制衡点，可以同时进行开发与

保护。

3.2.2.3 泸沽湖原住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原住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研的重点在于村民是否有主动改变能源的利

用方式，是否有观察到野生动物出现的频率以及是否了解何为生物多样性等三个

方面展开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在所有受采访的村民中，70%以上仍在泸沽湖核

心景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的村民均在 30—60 岁之间，其由于教育、通信等方面

的能力较强，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知识接受程度较高，沟通能力

也较强（图 3.8）。在能源利用方面，泸沽湖周边居民均为彝族、纳西族摩梭人

和汉族等，他们由于交通及信息闭塞等问题基本上是采用柴火来进行，仍有三成

多的村民表示仍然采用柴火的方式来进行生活，进一步询问其柴火来源时，均表

示柴火的来源有废弃木料、山上捡拾干柴和外购等，在所有受采访的对象中，都

表示由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限制不再上山乱伐木材用于取暖或生活，说明村民

具备一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同时，由于旅游开发及交通道路的便捷性，亦有接

近 60%的村民选择了现代能源—电和煤气等方式进行生活使用（图 3.9）。这两种

新能源的大量推广，一方面利益于旅游开发提高了原住民的经济收入，使得他们

可以承担或支付能源利用方式改变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环境

政策的改变，传统柴火的来源变得不稳定且能耗效率低导致柴火灶等传统能源方

式逐渐淘汰。

在采访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后，对泸沽湖景区周边原生森林或次生森林的

野生动物种类是否增多或对居民生活是否有影响时，55.56%的村民表示野生动物

出现次数减少，而有 24.44%的村民却表示野生动物出现次数增多（图 3.10）。在

调研过程中，野生动物出现次数减少或增多现象亦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

是由于旅游开发后，旅客人数比较多且旅游道路的开发，影响了野生动物的活动

范围，使得其受观察的机会相对变少。二是以传统打猎为生的村民均表示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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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泸沽湖景区原住民能源利用方式调研

物出现次数增多，绝大部分原因在于野生动物禁猎等政策的有效实施，生物多样

性受到了保护，生物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而致。

图 3.8 泸沽湖核心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研村民年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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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泸沽湖景区野生动物种类观察频率调研

所有受访当地村民表示由于政府已颁布禁渔、禁猎、禁打捞等生态保护政策，

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水生及陆生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也改变了当地居民传统的谋

生方式，为整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进一步询问村民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时发现，66.67%的村民（图 3.11）均表示不了解何

为生物多样性，他们的认知程度仅限于政府宣传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保护等方

面的知识，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的普及仍有待更进一步的细致工作。虽然他们不

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和做法，但他们仍以实际行动来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虽然在知识层面的认识程度不够，但通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村民对于保护

野生动物等方面的宣传是了解的，真正做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打猎、不打渔、

不打捞波叶海菜花等。

图 3.11 泸沽湖景区原住民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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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的调研情况总结后得知，泸沽湖旅游开发已经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且在旅游快速发展期实施了生态环境大整治工程，有效地保护了泸沽湖

脆弱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为旅游发展奠定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基础，为泸沽湖的

旅游开发走向纵深结构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虽然，从政府、原住民和景区

经商者都为泸沽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在于：

(1)虽然从泸沽湖旅游发展规划方面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有了一定的描述，

但是在景区内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宣传较少，仍缺乏具体的、全面的相关

措施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调研。

(2)政府没有出台对保护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政策 ，也没有提出具体的

相关措施。

(3)泸沽湖(云南境内)没有统一的喂食销售点，外来游客对湖内越冬的候鸟

如野鸭、野雉与海鸥等进行喂食时，无法得知候鸟取食特性而进行随意投喂，具

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4)游客、经商者与村民都了解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但对其具体的

知识与全面的保护方法不了解。

3.4 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我们根据调研结果对上述问题提出

了以下对策与建议：

(1)政府可以邀请相关动植物学专家对泸沽湖生物多样性进行调研，全面了

解泸沽湖生物多样性；同时向相关动植物学家咨询具体的保护方法。在调研结束

后可在景区内通过宣传牌或建设展览馆等方式向游客、经商者与村民具体介绍泸

沽湖生物多样性，从单一的原生态景点向兼有内涵的生物多样性景点转变，用生

态环境吸引游客，用生物多样性留住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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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依据动植物学家的调研结果，提出保护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措

施，落到实处且不断完善，为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

(3)在景区内设定专门的喂食销售点，从根源上保证食物的安全性，确保泸

沽湖的生物多样性。

(4)政府可以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力度，号召游客、经商者与村民

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不再上山砍柴、打猎，不再捕捞波叶海菜花等方面做起，

为生物生存提供适宜的条件和空间。

生物多样性受栖息地破坏、污染、濒危物种和气候变化威胁，一旦生物多样

性丧失，那么食物来源、工农业资源、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人类健康都将受到影

响，土地和水源也将受到威胁。因此，我们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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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泸沽湖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4.1 前言

生态环境保护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家利益。

解决好环境保护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形象、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环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对这三个方面也有不同的保护措施：

1、自然环境，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主要是在山脉、绿水、蓝天、大海、

丛林等方面。对于一些冲刷面积比较大的土地可以进行人工植树，从而增强一定

的保水、保土能力，对于湖泊、海洋严令禁止污水的排放、垃圾的乱扔以及设置

捕鱼期，对于蓝天，尽量地减少化工厂排放有毒有害的气体。

2、地球生物多样性，对植被进行有效的保护，争取让更多的动物回归和对

基因进行保护，现在世界上的濒危物种在逐渐增多，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定的措施，

如就地保护、异地保护、基因种子的保存，那么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将会

受到极大的破坏。

3、人类环境，人类环境在整个环境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人类的衣、

食、住、行、玩等方面，我们能做的就是营造科学、卫生、健康、绿色的良好环

境氛围。人类环境如果采取的措施较好，则将间接地保护了自然环境，如果人类

环境存在问题，则将直接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对人类活动存在影响。许多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

面，对于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自然也会对人类活动产生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为

了进一步探究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一课题，我们参加了

2021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办了全国“大学生在行动”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活动，并选择了高原湖泊—泸沽湖作为本次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对人类活动调研

活动的目的地。

4.2 调研方法

资料收集、实地调查、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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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泸沽湖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对人类活动影响调研结果

4.3.1 政府层面

在泸沽湖景区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资料收集时，我们发现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和环境保护问题是非常的重视，对于生态保护方面的宣传、实地保护、采

取措施等投入力度也比较大。泸沽湖的湖水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也受到了

较大的重视，在对于湖岸边进行整治时，明确地设置了离湖 80m 为生态环境保护

红线。在环境大整治后的村民搬迁时，按泸沽湖旅游发展规划以异地安置+现金

补偿的方式进行，村民建筑离湖的距离变远，更有利于湖体动植物和特有水生植

物物种波叶海菜花的保护。旅游开发以前，村民们会对湖内的波叶海菜花进行采

摘，现由于环境保护及旅游开发等政策的实施，这一行为已被严令禁止。而景区

周边山区的森林植被也由于封山育林政策等原因，村民不能随意上山砍伐，使得

泸沽湖景区周边森林由次生林逐步向原始森林过渡，有效地保护当地野生生物物

种资源的活动范围。

4.3.2 泸沽湖核心景区原住民层次

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宣传力度较大，使得村民们对于动植物以及环保

方面的意识逐渐地增强。旅游开发及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前，当地村民对于取

暖方式上基本是烧柴取火，对景区周边山林中的树木进行无序砍伐，使得森林更

新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景区周边生物多样性。自

1985 至 1986 年开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后，山上的树木不断增多。随着旅游业的

开发，现在村民的能源利用方式也逐渐地增多（图 3.9）。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与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的影响调研时，我们发现生态旅游开发除

了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泸沽湖属

高原湖泊，周边山体众多，原住民逐水而居，开发前居民主要依赖对湖内鱼类捕

捞和山上捕猎等维持生计。开发后，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必然占据了一

定的土地空间，且旅游人流的涌入也必然加大了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我们调研发

现，因旅游开发和环境整治工程对部分村民的土地需求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在所

有调研的归属丽江泸沽湖景区三个核心景区三家村、大洛水村和里格村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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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对失地农民的影响时，在大洛水村和里格村只有不到

20%的原住民表示占用了自身的农耕地或宅基地进行旅游开发和退让湖岸生态红

线，在三家村调研时，有 2f0%左右的村民表示均受到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既

有正向的影响，也有负向的影响和无影响（图 4.1），其中负面影响占了 11.11%，

而三家村占了主要部分，三家村的村民有 48 户，负面影响的是 11 户，占了三家

村整户的 22.9%的比例，可谓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的。三家村的原来住宅用地

面积 71800 平方米，现在的村庄搬家安置用地面积是 6400 平方米，涉及拆迁 21

户，拆迁面积 6143 平方米。村民的耕地面积变少，属于绿化范围内的耕地基本

被征用，虽然耕地被征用，但政府也给予了补偿金；随着商户的加入，公共停车

场的建立，村民的自我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并且和宅基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

前许多的村民是靠种植和捕鱼为生，现在禁止捕鱼，耕地面积也变得不足以以种

植农作物养活家人。对于旅游业的开发，划船行业的兴起，虽对当地村民的收入

方式有所增加，但收入也不是很高，且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另一个主要的问题

是宅基地问题，因为泸沽湖，至今存有母系氏族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分家方面与

汉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于摩梭族和普米族他们是一个户口有着多达十几人的

家庭，他们可以不用进行分家，而对于当地的一些汉族来说，子女长大是要进行

分家，分户口的，对于一些政策实施前就已经分好户口的村民来说，就算是还住

在一起，每个户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可以进行房屋的修建，而对于一些

政策实施过后几年，子女才长大没有分户口的村民来说，宅基地就只有一个，出

现在这个问题，当地村民也进行申请宅基地的材料，可因为旅游业的开发和环境

的保护，所以没有得到批准，随后，村民们申请在原来的宅基地上修建两层至三

层，文件得到了批准，可却一直得不到实施，如果自己贸然实施的话，新建的屋

子将会被摧毁，当地村民申请较为久的已经有十年了，期间申请文件过期后，一

直进行重补，因为划线现在还不明确，所以现在有些村民的房屋依旧得不到修建，

这使得三家村的那 11 户村民的生活、生存方式存在危机，进而造成隐性贫困户

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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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泸沽湖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对失地农民的影响

4.3 泸沽湖景区旅游开发存在问题

由于泸沽湖景区仍处于初级旅游开发的阶段，旅游开发时间仍然比较短，如

何平衡旅游开发、环境保护与原住民切身利益成了当地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当

村民自身利益与生态环境开发红线、旅游发展规划相冲突时，需要政府进行更多

的政策宣传和提供更为可靠的替代方案来进行。根据调研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一

领域存在以下问题：

（1）政府对于村民居住区、商业区、旅游区的规划不完善。

（2）人多可用地少，引起宅基地问题。

（3）失地使得村民收入方式减少，从而可能引发隐性贫困户。

4.4 泸沽湖景区旅游开发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政府应及时完善景区发展规划区域分化，妥善根据景区发展来进行异

地搬迁安置工作。

（2）宅基地问题可以进行异地安置。将没有宅基地的村民转移到附近尚有

宅基地的村落，并进行安置。

（3）对于隐性贫困户，政府可以给贫困户提供一些简单适用的服务职位；

也可以带动村民发展当地特色，增加村民的收入方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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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泸沽湖生态系统及动植物多样性调研

泸沽湖生态调研工作，除了对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生态意识进行调研之

外，我们也通过资料收集和实地考察结合对泸沽湖景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进

行了初步调。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在于野生动植物，对当地的动植物的资料

收集有利于了解当地的物种生存状况，便于对泸沽湖景区的生态状况的评

测提供建议。

5.1 概况

以湖泊上的动植物为例进行观察就能看出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

存处于一个较 为优越的生存环境中。总体上而言，可以说没有过大的生存

威胁，后续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中发现，当地的野生动植物调研资料相对来说

处于一种较为贫乏的地步。以山里的动物为例，在收集的资料和文献中，提

到了如小麂、野猪，野兔等部分老蚌生珠动物的记载。对当地村民的采访亦

有反馈獐科动物的出现，但根据他们的描述推测该动物可能是黑麝或林麝，

但具体物种有待专业人士的进一步核实，鉴于我们的工作重点不在这一方面，

所以不做过多延伸。本次的动植物资料多来源于各种网上，依据部分文献中

的描述，当地的物种较为丰富，由于动物的记录多为濒危物种。所以可能有

部分动物或植物会没有涉及。

5.2 调研方法

本次活动的调查方法采用了对原住民的走访调查，通过了解他们对周

边环境生物变化的看法来得到所需的数据，其次是以资料收集查询和实地

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完善和得出结论和成果，以对村民的采访为主，资料

的查询和收集为辅，在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的确 认和完善，最终得到所需

的数据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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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泸沽湖环境气候及动植物类型

5.3.1 泸沽湖环境气候

要了解泸沽湖的生态环境，就要以泸沽湖所处的地理环境为出发点进行

分析。根据地理文献记载，泸沽湖位于川滇交界处，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横断

山块断带和康滇台背斜交交界地带，为第四纪中期新构造动和外力溶蚀作用

形成。泸沽湖由一个西北东南的断层和两个东西向的断层共同构成，外流淡

水湖，属金沙江- 雅砻江水系，湖面海拔2692.2m。湖泊呈北西走向，南北

长22.3km，东西宽（最宽处）7.6km；流域面积 247.71km2，水面面积 57km2；

最大水深105.3m，平均水深38.4m，蓄水量 21.17亿m3。泸沽湖流域地处西南

季风气候区域，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具有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的特点。

光照充足，冬暖夏凉，降水适中，由于湖水的调节功能，年温差较小。流域

内地形复杂，群山连绵起伏，呈现出明显的立体气候特点，气温随海拔升高

而递减。区内干湿季分明，6月至 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5月为旱季，1月

至2月有少量雨雪，旱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11%，雨季降水89%， 多年平均降

雨量1000mm，年相对湿度70%。湖水温度为 10.0℃- 21.4℃，是一个永不冻

结的湖泊，常年平均气温12.8 ℃，极端最高气温31.5℃，极端最低气温-

9.7℃。区域内光能资源丰富，全年日照时数为 2260小时，日照率57%。

5.3.2土壤类型及植被类群

泸沽湖流域的土壤共有 7个类型，9个亚类。土壤水平分布变化不明显，

而具有一定的垂直分布规律。

土壤类型以海拔分布进行区分：2800m以下，兼有北亚热带与南温带特点

的云南松林红壤带；2800- 3600m，南温带针阔混交林棕壤带；3600m以上，

温带冷杉林暗棕壤带。在进行野外植物调研时，老师向我们讲解和识辨的植

物也不在少数，如数量极多的大白杜鹃，与之相似的如鸡毛杜鹃等。流域内

特有属和特有种较丰富。中国特有属有牛舌草属、毛冠菊属、金铁锁属、葶

花属和通脱木属；特有种有云南黄果冷杉、苍山冷杉和柏木等，流域内还有

不少珍稀濒保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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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察下来发现，周边的山处于次生森林，根据走访得知，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之前，由于普遍存在着砍伐和狩猎，原始森林基本被消耗殆尽。现

有的植被和森林景观基本是实施封山育林政策后形成的，植物物种相对不够

丰富，生物多样性与原始森林相比较为单一，植被类型也不太健全。但也由

于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已有向原始森林过渡的态势，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

记录的列入了名录的几个物种，分别有喜马拉雅红豆杉、松茸、海菜花、冬

海棠、高河菜、三分二等六种植物。据悉泸沽湖水生生境历史上未遭受大规

模生态性灾难，湖水清澈，水质优良，物种丰富。泸沽湖的水生植物种类和

数量丰富在全国的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据物种调查统计，该湖共有水生维

管束植物42种，其中蕨类植物3种；双子叶植物14种；单子叶植物25种。保护

植物共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3种，省级保护3种，其特征是：种类丰富，成

分交融，以种子植物为主体；由岸边向湖水深处，挺水植物-浮叶（漂浮）植

物-沉水植物演替系列较完整；沉水植物多样性高；有西南特征种海菜花群落

分布；泸沽湖特有种菠叶海菜花群落在全湖范围内广泛分布；还有北极-高山

类型杉叶藻群落分布。泸沽湖流域浮游植物共 6门9纲21目35科72属14种，其

中蓝藻门种类12种；绿藻门种类55种；硅藻门种类72种；隐藻门种类2种；甲

藻门3种。藻类组成结构和数量结构都是以硅藻和绿藻为主，藻类组成种类多

样，种群结构复杂，生态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5.3.3动物类群多样性

据资料记载，泸沽湖湖内浮游动物约33科58属81种，其中原生动物10科

13属20种；轮虫10科22属32种；枝角类4科9属13种；桡足类3科8属10种；其

它浮游动物6 科6属6种。动物区系成分大多是生态幅度较大的种类，以广温

性种类为主，也有一些南方种和冷水性种类分布；生态型以浮游型种类较多，

底栖-周丛型也有一定数量。这种丰富的浮游生物也成就了当地的鱼类的繁盛。

流域内记录鱼类6目8科15属1种。 鲤形目Cypriniformes，鲤科Cyprinidae鱼

类种数最为丰富，共9种，占泸沽湖鱼类总种数 52.9%。其中，土著鱼类仅2

属4种，分别为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厚唇裂腹鱼Schizothorax

labrosus 、宁蒗裂腹鱼Schizothorax ninglangensis 、小口裂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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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zothorax microstomu。目前，泸沽湖原始鱼类区系由厚唇裂鳆鱼、宁蒗

裂鳆鱼、泸沽湖裂鳆鱼、泥鳅4种鱼类组成，但大部分已被四大家鱼为主的外

来鱼种所取代。主要经济鱼类是鲤、鲢、草、青、麦穗鱼、 银鱼、鲫等。流

域内共记录哺乳动物 6目16科26属29种，其种数占中国哺乳动物种总数的

4.9%，云南哺乳动物种数的9.7%，在省级流域内中是比较丰富的。流域内列

入1988年12月10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哺乳动物

有11种，占所录哺乳动物的 7.9%，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物种有2种，国家

Ⅱ级重点保护物种有9种；列入云南省人民政府1989年 9月1日批准的《云南

省省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有狼1种；另外，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ITES)的有12种。流域内目前记录到鸟类13目36科 169种。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19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物种有5种，国家Ⅱ级重

点保护物种有13种；列入省级保护的有2种；列入CITES 附录的有7种。流域

内目前记录有两栖类原生种类记录有1目4科8属8种，爬行类原生种类仅记录

有1目 4科5属8种。列入保护名录的两栖爬行类仅有虎纹蛙( Rana tigrina) 1

种，属国家Ⅱ级保护物种，其濒危物种有：黑麝Moschus crinifrons、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猕猴Maaca mulatta、豺Cuon alpinus、黑熊

Selenarctos thibetanus、小熊猫Ailurus fulgens、水獭Lutra lutra、斑

林狸Prionodon pardicolor、丛林猫Felis chaus、斑羚 Naemorhedus goral、

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狼Canis lupus、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 等。

5.4 泸沽湖生物多样性存在的问题

根据文献调研资料显示，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最大的问题可能出现在

泸沽湖湖内土著鱼类方面，流域内记录鱼类 6目 8科 15 属 17 种。鲤形目

鲤科鱼类种数最为丰富， 共 9 种，占泸沽湖鱼类总种数 52.9%。其中，

土著鱼类仅 2属 4种，分别为泥鳅厚唇裂腹鱼宁蒗裂腹鱼、小口裂腹鱼。

目前，泸沽湖原始鱼类区系由厚唇裂鳆鱼、宁蒗裂鳆鱼、泸沽湖裂鳆鱼、

泥鳅 4 种鱼类组成，但大部分已被鲫鱼为主的外来鱼种所取代。不难看

-74-



-

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引进的鱼类对于本土鱼类的生存环境会产生极

大的威胁，有可能会导致土著鱼种的快速消失，需要引起重视。鸟类方面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游客的不规范投食上，一些缺乏这一方面知识的游

客可能会投喂一些含有重油或其它不利于鸟类消化的食物，可能会引起鸟

类的肠道的疾病，从而导致候鸟死亡，其次由于干旱和降水减少等原因，

湖泊中主要污染指标总 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年均值部分较上年有所上

升。（数据来源于泸沽湖环境介绍）

5.5 泸沽湖生物多样性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的情况，我们提出了以下对策和建议：在森林保护方面，

继续当前的封山育林政策，让森林进行自我恢复，更多的保护其实都是建

立在森林的自我复原的基础上的。在鱼类保护方面，在我们到泸沽湖调研

之前，泸沽湖流域就已经进入了禁渔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策略，

但泸沽湖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外来种类对本土鱼类的冲击，因此从源头上

来看，除了人工增殖放流土著鱼类外，亦严格控制不规范的野外放生和湖

体内严禁养殖等，以防止养殖地的鱼类在经过一些途径进入湖中。而观其

现状，在环境大整治后，居民迁离湖边至红线外。有利于湖边湿地的恢复，

继续延续则可。在鸟类方面，更多的是要与宣传科普为主，在湖边设立科

普宣传的告示牌，让游客了解各种鸟类的习性，以防错误的投喂导致鸟类

出现问题。其次，规范投食的食物来源，设立专门的鸟类投食售卖点，提

供专门的安全食物供游客使用。

-75-



-- 1 2 0 -

第六章 保护生物多样性政策

6.1 前言

政策是解决社会发展中某个领域某个区域中的具体问题的具体政策或实质

政策，有时可能是通过一项措施、一个工程表现出来的。具体政策有自己的范围、

地位、特点和功能。首先，具体政策有特定的范围层次和地位。有的政策著作中

又称具体政策为实质性政策，它主要是指中、下层公共管理部门在特定时期、特

定范围，为解决特定问题所规定的行动目标、任务和准则。具体政策的表现形式

也多种多样，有计划、条例、法规、章程、说明、措施、办法、细则、项目等等。

具体政策在政策的纵向结构中处在最后的层次上。它是在基本政策的指导下制定

出来的，是基本政策的具体化；具体政策是将基本政策所规定的目标与任务付诸

实施的工具与手段；具体政策是同具体时间和空间中的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它处在基层和公共管理的前沿位置上，因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

6.2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通过向居民、群众、干部或调研相关人群发放制式问卷意见表

获取调研数据。以上不同调查方法各有千秋，访问调查法：访问者通过口头交谈

等方式直接向被访问者了解当地情况以及环境问题。

6.3 调查结果

当地有以下政策以及文件（部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订）

（5）《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 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0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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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2012 年 8 月 31 日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 年 8 月 27 日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 10 月 07 日实施）

（1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7 号实施）

（17）《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 年修订）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6 年 2 月 6 日修订）

（19）《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0 年修订）

（20）《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

（21）《南省湿地保护条例》（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22）《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 年 10 月 1 日实施）

（23）《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8 年 3 月 1 日 1 起实施）

（24）《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泸沽湖风景区保护管理条例》（2009 年修

政策文件

（25）《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年 4 月 2 日发布）

（26）《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厅字〔2016〕42 号）

（27）《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2017 年 7 月 17 日）

（28）《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2019 年 1 月 21 日）

（29）《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 年 1 月 10 日发布）

（30）《云南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2017、2018 年）

（31）《云南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2017 年 5 月）

（32）《云南省全面贯彻落实湖长制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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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条例对当地的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地大部分居民均

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说明当地政府对保护环境这一方面的宣传比较到位。

规划表中充分调查研究诊断泸沽湖主要环境问题,分析环境问题清单，研究划定

沿湖生态保护红线， 确定丘中远期环境规划目标, 深入研究泸沽湖流域的空间

管控措施、环境管控措施、区域性管控措施,三线-表管控措施、旅游发展规划控

制措施。加强与四川流域共同保护的协调机制。提出利于生态发展管理的评价考

核办法,并完善环境管理政策和规划实施机制,为泸沽湖生态保护提供政策和法

律依据，当地政府对泸沽湖的环境保护也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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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存在问题

通过对政策的研读和规划图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政策都是针对环境

保护以及污水处理等方面对，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宣传比较少 ，导致当地居民

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比较少，根据我们随机抽查 90%以上的人都不了解生物多样

性是什么，这样就会导致当地居民以及游客因不了解而对泸沽湖当地的生物多样

性造成破坏。

6.5 对策与建议

建议当地政府通过广播，树立宣传栏以及网络宣传等方式让人们了解什么是

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这样也可以避免一部分游客在旅游过程

中因不了解而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一定的破坏。同时建议当地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赋予当地居民。保护泸沽湖的权利与义务，让当地居民在与破坏泸沽湖生物

多样性的行为做斗争时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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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域旅游开发下的泸沽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研究

结论

根据调研结果及相关对策与建议，我们分析了全域旅游开发下的泸沽湖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及结论：从泸沽湖景区内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方面；泸沽

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情况方面；生态旅游开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泸沽湖的动植

物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方面进行分析。因此我们也确定了泸沽湖当下生态

旅游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目前，泸沽湖的生态环境保持的很好，水质优良，波叶海菜花依旧生长的很

好；森林生态系统也正在由纯林生态系统向原始生态系统转变；村民的耕地面积

逐渐减少，并且种地所用的肥料都是自家作物秸秆堆积的农家肥；村民的环保意

识很强，政府的宣传以及政策的实施都很到位，所以泸沽湖在进行环境开发的同

时对环境的保护也是非常好。但是，在一个浩大的工程中不免会出现问题。我们

此次发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泸沽湖的居住人民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还是很缺乏，在

这一方面政府的并没有考虑的周全，所以当地居住的人对生物多样性并不了解。

其次，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泸沽湖还存在的问题就是环境很优美，但无法留住游客，

因为除了湖泊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看的，这样也会造成旅游虽然开发了，但是本

地居民的收入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环境整治的时候也可以发展一些附加

产业，如海菜花节、观鸟节、摄影奖、网红打卡点以及当地特有的文化活动等等

节目，充分发挥好泸沽湖的人文、自然及景观的作用，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泸沽湖，

是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此外，我们还在泸沽湖看到一个现象，当地的房屋结构

大多是木楞式结构，但消防措施并不完善，此点我们也向泸沽湖管理局反映了，

希望他们接下来可以完善。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都是一个长期性的活动，在这个

过程中还需要大家不断的努力，共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我

们的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必将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及大的破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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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人类的生活，限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可以为我们当代

人提供最大的利益，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还具有满足后代人需要的潜力[3]。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也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不断减

少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天有 70 种物种灭绝了，目前自然界中物种

灭绝的速度被加快了 1000 倍！而今我们居住的地球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归结起来有一下 10 点。

1 沙漠化日益严重，世界沙漠面积正在不断扩大，每年有 2000 多万公顷

的农田被吞没。

2 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3 野生动植物大量灭绝，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稳定。

4 世界人口急剧增长

5 可利用水资源越来越少，人类饮水问题日趋严重。

6 鱼业资源逐渐减少。

7 河水污染严重，大量工业废水流入河中，危害水生资源和人类健康。

8 大量使用农药，这不仅仅使农作物受到影响，也给人体带来危害。

9 地球温度明显上升。

10 酸雨想象增加。[4]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人口越来越多，但区域内的环境承载力

是有限的。泸沽湖景区内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清澈的湖水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观光，

增加了泸沽湖的经济收入，也带来了环境压力。不仅仅是泸沽湖，所有正在进行

旅游开发的地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本文以泸沽湖自然保护区为例，我们从泸

沽湖地区村民、经商者的生态保护意识；不同身份的人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及看

法；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村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政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对生态

保护采取的政策及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希望在我们

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同时保护好生物多样性，使旅游开发与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同步进行，使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家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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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支撑沙棘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蒙继华 1, 赵海岚 1, 2, 徐萌 1, 3

摘 要: 沙棘的生态效应被广泛关注和利用，但由于沙棘资源数量和分布数据的完整性和可

靠性不足、大面积精准监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例极少、大范围的沙棘生态效应缺少科学评

价等问题和困难阻碍了沙棘生态效应的进一步发挥。为了更好地保护天然沙棘资源、科学种

植和管理沙棘，提出全国沙棘本底遥感调查与空间制图、沙棘质量与健康遥感动态监测、沙

棘生态效应遥感评价三类工作将成为下一步重要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沙棘，遥感，生态效应，精准监测

蒙继华,赵海岚,徐萌.遥感技术支撑沙棘生态环境效应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L.）是胡颓子科、沙棘属落叶性乔灌植物，

生长快且根萌蘖力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

境的优良树种[1]。在陡险坡面上，沙棘可利用其串根萌蘖特性增强绿化；在防洪

沟道中，沙棘可利用其抗冲刷能力阻拦洪水下泻、提高沟道侵蚀基准面；在黄土

地貌区域，沙棘可减少 80%地表径流、75%表土水蚀和 85%风蚀、截留 8.5%-49.0%

降水、减少 4-6 倍冠内土壤水分蒸发[2]。沙棘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日渐突出，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利用。

我国沙棘总面积约 3107 万亩[3]，占全世界沙棘的 90%以上[4]，沙棘的 7个种、

10 个亚种中就有 6个种、7 个亚种生长于我国[5-8]，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

¹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4;

²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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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生态脆弱区，促进了当地的生态建设[9]。然而，由于缺

乏精准监测相关技术的应用示范、人工种植管理成本高且灌溉耗水大等因素的影

响，我国天然沙棘林的保护措施不足、沙棘规模化种植和管理仍面临着推广和技

术受限的困境[9]。为了进一步保护天然沙棘资源、科学种植和管理沙棘，保障沙

棘林生态效益，管理者需要依靠一系列准确及时的沙棘数量、生理生化信息为栽

种、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计划和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卫星遥感技术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获取数据的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和辐射分辨率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可以支撑沙棘数量、生理生化信息的高效、精准监测和生态效应

评价。本文将梳理遥感技术在沙棘资源监测中的应用现状，总结当前进一步发挥

沙棘生态效应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指出基于遥感技术的解决方法，为推动遥感

技术保障沙棘更好地发挥生态效应提供理论参考。

1 遥感技术在沙棘资源监测和生态效应评价中的应用现状

自 1972 年美国发射第一颗遥感卫星 Landsat-1 至今，世界卫星遥感技术已

有长足的发展，按数据的不同电磁谱段可分为可见光-近红外遥感、热红外遥感

和微波遥感。可见光-近红外遥感正逐步朝高光谱分辨率､高空间分辨率和高时间

分辨率的方向发展，包括 Sentinel-2、GF-2、RapidEye、Worldview-2 等，目前

已发展到亚米级空间分辨率、逐日时间分辨率和数百波段光谱分辨率。热红外遥

感包括 Landsat-8、NOAA/AVHRR、MODIS 等，常用于反演地表温度､土壤水分和植

被水分。微波波长较长，可穿透云层和穿透植被到达地表，目前有 Sentinel-1、

GF-3 等，分辨率最高可达到 1m。当前，卫星遥感技术已经在沙棘分类识别、沙

棘状况监测以及沙棘生态环境效应遥感评估方面有了初步的应用。

张超等[10]分别应用非监督分类、监督分类、基于空间分布特征的辅助分类和

基于光谱特征再分类 4种方法，对沙棘林进行了遥感识别分类，并评价各种分类

方法，发现基于光谱特征的再分类方法的精度最高。王丽[11]构建了沙棘地物波谱

库，利用 GF-1 数据对沙棘进行了识别分类，并采用混淆矩阵对分类精度进行了

评价。路常宽[12]利用沙棘多年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变化特征，结合遥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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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研究区 Landsat-5 影像进行人机交互解译，得到

沙棘分布和面积数据。于杰[13]结合实地采样数据和 Landsat-5、MODIS 数据，构

建与已有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相融合的生物量遥感估算模型，对区域沙棘林

生物量及碳储量进行了估算，更好地评价了沙棘林的碳汇效益。王海波等[14]利用

Landsat-5 数据建立了植被指数与大果沙棘生物量之间的经验统计模型，发现植

被指数和生物量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中，比值植被指数（RVI）、NDVI 与俄

罗斯大果沙棘之间较高的相关性，模型预测的生物量值高于理论生物量值。郭建

英等[15]利用基于 Landsat-5 数据的土壤侵蚀模型（RUSLE）分析评价了研究区内

沙棘造林前后的土壤侵蚀的时空变化，通过对吴起县沙棘造林以来的土壤侵蚀

量、土壤侵蚀强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揭示了沙棘造林对县域土壤侵蚀的

控制效果。

2 进一步发挥沙棘生态效应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2.1 沙棘资源数量和分布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不足

目前尚没有统一标准的全国沙棘资源本底调查工作提供完整、可靠的沙棘资

源数量和分布数据，已公布的数量和分布数据绝大多数来自各地区（单位）单独

组织的地面调查。不同的调查标准、工作团队、手段措施导致各类信息渠道提供

的沙棘数量和分布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大范围总量数据如省级、国家级数据主

要来源是各渠道数据的统计求和，其实际完整性和可靠性不能保证。

2.2 沙棘大面积精准监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例极少

传统上，获取沙棘数量、生理生化信息主要通过站点观测[16]、种植记录[17]、

人工取样[18]、实验室测样[19]等方法，这类方法耗时、费力，大规模应用的成本较

高[18, 20]，不能满足沙棘的大面积、实时监测。遥感技术可以支撑沙棘的高效、精

准监测，然而目前这类研究极少，利用中国知网检索沙棘和遥感主题，仅有 38

篇论文，缺少针对沙棘识别分类、生理生化参数反演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实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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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范围的沙棘生态效应缺少科学评价

沙棘林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生态效应的发挥过程涉及环境和沙棘树的

综合作用。当前针对沙棘生态效应的研究绝大多数为野外试验，其中大范围沙棘

生态效应的评价方法主要通过野外试验获取点样数据再将单点尺度的数据应用

到区域尺度[22-23]。这类方法一般需要足够精细的时空采样，一些地区如果没有足

够的样点数据，将尺度转换会导致评价准确性不足[24]。

3 基于遥感技术的解决方法

3.1 全国沙棘本底遥感调查与空间制图

为了摸清全国沙棘资源现状本底，提高沙棘资源数量和分布数据的完整性和

可靠性，在典型人工与天然沙棘遥感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源遥感数据，采

取面向对象的方法开展全国人工、天然以及不同类型沙棘的遥感调查与空间制

图，形成全国沙棘“一张图”，并开展调查精度的验证与评价。具体工作分为以

下 3部分。

3.1.1 典型人工与天然沙棘遥感特征分析

（1）关键生育期地物波谱分析

基于地物光谱数据，研究沙棘在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的波谱特性；分

析在不同气候、地形、养分条件下沙棘光谱的变化情况；分析沙棘不同生育期光

谱的变幅和速率，从而提出沙棘遥感的观测窗口及潜在的识别波段。

（2）沙棘的高光谱和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基于高光谱影像，分析不同沙棘之间、以及沙棘与其它相近植被光谱特征的

差异性，从而建立沙棘识别的光谱特征参数；研究沙棘纹理特征，分析其空间尺

度效应；分析影像沙棘地块的几何特征及其周边地类地块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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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沙棘遥感识别技术体系建设

（1）基于对象的多尺度分割技术

考虑到影像分割产生的尺度效应，需要研究合适的尺度判别来提取目标对

象。开展沙棘对象与周边对象的空间域特征差异研究，以及在尺度推演中沙棘对

象的特征尺度域的差异分析，同时，研究不同特征在尺度推演中的变化，从而得

到最佳的分割效果，精准提取沙棘种植地块。

（2）特征参数分析与提取研究

研究土地覆盖高光谱影像特征，建立基于光谱形态的识别模型；开展沙棘的

光谱变换研究，提取绿度、亮度等特征指数进行目标识别；开展非光谱的纹理指

数、几何指数研究，协同进行中药植物分类。

（3）基于深度学习和随机森林的分类方法研究

开展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方法研究，研究动态自适应学习率的 BP

改进算法，改善网络收敛速度和精度。改进随机森林决策树裁减的方法，提升

boosting 算法。

3.1.3 全国范围的沙棘空间制图与精度评价

针对不同影像分幅沙棘识别任务划分的业务流程，面向沙棘识别分类需求，

研究不同的训练样本自动优化选取过程，并进行地物类型的自动化标定研究，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尺度沙棘制图成果的自动化拼接。在大尺度地物空间分布信息

获取前提下，研究构建适合于不同空间分辨率的沙棘空间制图规范，满足大尺度

遥感制图的需要，形成全国沙棘“一张图”。利用地面样点数据，开展制图精度

验证与评价。

3.2 沙棘质量与健康遥感动态监测

在掌握沙棘空间分布信息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开展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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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叶面积指数、净初级生产力、林龄等反映沙棘质量与健康的指标的动态监测，

具体工作分为以下 4部分。

3.2.1 植被覆盖度动态监测

植被覆盖率通常指植被垂直投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之比，是植被群体状态的

重要指标。以年为频率，利用像元二分模型进行植被覆盖度估算，开展沙棘生长

旺季的植被覆盖度监测，并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该方法假定遥感传感器所观测

到的信息可以表达为由无植被覆盖（裸土）部分所贡献的信息和由植被覆盖部分

所贡献的信息两部分组成，通过解算两者的比例实现植被覆盖度的定量估算。

3.2.2 叶面积指数动态监测

叶面积指数指单位土地面积上植物叶片总面积占土地面积的倍数，是表示植

被利用光能状况和冠层结构的一个综合指标。以月为频率，开展近 10 年全国沙

棘的叶面积指数监测，并分析其年际与年内变化。叶面积指数的遥感反演主要分

统计模型与机理模型两种，为确保模型的可推广性，采用基于辐射传输方程的地

表植被结构参数反演算法：首先针对沙棘进行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进行主要

参数的标定与优化，然后构建 LAI 反演模型查找表，并开展沙棘叶面积指数的定

量反演。

3.2.3 净初级生产力动态监测

净初级生产力（NPP）指单位时间内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碳中除去呼吸

消耗碳所剩的部分，是植物自身生物学特性与外界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是

评价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的主要指标。利用改进的光能利用率模型（CASA）

可实现全国沙棘近 10 年的 NPP 估算。CASA 模型是从植被的生理过程出发而建立

的植被 NPP 机理模型，模型中 NPP 主要由植物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和实际光能利

用率两个因子来表达，其计算方法为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与实际光能利用率的乘

积。根据植被对红外和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特征可以实现基于遥感数据估算光合有

效辐射（PAR）中被植被吸收的部分（APAR），光能利用率指的是一定时期单位

面积上生产的有机干物质中所包含的化学能与同一时间投射到同一面积上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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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之比，可以表征为植被自身的特性、温度、水分及其土

壤等因子的函数。

3.2.4 林龄动态监测

林龄一般是指林分的平均年龄，它是作为划分林分依据的主要森林结构特征

之一，不同林龄的森林能提供不同的产品、服务，并具有不同的价值。采用基于

时间序列遥感数据的林地扰动识别方法开展沙棘林龄估算，该方法通过对时间序

列进行特征提取和分析可以有效地监测沙棘林的长期变化状况与扰动，并通过特

征定义进行林龄的有效识别。

3.3 沙棘生态效应遥感评价

沙棘的生态效应一般是指其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的生

态防护（正面）效应，长期以来，该效应缺少大范围量化评价。结合新兴遥感技

术与地面生态过程模型，可以开展防风固沙、水源涵养和固碳 3个方面的大范围

生态效应评价。

3.3.1 防风固沙效应评价

防风固沙是风蚀地区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之一，是生态系统植

被对风沙的抑制和固定作用。运用修正风蚀模型对全国沙棘近 10 年来进行计算，

估算出沙棘的风蚀量及防风固沙量，并进行分等定级，分析各等级风蚀强度和防

风固沙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以遥感和地面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家生态系

统观测研究网络的长期监测数据，评估沙棘林防风固沙功能空间特征及其变化趋

势，并进一步估算其防风固沙功能价值。运用 GIS 的空间分析、遥感影像的校正

和融合镶嵌、人机交互和计算机半自动解译，实现对全国沙棘林土壤侵蚀强度信

息准确高效的提取与处理，并且在 GIS 平台下，构建土壤侵蚀计算模型，从而评

价沙棘在减少水土流失的方面的生态环境效应。

3.3.2 水源涵养效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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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养是陆地植被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具有延缓土壤侵蚀、调节地

表径流、净化水质等生态服务功能。测定沙棘林的水源涵养量能很直观地了解沙

棘的生态价值，能够为确定林资源保护措施与经营策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根

据多年降水量数据，每月遥感影像以及时空融合技术，分析近 10 年全国沙棘林

水源涵养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结合遥感影像及成果，以水量平衡方程为理论指

导，选择降雨、径流、蒸散发数据构建水源涵养价值评估体系，以文献分析法获

取经验径流系数，利用 ArcGIS 计算不同因子水源涵养指数及其面积，分析水源

涵养量，最后对沙棘种植区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等级进行划分，根据建立

的评价模型，对沙棘林种植地区水源涵养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并且对评价的结果

进行相应的讨论。

3.3.3 固碳效应评价

植物固碳指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二氧化碳转化为自身有机物的过程。在“碳

中和”上升为国家任务的背景下，沙棘固碳作用也成为其主要的生态功能。利用

遥感手段估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将以碳通量与碳循环过

程的综合网络观测、生物过程的适应性实验研究以及河流碳输运过程研究为支撑

系统的自下而上途径，和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和对地观测数据生态参量反

演为基础的自上而下途径相互验证并与尺度转换模型实现有机结合，开展综合观

测、调查、比对分析、模拟和评价工作，分析沙棘生态系统碳的时空分布和动态，

并估算大面积沙棘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从而评

价沙棘在固碳方面的生态环境效应

4 总结

当前，随着沙棘的生态效应被广泛关注和利用，一系列有效措施亟需应用于

保护天然沙棘资源、科学种植和管理沙棘的工作中。遥感技术获取植被信息的效

率高、范围广、精度好，可以支撑沙棘数量、生理生化信息的高效、精准监测和

生态效应评价。为了解决进一步发挥沙棘生态效应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全国沙

棘本底遥感调查与空间制图、沙棘质量与健康遥感动态监测、沙棘生态效应遥感

评价三类工作将成为下一步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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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野生动物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

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

文/陶思明

摘要：要实现野生动物的普遍性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首先要意识到野生动物是生命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需要保护生态系统，管理猎捕和经营利用活动。现行法

定保护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且存在着许多困惑。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以构建野生动物

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增强适应性。

关键词：野生动物，普遍化保护，选择性利用，适应性

陶思明.构建野生动物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25 日，有关部门就调整《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野猪不再作为法定保护物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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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度关注，有叫好的说野猪可以打了，有担忧的说野猪调出名录肯定会出事，

希望保留其“三有”身份。业内解释，作此调整最主要原因是其已不存在生存

威胁，部分地区种群数量过高，“存在野猪致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了不利影响，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调出名录便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猎捕或

其他防控措施，处理野猪问题更灵活有效，但“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新

华社客户端，2021.12.15）因为《名录》开宗明义以物种“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重要与否为导向，而无关生存状况、数量多少，将此前合乎标准入选

名录的野猪调出，逻辑推理应是“三有”价值发生重大变化。联系调整说明中

不列入名录的其他情形，包括“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如高原鼢鼠、

旱獭等”，“公众意愿普遍难以接受的物种，如大、小嘴乌鸦等”，并回顾国

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适用以及“IUCN 红色名录”调整中国物种濒危程度引发的

纷扰，深感相较这种选择性保护，如何实现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

不悖，从理论到实践会更顺畅些。

一、生命共同体中的野生动物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深知，生命共同体是包括野生动物在内众多

物种、种群、生命个体与诸如“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等复杂环境共同形成、

相互联系或互为条件的宏大生命支持系统，人们已经用充满智慧的“生物多样

性”概念表征其有机整体属性，是地球适合人类居住而区别于其他星球的最主

要特征。

种类繁多的野生生物和类型各异的生态系统，通过复杂的生物学机制和食

物链关系联结在一起，既有“万物作而弗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

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之无穷奥妙，也有“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各得其养以成”的皆大欢喜。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一物种与它物种及非生

物环境间紧密相关而非单独存在，“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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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起来的画面”，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其他部分，同时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

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才得以生生不息、气象万千。

由此，植物、动物、微生物，不论水生的、陆生的、两栖的，稀有的、濒

危的、常见的，都是天之骄子，各有其功能与价值，要说重点都重点、重要都

重要，生命之网群星灿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无有害或多余的的物种。这

决定了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把生命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施以普遍化保护，

而选择性保护更适合于管理利用活动。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能以后者代

替前者。

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两个方向及其特点

野生动物是自然的涌流呈现、演化发展，无论相生相克、互利竞争，还是

风雨过后见彩虹，都是生命常态。只所以有保护问题，是智慧的人为了自己利

益最大化，常以凌厉之势施加影响的结果。一是开发建设大量侵占野生动物家

园，导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众，“衣、食、住、行”困难，“七情”没有

了“喜”只剩下“怒、忧、思、悲、恐、惊”，生存危机四伏甚至命悬一线，

遑论生息繁衍、物种不灭。二是商业化利用，野生动物生存不易，繁衍有序，

长成更少，但人的需求无度，大量猎捕致种群个体入不敷出时，物种离灭绝也

就不远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相应的保护工作也有两个方向：

1. 生态系统的保护。生态系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除管理利用外，野生

动物的保护从形式到实质，其实就是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在管控人

类活动足迹、减免人类活动影响，确保家园的可用性。代表性工作有划分国土

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主体功能区制度，源头预防开发破坏的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度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清理整治开发建

设恢复自然生态等，更早更直接的是在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建立自然保护区，

现在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些工作统筹自然与人、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留一张白纸”，不破坏、少干扰，努力留住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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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其效力像阳光照耀大地、雨露滋润万物一样，所有野生动物整体受益，

没有与某个物种的特别对应关系，也无法排除某个物种免于保护或令其回避保

护。

这符合现代生态科学和生命共同体理论，体现了物种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原则，客观反映了物物相关、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种间关系和野生动物保护一个物种都不能少的价值目标。虽然各地可

能都分布种群生存力受到特别关注或深具文化影响力的物种，甚至直接以物种

为保护地命名，但也只是凸显当地生物多样性特点或保护紧迫性，绝不意味着

只保护个别物种。千万物种汇聚一方共同构建并存在和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区

域，是一个不可人为拆分的有机整体，像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强大人民才幸福

一样，只要区域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稳定、生境丰富、食物链健全，充满生机，

包括野生动物在内各种生物都会竞相迸发活力壮大种群争取种间优势地位，积

极繁衍后代、“我”不要灭绝是本能使然。反之没有整体，绝不会有个别物种

的光明前景。保护生态系统，就是要在区域生物多样性整体向好中实现各种野

生动物的好。

2. 猎捕和经营利用活动的管理。受限于可用性、可获得性、文化传统、

生态伦理、资源状况等，真正有利用的野生动物并不多，如对全国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许可证的分析研究，“发现共 254 个物种被商业利用。”（《中国科学

报》，2021.3.2）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后应该更少了。利用活动和保护的目

标预期、生态效应完全相反，管理利用活动和保护生态系统目标一致，两条战

线缺一不可。但是，利用管理适应利用活动的选择性，不同于生态系统保护所

有生命现象全面受益的自然本能，二者在基本制度、措施上应当有所区别。

三、现行法定保护范围的局限和保护的困惑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是生态系统方向也选择性

保护野生动物的法源基础。《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珍贵动物“是指珍贵、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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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是“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具

体物种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确定，还规定非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渔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从保护工作不同方向及

其特点看，这种以野生动物为导向的选择性保护，更适合于利用活动的管理，

《野生动物保护法》已有充分体现，如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禁止以

野生动物收容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放“批准文件”“狩猎证”等。

国家重点保护一级、二级野生动物的实质差别，也仅是特许猎捕证审批层级的

不同。

但法律相关基本制度、用语，显然没有区分野生动物保护两个工作方向的

不同，合体适用各种保护名录，把生态系统方向基于生命共同体的普遍化保护

也变成了有选择的保护。国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和完整性”，全社会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寄予厚望，各种保护名录在众口

难调中越来越长，却依然有更多物种不在法定保护之列，针对不同物种的分品

定级、保护的挑三拣四，硬生生把野生动物命运共同体分出了天上人间三六九

等，保护者和被保护者都有些不够满意，也有诸多困惑。

1. 珍贵野生动物的困惑。物以稀为贵，珍贵野生动物除文化传统外各有

情况，有的自然分布地域狭小，有的居于食物链顶端或体量食物量大而种群自

然受限，有的则因生境破坏或过度猎捕步入濒危。但无论珍贵原因为何、有着

怎样的情形，唯有生物多样性大家庭和良好的生存环境，才是其种群稳定发展

的前提条件。就像《共产党宣言》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一样，珍贵野生动物只有在普罗大众的全面保护、共同兴旺中

才能获得永生。新冠疫情防控治疗中，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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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重症轻症并重”，以最大限度减少感染、控制轻症向重症发展的做法，

很值得借鉴参考。现在，全球濒临灭绝的物种越来越多，我国以受关注较多的

4000 多种脊椎动物为例，除个别外总体上生存状况都不太好。如果继续坚持只

保护珍贵物种，可能的情况是：都确定为珍贵失去了“珍贵”的意义，也不符

合生态文化，都不确定为珍贵就不是全面的保护，没有全面的保护，珍贵的也

保护不好。

2. “三有”野生动物的困惑。从野生动物统一于生命共同体、人工尚不

能创造出任何一个物种以及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看，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是“天

生我材必有用”，人为区分各个物种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重要与否是困难

的，也没有充分必要性。以这次拟调出“三有”名录的野猪为例，实际原因是

食物链不健全缺少天敌制约，保护较好地区野猪种群数量增加，外溢到生产生

活区域打扰人、损害经济利益，需要有些干预。但干预只是区别不同情况适当

减少个体数量，对其固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并无任何贬损，更不是消灭物

种，调出后野猪既不是重点保护物种，也不是“三有”物种，没有了法定保护

身份，人们当然有理由担心它还能不能得到保护。又如说高原鼢鼠、旱獭损害

自然生态系统而排除在名录之外，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依人的习惯性看法，过多

的鼠洞对草场景观一致性或产草量有影响，对自然生态系统未必有害。据研究

三江源之所以大型食肉动物种类全球最多，离不开旱獭、鼠兔为狼、棕熊、鹰、

猫头鹰等提供食物，其洞穴除疏松土壤、提高草地渗透性保水外，也是其他一

些动物的巢穴或躲避风雨的临时场所等。（央视网，2020.3.9）至于说大、小

嘴乌鸦公众意愿普遍难以接受而不能入列“三有”名录，更难以服众，乌鸦是

人们从小学一年级课文《乌鸦喝水》故事中最早了解到的动物，即便有人讨厌

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不需要保护了，现实中也没有因为“讨厌”一个物种而不

予保护的。人靠万物活着，对万物都有爱心，即使老虎伤人还努力保护老虎，

这是人的生存智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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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处不胜寒的困惑。一些物种没有保护好，人们常抱怨未纳入国家重

点保护或保护级别不够高，竞相争取最高等级的保护便成为破解困局的首选，

多年不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广受各界批评。2021 年，长江江豚如愿

以偿获得最高等级保护身份，由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晋升为一级重点保护，业内

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殊不知白鱀豚自始至终都是最高等

级保护，却历经不同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单一物种特别保护机制，没能等到长江

大保护春天的到来，保护工作者即自行宣布灭绝或功能性灭绝了。其它如丹顶

鹤也一直是最高等级保护，历经野外抓鸟取卵人工驯养孵化、捏怕死放怕飞等

几十年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保护，野生种群大多成了笼养鸟，自然迁徙种群

明显少于保护之初。最高等级保护标志性物种大熊猫，600 多只圈养种群除生

命实体尚未进入千家万户外，拟人化程度、受到的追捧超过了所有宠物，衣食

住行、生老病死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但境况也没好到那里去，绝大多数

等不到成功野化训练放归自然就该寿终正寝了，没有体验过自由和野性，没有

经历过春花秋月，没有对物种不灭和生态服务的任何贡献，只能郁郁寡欢终其

一生。野生大熊猫，现在的 1864 只相较于 1977 年一调的 2459 只，1 只净增长

都没有，还亏空约 1/4。推而广之，如果这种机制很管用，随保护工作不断加

强，重点和高级别保护物种应该呈减少之势才是正相关，现在却不减反增，说

明弃整体而专攻个别并非灵丹妙药，可人们还如争先创优不敢怠慢，更有视此

类物种越多越好、越有成就感者。

4. 保护走捷径的困惑。除管理利用外，基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实质是和发

展争生态空间，涉及到具体经济利益，工作难度大又无捷径可走，只能晓以大

义努力争取。但以物种为导向的保护不同于生态系统整体性强，难以绕开人类

活动影响而多有矛盾冲突的特点，促使人们走捷径，使保护虚多实少，既弱化

生产性威胁管控，又加重保护性干扰。一是高强度塑造明星物种，希望一好带

全好，但除赢得更大舆论声量、占用更多保护资源外，许多明星物种自己都没

有保护的更好，何以带动其他物种的保护。二是抓捕野生动物行人工驯养繁育、

迁地保护，试图躲开是非之地营造安乐窝，快速增加种群数量，大到亚洲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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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鳄蜥，举凡哺乳类、鸟类、鱼类、两栖爬行类、水生、陆生野生动物均有涉

及，因严重有违野生动物天性，致其常以死抗争，连带影响野生种群，干扰生

态系统，人与自然更趋冲突。许多人以为人工驯养繁育促进了朱鹮复苏而如法

炮制，但当地经验却是“ 开展野生朱鹮种群就地保护工作对拯救这一濒危物

种尤为重要”。（《 陕西日报》，2019. 6.30）三是频繁调查监测精准计数

自然，诸如“用‘天网’寻找东北虎豹”“时刻观察江豚的踪迹”“捡到（大

熊猫）粪便就如获至宝”等，实质是绕开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把保护生态系统保障家园可用性变成了存量野生动物的反复清点。近年中央环

保督察等曝光查处了大量涉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就是保护供给侧与

需求侧不对号的最好证明。

5. 崇尚人为力轻忽自然力的困惑。人因为崇尚、相信自然才保护自然，

生态文明理念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既是经验总结，也是指路明灯，但

目前反方向操作较多，着重点和欢呼雀跃多在人为力上。一是背离事实夸大作

用于自然的人为力。大熊猫保护宣传有“随着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的快速优质

增长”“用野化放归的方式补充野生大熊猫种群的数量”，使该物种从“濒危”

降为“易危”等说辞，实际人工大熊猫共放生 11 只，其中死亡 2 只，其余情

况不详，相比近 2000 只野生种群太微不足道了。长江江豚野生种群有 1000 多

只且向好趋势明显，却向来不被看好，反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和人工“保种”

是物种不灭的最大希望。雨果说：“人类的智慧是不可能战胜的，可是自然也

是难于攻破的。”一个物种，如果生境受保护又不斩尽杀绝，灭绝也不那么容

易，求生欲望和人一样强烈，现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千口之家，竟需要人工“保

种”，除了崇尚人为力、轻忽打压自然力，没有别的。二是否定自然力、裂解

生态系统搞保护。大熊猫人工驯养繁育中，一直有物种退化，诸如野外择偶、

怀孕、产仔、育幼、成年等多“难”之说，但实际并非如此，而是“具有较高

的遗传多样性，种群稳定增长，表明大熊猫仍具演化潜力”。（《人民日

报》， 2021.12.28）在共抓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大好保护形势中，有关方

面仍宣称“选择一些生态环境与长江相似的水域建立迁地保护区成为当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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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最有效的措施。”（央广网，2021.10.4）并在 2021 年组织实施了史上最

大规模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更于《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中，将建设人

工繁育基地和迁地保护设施列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优先举措，分明同就地保护、

自然恢复分道扬镳。自然保护工作者不崇尚自然、相信自然而高度轻忽自然，

究竟所谓何来呢！

6. 重个别微观轻整体宏观的困惑。自然是宏观大世界，野生动物是牵扯

面很广的复杂巨系统，保护理应自带宏观视野，更加综合的全面的广泛联系的

看问题。但目前虽然对部分物种的保护，已经发展到全天候观测野外活动、辨

别谱系逐一建立“户口”、试图安排不同种群间基因交流或以人工种群“丰富”

野生种群基因等，使保护流程高度复杂化、微观精细化，却大有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之虑。一是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食物链观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系统

保护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在保护地和注意力上不是全面均衡关照各种野生动物，

过度与不及兼有；许多重点保护物种甚至同一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分别实施不

同的保护计划，导致保护碎片化、高成本化；一些地方经由人协助有可能恢复

食物链的问题，尚未列入议事日程。二是缺乏保护供给侧对需求侧的主动对接，

不是以管控减免人类活动威胁为中心，长年累月以自然为对象的工作较多，等

于以自然保护自然，没有和关键人为制约因素消解与否、人类活动影响水平降

低与否、生境质量变好与否、野生动物受益与否相联系。三是缺乏从自然进化、

生态平衡上考虑问题，明星野生动物只能“生”不能“病老死”淘汰弱者，只

能吃食不能被食，不能因天时变化有这“灾”那“难”，没有负反馈的单一方

向运作，潜藏新的生态不平衡恶果。四是缺乏对人与野生动物偶遇后如何应对

的关注和引导，野生动物离开自然生境进入有人区域抑或有作恶就认为是问题

动物，或必然与人发生冲突而紧张以对，或者就是“局地过饱和”等。人与自

然和谐必有自然一面，野生动物与人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在保障人身安全前

提下，是不是也要提倡适当的接纳和承受，有问题积极解决，但不能叶公好龙

式视野生动物进入有人区域为反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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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按照生命共同体理论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

然生境，维持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的基本要求，构建野

生动物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增强适应性：

1. 将《宪法》第九条国家“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的规定，修改为国

家“保护野外环境中自然繁衍生息的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或“没有被人类驯

化且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生生物”或其他类似表述，为野生动物的普遍化保

护提供宪法依据。

2.生态系统保护方向取消野生动物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和“重点”“三有”

等物种名录，实现所有野生动物的全面、平等、普遍化保护。如果说保护名录

曾起到惊醒人们增强保护紧迫感和突出重点的作用，随着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区域生态应保尽保、能保尽保新阶段，也到了终结其历史使命的时候了。

3.猎捕和经营利用活动管理设立相关名录，列出有利用习惯、种群可支持

和政策上允许利用的物种并配套管控措施，作为执法监管依据，名录效应不及

于生态系统方向的普遍化保护。种群调控纳入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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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黑龙江林蛙、中华蜜蜂等物种应科学评估，

宜保留在《三有名录》

文/杨晓红、冯璐

摘要：国家《三有名录》适时的进行调整和修订，对于适应新形势下野生资源保护，维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简称《三有名录》），本文结合

多年来对野生动物物种种群变化、面临威胁和社会关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三有名录》

修订提出建议。

关键词：三有名录，征求意见稿，修订，建议

杨晓红、冯璐. 野猪、黑龙江林蛙、中华蜜蜂等物种应科学评估，宜保留在《三有名录》.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征求意见稿）》（简称《三有名录》），笔者通过认真研究，并结合有关专

家和志愿者反馈意见，在甄别汇总后，提出以下建议：

1. 将野猪保留在《三有名录》之列。

建议理由：野猪在我国东北、华北、云南及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等山区，近

些年确实种群数量增长较大，但截止目前，仅有个别省份就这一陆生野生物种做

过相对严谨的专项物种种群调查，对其野生资源状况有一定了解，大部分涉及野

猪数量快速增长的省份，并没有开展类似调查。即使在已经开展了野生种群调查

的省份，对野猪与当地生态环境间可容纳的合理数量与分布密度，都尚未得出被

社会和生态研究学界广泛认可的科学成果。

-102-



因此，在不清楚其环境容量、主要的环境因子之间的变量关系、未能做出科

学的野生种群评估、以及设计出相应的科学管理体系之前，仅出于生态补偿压力，

将野猪删除《三有名录》不合适。这一种群作为当前林区的食物链顶端消费者，

对维护区域内生态平衡和生态健康，仍有着重要意义。而从《三有名录》中剔除，

很容易造成过度消费、再次让野猪种群面临濒危。

2. 两栖类野生动物中，应谨慎删除黑龙江林蛙等野生蛙类和蟾蜍类。

建议理由：拟新发布的国家《三有名录》，共删除 610 余种野生动物（含被

重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者和转按水生野生动物管理者），而两栖类

删除的野生蛙类和蟾蜍类野生动物达到 133 种，占到删除总数的 22%，这些被删

除原《三有名录》的野生蛙类和蟾蜍类，其人工繁殖技术的成熟度、野生资源种

群状况，目前均未经过详细论证，其增删的判断依据不足，因此建议慎重删除。

尤其如黑龙江林蛙，从 2019 年以来的志愿者独立调查显示，其所谓的养殖

技术，多是人工捕获野生林蛙幼体、然后在人工设施里育肥，不能算是真正的养

殖技术成熟，不符合严格意义上子二代、三代已经完全独立人工繁育的要求，将

其删除《三有名录》不合适。

3. 将中华蜜蜂保留在《三有名录》之列。

建议理由：目前，中华蜜蜂的野生种群数量仍较少，绝大多数野外蜂种为引

入的意大利蜂，中华蜜蜂作为本土重要的授粉昆虫，其生态价值和对农业的影响

意义重大，目前在未能提供充分科学依据的前提下，建议在《三有名录》中保留

中华蜜蜂。

4. 增加蛛形纲的蝎子，将蚯蚓、萤火虫的全部种纳入《三有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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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理由：新《三有名录》中，无蛛形纲动物，但近三年来，在宁夏、陕西

等西北数省，均在秋冬季存在大量猎捕蝎子、运往南方作食用或药用的现象，其

对现种群危害甚大，不加节制，将使其致危；作为陆栖无脊椎动物的蚯蚓，我国

有 200 多种，过去两年由于电蚯蚓机在电商平台大量销售，我国北方不少地区都

出现蚯蚓被电死或出售状况，对土壤的生态健康危害较大，故宜纳入“三有”保

护；萤火虫作为重要的敏感性环境指示物种、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喜爱，

新《三有名录》仅纳入数种，建议加大该物种的保护，可标注（所有种）。

5. 按照调整说明规则，部分应删除物种未被删除。

如黄胸绿鹊，已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新《三有名录》中仍

有该物种，重复。

6. 部分增删物种的中文名或学名需要修订。

如“普通雨燕”，应修改为“普通楼燕”；部分物种未备注原名；部分物种的

亚种，已成为独立种，其学名在新《三有名录》中被混淆等等。该方面具体建议

详见表 1。

表 1 建议 6 所涉及的详细修订建议

序

号

中 文

名
学名

调

整

情

况

备注 修改建议

兽纲 MAMMALIA

20 艾鼬
Mustela
eversmanni

未

变

原 名 Mustela
eversmanii

删除备注，与原三有名录对比，艾鼬

的学名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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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赤麂
Muntiacus
muntjak

未

变

原 名

Muntiacus
vaginalis

删除备注，与原三有名录对比，赤麂

的学名未变

37 狍
Capreolus
capreolus

未

变

原 名

Capreolus
pygargus

删除备注，与原三有名录对比，狍的

学名未变

45
明 纹 花

松鼠

Tamiops
macclellandi

未

变

原名 Tamiops
macclellandii

删除备注，与原三有名录对比，明纹

花松鼠的学名未变

88 云南兔 Lepus comus
新

增

添加备注，原名 “西南兔”，从学

名来说，调整情况为 “未变”，而

非新增

鸟纲 AVES

57 斑林鸽
Columba
hodgsonii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点斑林鸽”，或添加

备注 原名“点斑林鸽”

69
毛 腿 夜

鹰

Lyncornis
macroti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毛腿耳夜鹰”，或添

加备注 原名“毛腿耳夜鹰”

83
普 通 雨

燕
Apus apu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普通楼燕”，或添加

备注 原名“普通楼燕”

96 大鹰鹃
Hierococcyx
sparverioide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鹰鹃”，或添加备注 原

名 “鹰鹃”

105
红 脚 斑

秧鸡
Rallina fasciat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红腿斑秧鸡”，或添

加备注 原名 “红腿斑秧鸡”

108 西秧鸡
Rallus
aquaticus

未

变
原名普通秧鸡

修改中文名为 “西方秧鸡”，原作为

普通秧鸡（Rallus indicus）新疆亚

种。

118 白骨顶 Fulica atr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骨顶鸡”，或添加备

注 原名 “骨顶鸡”

128 金鸻 Pluvialis fulv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金斑鸻”，或添加备

注 原名 “金斑鸻”

129 灰鸻
Pluvialis
squatarol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灰斑鸻”，或添加备

注 原名 “灰斑鸻”

143
拉 氏 沙

锥

Gallinago
hardwickii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澳南沙锥”，或添加

备注 原名 “澳南沙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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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长 嘴 半

蹼鹬

Limnodromus
scolopaceu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长嘴鹬”，或添加备

注 原名 “长嘴鹬”

163
三 趾 滨

鹬
Calidris alb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三趾鹬”，或添加备

注 原名 “三趾鹬”

164 西滨鹬 Calidris mauri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西方滨鹬”，或添加

备注 原名 “西方滨鹬”

194
普 通 海

鸥
Larus canu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海鸥”，或添加备注 原

名 “海鸥”

202
红 嘴 巨

燕鸥

Hydroprogne
caspi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红嘴巨鸥”，或添加

备注 原名 “红嘴巨鸥”

236
绿 背 鸬

鹚

Phalacrocorax
capillatu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暗绿背鸬鹚”，或添

加备注 原名 “暗绿背鸬鹚”

238
黄 斑 苇

鳽

Ixobrychus
sinensi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黄苇鳽”，或添加备

注 原名 “黄苇鳽”

241 黑苇鳽
Ixobrychus
flavicolli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黑鳽”，或添加备注 原

名 “黑鳽”

268
绿 拟 啄

木鸟

Psilopogon
lineatu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斑头绿拟啄木鸟”，

或添加备注 原名 “斑头绿拟啄木

鸟”

291
花 腹 绿

啄木鸟
Picus vittatus

未

变
添加备注，原名 “花腹啄木鸟”

293
鳞 腹 绿

啄木鸟

Picus
squamatus

未

变
添加备注，原名 “鳞腹啄木鸟”

294
灰 头 绿

啄木鸟
Picus canus

未

变
添加备注，原名 “灰头啄木鸟”

295
金 背 啄

木鸟

Dinopium
javanense

未

变

修改中文名为 “金背三趾啄木鸟”，

而金背啄木鸟 学名为 Dendropicos

abyssinicus

338 寿带
Terpsiphone
incei

新

增

修改，调整情况为“未变”，并添加

备 注 ， 原 学 名 “ Terpsiphone

paradisi ” ， 现 Terpsiphone

paradisi 指 印缅寿带

-106-



359
黄 胸 绿

鹊

Cissa
hypoleuca

未

变

原名短尾绿鹊

Clssa
thalassina

删除，按照本次调整说明，黄胸绿鹊

已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

物，未避免重复应该删除

389
欧 亚 大

山雀
Parus major

未

变

原名西域山雀

Parus
bokharensis

修改中文名为“大山雀”，西域山雀

（Parus bokharensis）现作为大山

雀的亚种，而非独立鸟种。

390 大山雀 Parus cinereus
未

变

修改中文名为“苍背山雀”，是从大

山雀的亚种分化出来的。从学名来

说，调整情况为 “新增”

461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洋斑燕”，或添加备

注 原名 “洋斑燕”

464 毛脚燕
Delichon
urbicum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白腹毛脚燕”，或添

加备注 原名 “白腹毛脚燕”

492
中 亚 叽

喳柳莺

Phylloscopus
sindianus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东方叽喳柳莺”，或

添加备注 原名 “东方叽喳柳莺”

505
云 南 柳

莺

Phylloscopus
yunnanensis

未

变
修改，调整情况为 “新增”

508
四 川 柳

莺

Phylloscopus
forresti

新

增
修改，调整情况为 “未变”

515
淡 脚 柳

莺

Phylloscopus
tenellipes

未

变
添加备注，原名 “灰脚柳莺”

520
西 南 冠

纹柳莺

Phylloscopus
reguloides

新

增

添加备注，原名 “冠纹柳莺”，从

学名来说，调整情况为“未变”。西

南冠纹柳莺从冠纹柳莺西南亚种提

升为独立鸟种，与冠纹柳莺（克氏柳

莺）在形态和鸣声上有很小差别

521
冠 纹 柳

莺

Phylloscopus
claudiae

未

变
从学名来说，调整情况为 “新增”

603
暗 绿 绣

眼鸟

Zosterops
japonicus

未

变

修改学名为“Zosterops simplex”，

“Zosterops japonicus”为日本绣

眼鸟的学名，而暗绿绣眼鸟先前是日

本绣眼鸟的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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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蓝 额 地

鸲

Cinclidium
frontale

未

变

中文名应为 “蓝额长脚地鸲”，或

添加备注 原名 “蓝额长脚地鸲”

875
紫 颊 太

阳鸟

Chalcoparia
singalensis

未

变

原名黄颊直嘴

太 阳 鸟

Anthreptes
singalensis

修改中文名为“紫颊直嘴太阳鸟”

905 麻雀
Passer
montanus

未

变
添加备注，原名 “树麻雀”

924 田鹨 Anthus richardi
未

变

修改中文名为“理氏鹨”，从学名来

说，调整情况为“新增”

925
东 方 田

鹨
Anthus rufulus

新

增

修改中文名为“田鹨”，从学名来说，

调整情况为“未变”

949
红 腹 灰

雀

Pyrrhula
pyrrhula

未

变

原名灰腹灰雀

Pyrrhula
griseiventris

删除备注，红腹灰雀与灰腹灰雀不

同，且原名录中为 2 个物种

1000
淡 灰 眉

岩鹀
Emberiza cia

新

增

修改中文名为“灰眉岩鹀”，从学名

来说，调整情况为“未变”

1001
灰 眉 岩

鹀

Emberiza
godlewskii

未

变

修改中文名为“戈氏岩鹀”，从学名

来说，调整情况为“新增”

爬行纲 REPTILIA

8
墨 脱 弯

脚虎

Cyrtopodion
medogense

未

变

原名墨脱裸趾

虎

Cyrtodactylus
medogense

修 改 学 名 为 “ Crytopodin

medogensis”

184
瓦 屋 山

腹链蛇

Hebius
metusium

未

变

原 名

Amphiesma
metusium

修改备注，原名为“Amphiesma

metusia”

186
腹 斑 腹

链蛇

Hebius
modestum

未

变

原 名

Amphiesma
modestum

修改备注，原名为“Amphiesma

modesta”

228 方花蛇
Archelaphe
bella

未

变

原名 Oligodon
bellus

添加备注，原名为 “方花小头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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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纲 AMPHIBIA

22
蟼 掌 突

蟾

Leptobrachella
pelodytoides

未

变

原 名 掌 突 蟾

Leptolalax
pelodytoides

修 改 学 名 为 “ Paramegophrys

pelodytoides ”

29
腹 斑 掌

突蟾

Leptobrachella
ventripunctatus

未

变

原 名

Lep 

n
tolalax

ve tripunctatus

修 改 学 名 为 “ Paramegophrys

ventripunctatus”

148
塔 里 木

蟾蜍

Bufotes
pewzowi

未

变

原名新疆蟾蜍

Bufo nouettei
修 改 学 名 为 “ Pseudepidalea

pewzowi”

215
红 吸 盘

棱 皮 树

蛙

Theloderma
rhododiscus

未

变

原名红洗盘小

树蛙 Philautus
rhododiscus

修改备注，原名为“红吸盘小树蛙”

220
经 甫 树

蛙

Zhangixalus
chenfui

未

变

原名经甫泛树

蛙

Polypedates
chenfui

修改学名为“Rhacophorus chenfui”

221 大树蛙
Zhangixalus
dennysi

未

变

原名大泛树蛙

Polypedates
dennysi

修改学名为“Rhacophorus dennysi”

224
宝 兴 树

蛙

Zhangixalus
dugritei

未

变

原名杜氏泛树

蛙

Polypedates
dugritei

修 改 学 名 为 “ Rhacophorus

dugritei”

225
棕 褶 树

蛙

Zhangixalus
feae

未

变

原名棕褶泛树

蛙

Polypedates
feae

修改学名为“Rhacophorus feae”

231
黑 点 树

蛙

Zhangixalus
nigropunctatus

未

变

原名黑点泛树

蛙

Polypedates
nigropunctatus

修 改 学 名 为 “ Rhacophorus

nigropunc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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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峨 眉 树

蛙

Zhangixalus
omeimontis

未

变

原名峨眉泛树

蛙

Polypedates
omeimontis

修 改 学 名 为 “ Rhacophorus

omeimontis”

昆虫纲 INSECTA

3
史 氏 皮

虫责

Perlomyia
smithae

未

变

原名扁襀科史

氏 长 卷 虫 责

Perlomyer
smithae

修改备注，原名为“史氏长卷责”

以上建议，也已正式提交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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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投资发展方兴未艾

许明珠
1
、温刚

2

按：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成为近年来

国际投资界的热门词汇，而在国内，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以及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也使 ESG 频频出现。环境、气候和包括生物多样性在

内的生态因素，未来有望被整合入公司信息披露框架并被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下文是 ESG

投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

引言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市场的具体体现。ESG 投资就是把 ESG 理念融入

投资实践，从而将投资所形成的财务收益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

进。

ESG 理念源自上世纪 60 年代的伦理投资及随后的企业责任投资发展。随全

球日益重视环境问题，1992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的金融行动倡议提出，希

望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综合纳入决策过程。2004 年，联合国

全球契约倡议首次使用 ESG 概念。2006 年，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牵头发起了联

合国责任投资倡议，发布了《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将责任投资定义为“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纳入投

资决策和积极所有权的投资策略和实践”，推动了 ESG 投资的普及。

ESG 投资已成为可持续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工作体系已逐步形成。下面

将分 3篇，简要介绍其中的信息披露、评估评级和投资决策相关内容。

1 作者简介：许明珠，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研究领域：

绿色金融、ESG、金融风险管理等。

2 作者简介：温刚，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研究领域：

气候变化、气候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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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ESG 信息披露的规则发展

摘要:ESG 投资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企业进行 ESG 信息披露。高质量的 ESG 信息披露可以帮

助评级机构更准确地对企业评级，从而助力投资者有效开展 ESG 投资。国际机构和各国监

管机构为 ESG 信息披露规则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系列指引、原则和报告标准。

关键词: ESG 投资，信息披露，规则发展

许明珠 温刚. ESG 信息披露的规则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 期，

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投资的对象有多种多样，但穿透到底，最终是企业及其经营活动，因此，

企业的信息披露直接影响到投资决策和回报。投资者可以通过企业的 ESG 信息

披露，了解 ESG 投资的核心要素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

的关系。为使 ESG 投资成为全球普遍行为，就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并规范企

业的 ESG 信息披露，并在各国纳入市场实践。

一、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关于 ESG 信息披露

2006 年发起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倡议（PRI）最早提供了 ESG 信息披露指引。

它倡导的《责任投资原则》要求加入机构自愿遵守六项原则：一是把 ESG 融入

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二是把 ESG 融入资产所有权政策和实践，三是适当披露

所投资对象的 ESG 相关信息，四是促进投资业共同行动，五是推动共同提高实

施成效，六是报告实施活动和进展。每一具体原则进一步包括细化的操作指导，

分别涉及政策制定、制度发展、程序履行、工具支持、绩效考核、信息披露、

合作机制、经验推广等。加入此倡议的机构须按这一框架每年提交报告，披露

其开展 ESG 投资的情况。截至 2020 年底，6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家机构签署了

此倡议，涉及的资产总额逾 120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资产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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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成立的全球报告倡议（GRI）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南》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GRI 标准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 ESG 报告

框架。GRI 标准（2016 版）包括三项通用准则和针对经济、环境、社会主题的

具体议题准则，涵盖 33 个分议题，每个分议题进一步有 30~50 个定性及定量指

标。近期发布的标准 2021 版新增行业标准版块，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GRI 标准因其模块化结构，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要求拆分使用，也可组合使

用，可量化程度较高。GRI 2020 年度报告显示，约 52 个国家的近 3500 家各行

业的领先企业使用这一报告框架，约占全球领先企业的 2/3。2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26000 社会责任指南》首次提出社会责任定义，

制定过程体现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参与和共识。因此，ISO26000

不仅在很多国家转化为国家标准，还成为许多国际标准的修订参考，包括用于

完善 GRI 制定的 ESG 报告框架。3

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发起成立的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

工作组（TCFD），在 2017 年发布了《气候信息披露框架》，由治理、战略、风险

管理、指标和目标四大核心要素组成，强调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气候行动相关

机遇、所带来的财务影响及其相互关系，旨在为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制定一

致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建议，从而帮助他们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纳入决

策。这一框架为《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的形成提供了一项重要基础，未来

还可考虑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将生物多样性等内容纳入《路线图》。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球已有 8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16 家机构支持该框架，支持机构覆盖

公共及私营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中央银行、监管机构以及 1069 家金融机构。

4

国际非政府组织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基于其既往推动企业披露碳排放信

息的工作，于 2007 年发起成立了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CDSB 提出的

《环境与气候变化披露框架》试图将环境气候信息整合到公司年度报告等主流

报告中，以支持投资者决策。这一框架通过不断更新，正向国际上其他框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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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GRI 报告框架和 TCFD 框架，包括加入对生态因

素的考量。5

由原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与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

合并而成的价值报告基金会（VRF），将原 IIRC《综合报告框架》和 SASB《可持

续发展会计准则》，整合形成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性披露准则》。此准则基

于财务、生产、人力、自然资源、智力和社会关系六个维度，为 77 个细分行业

提供了 ESG 信息披露标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规范 6，现已在 70 多

个国家得到采用 7。

在不久前的 COP26 气候大会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理事会宣布，将把

价值报告基金会和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合并进来，在 2022 年上半年成立国际可

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ISSB 将参照以上的 CDSB、VRF 以及 TCFD 等框架，制

定《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IFRS SDS）。该准则有望成为一套综合性

的全球高质量可持续信息披露基准性标准。8

二、各国和地区积极推动市场实践 ESG 信息披露

各国和地区在推动 ESG 投资的市场发展过程中，通常以监管政府部门协同

的方式，发展符合自身市场情况的相关监管政策，包括确定强制性、时效性、

约束对象和应用范畴等，既有正向引导和激励，也有刚性约束和处罚。表 1 比

较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 ESG 相关监管政策和披露指引的发展情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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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 ESG 相关监管政策和披露指引的发展情况

发达经济体因市场更为成熟，其交易所率先实践，根据 GRI 等标准和报告

框架，制订了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规则。披露形式通常分为三类：一是完全

强制披露，以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为代表；二是半强制披露，以

欧盟和英国为代表；三是不披露就解释，以巴西和新加坡为代表。根据联合国

可持续交易所倡议（UN SSE）的统计，截至 2022 年 1 月 5 日，全球 114 家交易

所中，提供信息披露指引交易所共 63 家，接受 GRI、SASB、IIRC、CDP、TCFD、

CDSB 等国际 ESG 信息披露规则的交易所占比分别为 95%、78%、75%、68%、57%

和 32%。如图 1 所示。从强制披露率来看，现有 27 家交易所强制要求上市企业

披露 ESG 信息，占比不足全球交易所总数的 1/4。在市值前十的交易所中，现

只有香港联交所和泛欧交易所两家要求进行相关强制披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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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交易所接受国际 ESG 信息披露规则的占比

（截至 2022 年 1 月 5 日）

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在推动 ESG 信息披露方面起步较晚，但随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金融的发展，近年来已在陆续出台 ESG 监管政策及指引。我国上

交所和深交所也于 2017 年先后加入联合国可持续交易所倡议，分别成为其第

65 和 67 家伙伴交易所。图 2 展示了 2008-2021 年我国 ESG 相关监管政策和披

露指引的发展情况，主要特征有三：一是出台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 2018 年以

来相关政策密集落地；二是涉及范围日益扩大，证券市场内从主板、中小板到

科创板逐步全覆盖；三是具体要求不断细化，并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图 2. 我国 ESG 相关监管政策和披露指引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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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犀牛中国分布情况初步报告

周晋峰，王海滨，王华，安勤勤，徐艳君，张明，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非洲犀牛，包括白犀牛和黑犀牛都被列入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附录二中。为了统计非洲犀牛在中国的分布情况，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现发布初步调查报告。

关键词：非洲犀牛，包括白犀牛和黑犀牛都被列入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附录中。白犀牛被列入附录一和附录二（仅限于南非及斯威士兰种群，特定地点的活物国

际贸易及狩猎战利品的贸易）；黑犀牛被列入附录一。为了统计非洲犀牛在中国的分布情况，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现发布初步调查报告。

周晋峰，王海滨，王华，安勤勤，徐艳君，张明 非洲犀牛中国分布情况初步报告.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物种存续非洲犀牛专家组(AfRSG)关于中国圈

养非洲犀牛分布情况的要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通过文献综

述、数据挖掘、实地考察、访谈等研究方法对非洲犀牛在我国各省、直辖市的分

布情况进行了调查。

截至 2022 年 2 月，我国现共有 322 头非洲犀牛，分布在 31 个省及直辖市的

大中型动物园以及云南和广州的大型繁殖基地在内的 46 个场所中。

其中，白犀牛的圈养最为广泛，

共有 308 头，分布在 46 个场所。另外

还有 14 头黑犀牛，全部分布在其中之

一的广州清远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种源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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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结果的初步报告。

序
号

省/直辖
市

物种名称 拉丁学名 机构名称

目
前
的
数
据

性别

雌
性

雄
性

1 北京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北京动物园 5

2 北京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 5

3 上海 可能有亚
洲独角犀

牛

上海野生动物园 5

4 上海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上海动物园 2 1 1

5 天津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天津动物园 2 1 1

6 重庆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重庆动物园 3

7 重庆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永川野生动物园 2

8 河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石家庄市动物园 2

9 河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 2 1 1

1
0

河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唐山动物园 2

1
1

河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沧州动物园 4

1
2

山西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太原动物园 2 1 1

1
3

内蒙古自
治区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
物园

2 1 1

1
4

内蒙古自
治区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 2 1 1

1
5

辽宁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沈阳森林动物园 3 2 1

1
6

辽宁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大连森林动物园 3 2 1

1
7

吉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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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黑龙江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3

1
9

江苏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 3

2
0

江苏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无锡动物园 2

2
1

浙江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6

2
2

浙江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温州动物园 2

2
3

浙江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2 1 1

2
4

福建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福州动物园 2 1 1

2
5

江西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南昌动物园 2

2
6

山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济南动物园 2

2
7

山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8 4 4

2
8

山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西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园 2

2
9

山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东营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2

3
0

河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郑州市动物园 3 2 1

3
1

河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洛阳王城公园 2

3
2

湖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武汉动物园 2 1 1

3
3

湖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长沙生态动物园 4

3
4

广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
清远长隆动植物种源基地

3
0

3
5

广东 黑犀牛 Diceros
bicornis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
清远长隆动植物种源基地

1
4

3
6

广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广州动物园 2 1 1

3
7

广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广州动物园 2 1 1

3
8

广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深圳野生动物园 2 1 1

3
9

广东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香市动物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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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广西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南宁动物园 4

4
1

四川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成都动物园 2 1 1

4
2

贵州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 2

4
3

云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云南野生动物园 2 1 1

4
4

云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石林龙晖野生动物科研中
心

1
5
0

4
5

云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昆明动物园 2 1 1

4
6

云南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
犀牛坪景区

7

4
7

陕西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 5

4
8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2 1 1

4
9

合计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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汜河的诉说

——郑州“7.20”水灾感怀

文/陈长庚

编者按：这是一首现代长诗，通过黄河支流“汜河”的自述，描写了伴随黄河几千年在河南

流域的历史变迁，以及 2021 年郑州所遭遇的 7.20 特大暴雨。作者亦希望以此警示、阐明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关键词：汜河，污染，内涝，教训，崛起

陈长庚.汜河的诉说——郑州“7.20”水灾感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摄影/侯丙林

（一）

汜河，

我的俗称，

堂堂大名叫“汜水”。

河水是我的“血液”，

河床是我的“躯体”，

才赋予了我鲜活的生命。

谁也说不清我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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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来历。

远在战国时期，

无名氏瑰奇怪异的《山海经》，

就记载着我的简历：

“浮戏之山”，

“汜水出焉，而水流注于河”。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详细描述了我的生活轨迹。

黄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我深情拥入您的怀抱，

陪伴您度过了五千年朝夕，

共同见证了时代变迁，

朝代更替。

曾记得，

隋开皇十八年，

始改成皋县为汜水县。

县名因我而起，

前人授予了我千古荣誉，

一直带入二十一世纪。

中原历史文化名城，

世世代代承袭。

（二）

莫看我现在，

瘦骨嶙峋，

鹤发鸡皮。

两千多年前，

可是气宇轩昂，

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业绩。

广武山上，

刘邦项羽鸿沟为界对峙，

迎来了大汉王朝的奠基。

虎牢关前，

刘关张三英战吕布，

开创了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

牛口峪中，

李世民生擒窦建德，

取得了唐朝一统的决定性胜利。

我的身旁，

虎牢关巍然屹立。

东西锁钥，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金戈铁马，

烽火硝烟。

我和母亲河一道，

目睹了人间太多的战争苦难，

自己也承受了厚重的沧桑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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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

人类对我素怀一种敬畏。

翻开尘封的史籍，

我曾发过大脾气。

时空穿越回明朝年间，

母亲河水倒灌，

先后两次淹没汜水城邑，

县治被迫迁至东虢“制”地。我

更多展现一副温顺可爱形象，给

两岸人们带来无限生机。

农田灌溉，

生活用水，

YYYY
Line




我都全心全意。

一生中我有过美好的记忆，

全民兴修水利。

疏浚河道，

淙淙渠水，

告别了古老的水车和锅驼机。

喜看：

两岸桃红柳绿，

河中碧水涟漪，

渔翁轻舟，

鹅鸭戏水。

人们尽情地：

游泳、沐浴、洗衣、淘米，

河面上洒满欢声笑语。

附近的古柏渡口，

浩大的引黄上山工程

像一条巨龙盘旋腾飞。

（四）

六十多年来，

地球变暖，

雨雪疏稀。

母亲河曾数次断流，

我的身体也开始瘦弱，

血液流量渐渐降低。

企业又在上游截流筑堤，

昔日的泱泱大河，

今日缩成了涓涓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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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心事接踵而至：

沿岸居民，

修建民宅，

兴办企业，

开垦耕地，

纷纷蚕食着我的躯体，

增加了洪水泛滥的几率。

偷排污水，

乱倒垃圾，

污染我这不会言语的弱势群体。

我变成了鸡肠子似的臭水沟，

人们路过，

匆匆掩鼻。

我的上游，

十几座桥梁密集。

像一条条锁链，

勒得我透不过气息。

交通与泄洪，

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政府关心我的处境，

派来“河长”专责治理。

施工现场，

挖掘机轰鸣，

重塑人类与我的世代情谊，

共盼我早日恢复青春的活力。

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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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元 2021 年 7 月 20 日，

举世震惊，

令人痛心，

青史可鉴的日子。

郑州地区，

遭遇了极端天气。

特大暴雨，

日降雨量 624.1 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 201.9 毫米，

远远突破了历史极值。

百年难觅，

千年不遇！

市区严重内涝，

雨水汇聚成了，

郑州的内海。

地铁五号线被淹，

京广快速路北隧道灌水。

郭家咀水库漫坝，

荥阳市崔庙镇山洪。

我入母亲河口处的汜水镇，

地势低洼，

也沦为了荥阳市的重灾区。

这是有史以来，

最大一次洪水泛滥。

它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

奔腾咆哮着，

踏过我的纤瘦躯体，

跃过长年失修的河堤。

疯狂吞没着两岸：

美丽繁荣的村镇，

丰收在望的田地。

上游那一座座桥梁，

形成一道道山大的阻力，

助长了洪魔的肆虐。

狂风暴雨中，

人们抗洪抢险，

英勇悲壮的场景，

惊天动地。

无情的灾害，

夺走了河南省 398 条生命，

经济损失超过 1200 亿！

逶迤邙山默哀。

滔滔母亲河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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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灾过后，

人类质疑的目光，

聚焦天气预报的信息。

气象变化万千，

天气预报是世界性难题。

卫星云图，

雷达探测，

也达不到百分之百准确率。

浩瀚宇宙，

藏有无穷人类未知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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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效应，

厄尔尼诺现象，

臭氧层空洞。

天灾像一把，

达斯摩尔利剑，

悬挂在人类头顶，

不知它何时出击。

自然灾害的内核规律，

人类还不能完全驾驭。

必须学会和大自然和谐共处，

保护生态环境，

遵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农田建设，

工业布局，

城市规划，

生态环境，

都是千年大计，

要统筹考虑。

（七）

母亲河博大的胸怀，

容纳了我的狂躁淘气。

人类却将我汜河埋怨，

其实我也有满腹委屈。

如果说天公是主犯，

我则是被它们绑架的从犯之一。

我的血液里，

浮戏山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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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含量低微。

铺天盖地的雨水，

裹挟着浑浊泥沙，

闯进我的家园，

霸占了我的躯体。

穷凶极恶，

横行无忌。

它们退后，

留给我的是满目疮痍。

一旁的母亲河，

看着我无奈叹息。

（八）

我诚恳向人类建议：

痛定思痛，

也应该深刻反思自己。

天灾固然不可抗拒，

能够做到的是否到位？

远在 1938 年，

国民政府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近在 1975 年，

淮河洪水致驻马店水库坝毁。

这历史悲剧，

现在还有多少人忆起？

防汛抗洪口号，

年年在提。

应急预案，

是否层层铿锵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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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雨季，

企业门前，

居民社区，

防汛沙袋几乎绝迹。

太平盛世日久，

思想滋生麻痹。

一旦重大灾情发生，

应对迟缓，

处置不力。

郑州“7·20”水灾，

虽然是天灾，

有预案就会把损失降到最低。

（九）

艳阳高照，

我这里不断传出好消息。

政府官员，

技术专家，

全国民众，

参观考察的人们成群结队。

灾后重建，

汜河全面治理，

已列入政府重要议题。

母亲河奔流东去，

浪花飞溅，

在为我欣慰。

新时代的号角声中，

一张张宏伟的蓝图正在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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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新的郑州，

新的荥阳，

新的汜水，

将在“7·20”劫难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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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助力特色畜牧业发展，中央财政通过 2018 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实施

苏赣豫浙等 10 省已出台蜂业补贴政策，

有您所在的省吗？

文/刘佳、冯璐

摘要：自 2018 年国家实施蜂业质量提升行动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在持续推动与中华

蜜蜂养殖相关的补贴政策。本文总结并整理了国家扶持蜂业质量提升的政策变化，以及全国

10 大蜂业主产省出台关于蜂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以供全国蜂农参考。

关键词：中华蜜蜂，蜂业，主产省，政策

刘佳、冯璐. 苏赣豫浙等 10 省已出台蜂业补贴政策，有您所在的省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第 1卷第 4 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关于中华蜜蜂保护，国家或地方政府到底有哪些扶持政策呢？

针对不少蜂农的疑问，笔者特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供广大蜂农参考。

在对相关政策文件的整理中发现：事实上，自 2018 年国家实施蜂业质量提

升行动以来，从最初的黑龙江等 10 个省份、到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补贴政策出台，

国家和地方层面一直在持续推动与中华蜜蜂养殖相关的补贴政策。具体如下：

一、国家层面

1．2018 年，中央财政给 10 个蜂业大省各安排 500 万元助农。

2018 年 9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蜂业质量提

升行动的通知》（农办牧〔2018〕40 号）中指出，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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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业质量提升行动，黑龙江等 10 个蜂业主产省，每省安排支持资金 500 万元。

2、2021 年，两部委强调补贴农机创新产品，包括蜂产品加工装备等。

2021 年 3 月 12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制定并印发了《2021

—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强调大力支持农机创新产品列入补贴范

围。其中，重点补贴建设标准成熟的蜜蜂养殖及蜂产品初加工成套设施装备等，

经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备案后实施。在《2021—2023 年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

种类范围》中明确养蜂设备、养蜂平台被纳入补贴范围。

3、2021 年，两部委支持 10 个蜂业主产省惠农并提升蜂业质量。

2021 年 7 月 2 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并实施的《2021 年重点强

农惠农政策》中指出，在种业创新发展方面，畜牧良种推广，要求在黑龙江、江

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 10 个蜂业主产省，实

施蜂业质量提升行动，支持开展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利用、良种繁育推广、现代化

养殖加工技术及设施推广应用、蜂产品质量管控体系建设，推动蜂业全产业链质

量提升。

二、地方政府层面

2021 年，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主要是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相关政策，见以

上部分，全国 10 个蜂业主产省中，部分省份出台关于支持蜂业质量提升行动的

具体政策：

1、黑龙江省 蜂业产业示范区，扶持 300 万元

为落实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蜂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带动蜂业绿色发展，

保障蜂业质量安全水平，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并印发了《黑

龙江省 2021 年蜂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详细规定了本省蜂业补助标准、

补助对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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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蜂业补助标准：①高效优质蜂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扶持资金 300 万元；②

蜜蜂良种场建设扶持资金 200 万元。

2）补助对象与标准内容如下：

①高效优质蜂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购置设备，主要用于购买蜂箱、隔王板、

摇蜜机、脱粉器、饲喂器、集胶器、王台条、移虫针、蜂王交尾箱、成熟蜜生产

线、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仪器等。

②蜜蜂良种场项目建设。

a.建造建筑设施。管理区（人员生活设施、办公设施、生产辅助设施），生产区

设施（饲养场、人工授精室、形态鉴定室、蜂具消毒室、工蜂羽化室、疫病检查

室）；

b.购置饲养设备。蜂箱、隔王板、摇蜜机、脱粉器、饲喂器、集胶器、王台条、

移虫针、蜂王交尾箱等；

c.购置人工授精仪器设备。人工授精仪、显微照明灯、背钩、腹钩、微量注射器、

高压二氧化碳钢瓶、蜜蜂形态测定仪、蜂王质量测定仪等设备;

d.购置实验室仪器。电子天平、人工气候箱、超净工作台等仪器。

2、浙江省 养蜂农机有补贴，龙港市一箱补 80 元

2020 年 11 月 9 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强化购机补贴政策

支持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通知》中，明确了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其中包括养蜂设备、养蜂平台。《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分类分档及补贴额确

定制度》指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非通用类产品》中央财政补

贴额，不得超过本省近三年的市场平均销售价格的 30%。

2020 年，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政府印发《龙港市农业产业发展与惠农政策若

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了中华蜜蜂养殖补贴。养殖中华蜜蜂且服务于本地农业

生产的，按照新购置 1 标准蜂箱，给予 80 元的补助。其他市未出台详细的关

于“中华蜜蜂”养殖补贴的政策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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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8 省 均出台养蜂农机补贴意见，河南乡镇每箱补贴 30-50 元

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均出台了各省份《2021

—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表 1）。

表 1 其他省份关于中蜂产业的补贴实施政策

省份 补贴内容 来源

河南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1—

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江苏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江苏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江西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江西省《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山东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山东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湖南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湖南省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

知

湖北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湖北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鄂农计发

〔2021〕13 号）

四川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四川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云南省 养蜂设备

养蜂平台

《云南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以河南省为例，出台的补贴政策，可在《河南农业农村部 财政厅查询惠农

惠民财政补贴政策清单》查询，具体可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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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河南省各市县镇也有出台详细的文件，如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二郎

坪镇《关于 2020 年中华蜂养殖产业的实施意见》中指出，鼓励龙头企业、合作

社新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对 500 箱以上，经验收合格后，镇财政每箱补贴

50 元；300 箱以上，每箱补贴 40 元；200 箱以上，每箱补贴 30 元。

具体补贴信息，广大蜂农可在当地的县级政府官网上查找！

虽然国家在蜂业养殖方面，近年来陆续有相关的政策文件出台，但由于部分

省市至今尚未明确关于蜂业养殖的具体补贴细则，或者可能是信息未公开，导致

本次整理出来的相关政策，可能有遗漏。

在此，也建议全国各相关省市县应尽快明确出台关于国家重点扶持蜂业发展

及政策补贴的相关性文件，并及时在官网上公开信息，方便各地群众对当地惠民

惠农政策的充分了解和相关补贴资金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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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中华对角羚》：从濒危物种，看到未来

文/王静

摘要：如果要为葛玉修准备这本书定一个时间界限的话，应该从 1995 年开始说起。那时中

华对角羚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这个全球仅存于青海湖周边的野生羚羊数量稀少，公众鲜少

有知。中华对角羚珍稀、濒危并且缺乏影像纪录，成功引起了葛玉修的好奇心和作为摄影人

的挑战欲。人与野生动物的故事，通过笔触，精彩的记录了下来。现在，中华对角羚得到了

社会各界原来越多的保护和重视，种群数量已恢复至 3000 余只。

关键词：中华对角羚，青海，生物多样性，物种保护

王静.《嗨！中华对角羚》：从濒危物种，看到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最初获悉葛玉修将在 2021 年五一劳动节举办《嗨！中华对角羚》的新书发

布会时，脑子最先冒出一句话是：”终于等到了！”紧接着冒出的第二句话则是：”

选择五一，果然很有葛玉修风格”。

热爱摄影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葛玉修，近些年尤为忙碌：不是在拍摄野生动物

的路上，就是在为这些动物们做“品宣”的路上……因此新书定在劳动节这天发

布，很切合他一贯忙碌奔波的作风。

有着近 50 年的党龄、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葛玉修，不仅有着军人的

韧劲儿，还有活泼开朗的性格，再加上丰富野生动物知识、高超摄影技术的加持，

以及那股连续 20 多年风雪无阻从不动摇不断为野生动物发声的内在精气神儿，

人格魅力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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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中华对角羚》作者葛玉修

如果非要为葛玉修准备这本书定一个时间界限的话，笔者认为从 1995 年开

始说起更为恰当。当时主要拍摄鸟类的葛玉修，对这个全球仅存于青海湖周边的

野生羚羊，知之甚少。而中华对角羚这个名字也尚未诞生。

珍稀、濒危并且缺乏影像纪录，中华对角羚成功引起了葛玉修的好奇心和作

为摄影人的挑战欲。结缘，自此开始。

虽然有心拍摄，但将这群警惕机敏、胆小易惊且善奔跑和跳跃的高原精灵清

晰的纳入取景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心寻觅，但拍下来的往往是芝麻粒大

小的远景，根本辨识不出来。即便提前在高海拔青海的严寒下提前埋伏数小时蹲

守等候，终于近距离发现了中华对角羚的身影，但却因为当时的摄影器材不堪天

寒地冻，无法快速完成聚焦，机会稍纵即逝，吃了很多苦。

但当葛玉修第一次清晰拍下中华对角羚身影那刻，却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哀

伤。“那是一只孤独衰老、丧失求偶竞争力的雄性羚羊，快门的咔嚓声，就像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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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枪的扳机。这只首次被人类摄像机清晰拍摄下来的羚羊，眼神茫然，似乎看

不到

它们种群的未来。”

那次拍摄带来的触动，让葛玉修从爱好摄影，开始更多的转向野生动物的保

护。不断地走访牧民去了解中华对角羚的生活习性，为挂死在铁丝网上的它们呐

喊呼吁，希望降低铁丝网高度不要带尖刺，联系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采用中华对角

羚这一具有中国特写且更加形象的名称，不要使用 100 多年前俄国情报人员普施

瓦尔斯基的命名，把摄影作品带到香港、北京等全国各地展示，到大学、到企业，

甚至到监狱，发表演讲、在论坛上发出呼声，给各方面的人介绍中华对角羚，告

诉大家为什么要保护？怎样保护？……

为了宣传中华对角羚，葛玉修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摄影反倒成为他

做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种辅助手段。

野保是一条漫长的路，葛玉修已经走了 25 年。曾经在野外遇到过狼、大冬

天掉进过青海湖的冰窟窿、遭到过“不务正业”的质疑……现在，作为一名作者，

他把这些故事，点点滴滴都写进了书里，用真实和朴素的语言，讲述给每一位读

者。恰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在收到赠书时的感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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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玉修说：有很多朋友一直不断的帮助我，有我的领导、同事，有普通的牧

民和藏族同胞，还有中国绿发会等公益组织，我会和中华对角羚一起，继续走下

去。

书是小开本，携带方便，费用也比较减省，里面有葛玉修多年拍下来的中华

对角羚的美丽影像，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些美丽的青海湖精灵，也欢迎大家因为喜

欢而加入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中来。

“看到未来”是书中单独设立的一个章节——这无疑是最美的一章。

葛玉修说，青海的网围栏高度在大家不懈的努力和呼吁下，高度已经从 1.5

米下降到 1.2 米，上面的刺丝也已经拆除了 50 多万米，现在中华对角羚数量已

经从原来的 1000 来只恢复到 3000 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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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een Advisor James Crabbe wins IUCN Coral

Expert Team Grand Prize Award

Author：XU Yanjun

Abstract: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IETI) and professor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James Crabbe collected a lot of data of the coral species from the Caribbean
Sea to the Indian Ocean-Pacific Ocean.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he has won IUCN Coral
Expert Team Grand Prize Award.

Key words: IUCN, coral, species conservation

XU Yanjun BioGreen Advisor James Crabbe wins IUCN Coral Expert Team Grand Prize Awar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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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for Biodiversity Planning Officially

Implemented

Author: QIN Xiufang

Abstract:
Human being’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largely based on
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is both 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lso its goal and means. Biodiversity
planning is key i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regions.
Using Standard for Biodiversity
Planning can effectively reverse
biodiversity loss and realiz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high-quality growth.

Key words: Biodiversity, standards, eco-system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IN Xiufang Standard for Biodiversity Planning Officially Implemented.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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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for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Facilitating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uthor: QIN Xiufang

Abstract: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orough research work
and scientific argu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relevant planning schemes.
Conservation should be the focus in harnessing the Yellow River. The eco-system in
the Heishan Gorge is unique. Prudent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 is needed before
launching an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biodiversity, eco-system,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cientific assessment

QIN Xiufang Concerning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Facilitating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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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GDF S&T Publishing Think Tank Applies
for High-quality Building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Administration

Author:WANG Xiaoqio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cently published an
announcement on selecting and fostering
the high-quality organizations
nation-wide who work on publishing
research field. The NewAge S&T
Communication and Publishing Thing
Tank of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swered the call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application work,
so as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 journals, foster
world-class journals and promote the
cause of building a strong nation in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publishing thing tank, ecosystem, S&T communication, journal
public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ANG Xiaoqiong CBCGDF S&T Publishing Think Tank Applies for High-quality
Building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Administr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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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

Publishes Data of Sterna Hirundo in Lianyungang

Author: LI Xiaoyue

Abstract: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is an international web-based data
infrastructu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purpose is to
provide worldwide free biodiversity scientific data. In January 2022, the GBIF team
of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uploaded
and published data about the Sterna hirundo in Lianyungang area to the GBIF system.

Photographer: WANG Dianbao

For downloading the data:
Occurrence 3427411301 (gbif.org)

For downloading the research papers：
https://www.gbif.org/occurrence/3427411301

Key words：biodiversity, GBIF, Sterna hir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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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iaoyue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Publishes Data of Sterna
Hirundo in Lianyunga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Photo source: G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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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in Both Green Economy

Evaluation and GEPAccounting in Puer City

Author: FENG Lu

Abstract:
The seminar “Upgrading Puer City Green Economy Evaluation System” discussed the
advancement in both green economy evaluation and GEP accounting in Puer City.
The goal is to form a system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dex.

Key words: Puer City, Green economy evaluation system, GEP accounting,
upgrading, optimizing

FENG Lu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in Both Green Economy Evaluation and GEP
Accounting in Puer Cit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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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GDF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ins a

Collective Award in the 11th Public Welfare Festival

Author: XU Yanju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on the annual collective award in the 11th Public Welfare
Festival and the 2021 Coope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ala because of its
contribution in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presenting
compelling China stories and making active efforts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 wor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ublic welfare, China
stor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XU Yanjun CBCGDF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ins a Collective Award in the 11th
Public Welfare Festiv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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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GDF Holds Conference to Solicit Proposals and

Suggestions for 2022 “Two Sessions”, Pushing to Solve Hot

Issues in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thor:WANG Xiaoqiong

Abstract:
On January 21,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uccessfully hosted an offline/online conference to solicit proposal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2022 “Two Sessions” (NPC and CPPCC). More than 10 deputies and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online, and
nearly 70 proposals were collected. Up to the opening of the 2022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total of 19 proposals were favored by the deputies and members.

For six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2016, CBCGDF's Working Group on Proposals for the
"Two Sessions" has collected suggestions from a wide range of public and held
meetings for this purpose. Up to now, more than 200 suggestions collected were
approved and guided by deputies and members, and about 50 have been submitted in
the form of bills, proposals or social opinion.

Key words: NPC and CPPCC, proposals and bill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friendly

WANG Xiaoqiong CBCGDF Holds Conference to Solicit Proposals and Suggestions
for 2022 “Two Sessions”, Pushing to Solve Hot Issues in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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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Spring Comes, Analyzing 2022 “Two Sessions”

Proposals, Nine Major Categories Focusing

on Man and Nature

Author:WANG Jing

Abstract:
A year's plan starts with spring. For the annual "Two Sessions",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is on how to closely integra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what suggestions will be made to address people's
concern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summary of the proposals for "Two Sessions"
by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BCGDF)
in 2022,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various proposal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to 9 major categorie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and priorities.

Key words: Two Sessio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an and
nature, rule of law

WANG Jing As the Spring Comes, Analyzing 2022 “Two Sessions” Proposals, Nine
Major Categories Focusing on Man and Natu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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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ing the Wisdom of Experts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Two Sessions"

Author: HU Dan

Abstract: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important subjects who undertake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y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order to fully fulfill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BCGDF) has held six
consecutive sessions of Meeting for Soliciting Proposal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Two Sessions" . This year’s meeting that was held on January 21 successfully built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essions", and provided
good services for the representatives, members, proposers and the media.

Key words: Two Session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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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Organizations Build a Platfor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Two Sessions", with Deputies and

Members Offering Guidance and Feedback

Author: HU Dan

Abstract：
China is moving forward fast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ra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dramatic changes in all areas of social life, which has not seen such big chan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As the 2022 “Two Sessions” being hel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pics related to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gain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Deputies and members
are working hard to appeal and voice for these topics.

Key words: Two Sessions, proposals, deputy to NPC,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PPCC

HU DanSocial Organizations Build a Platfor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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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Protection Measure underAll-for-one

Tourism in Lugu Lake

Authors: CHEN Bo, CHEN Ting, WANG Xiu, ZHANG Xingyan, ZHOU Liyi, WEI
Haoran, MO Xinchu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ourism experiences rapi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tourism gets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Lugu Lake, as one the nine big high land
lakes, its water quality has remained at level I. Its advantaged geographic location
makes Lugu Lake a travel destination and draws large scale of tourists each year.
While tourism has promoted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caused
conflicts between the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ith an ai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e conducted
biodiversity surveys in the Lugu Lake area, on topics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the attention give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iodiversity awareness of the tourist, residents and business people
inside the Lugu Lake resort.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material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s and seminars, as well as on-site inspection. We
propose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easures us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d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in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Lugu Lake.

Key words: Ecological tourism, Lugu Lake Nature Protection Area,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EN Bo, CHEN Ting, WANG Xiu, ZHANG Xingyan, ZHOU Liyi, WEI Haoran,
MO Xinchu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Measure under All-for-one Tourism in Lugu
Lak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149-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Support

Hippophae Rhamnoides 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ffect Assessment

Authors:MENG Jihua, ZHAO Hailan, XU Meng

Abstract:
The ecology effect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L. is widely concerned and utilized.
However, due to lack of complete and reliable data of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resource, the R&D and application of big area precis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s
very rare, and the ecological effect of big area Hippophae rhamnoides L. lacks
scientific evaluation. These all result in the limitation of further utilization of the
plant’s ecological effe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Hippophae rhamnoides L. resource,
scientifically cultivate and manage this species,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next-step research work, they are: a nation-wide background survey
and map-making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L.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quality and condition of the plant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plant’s ecological effect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Hippophae rhamnoides 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ecological effect,
precise monitoring

MENG Jihua, ZHAO Hailan, XU Meng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Support Hippophae Rhamnoides 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ffe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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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ng Current Legislations to Better Protect

Wildlife and Manage Utilization

Author: TAO Siming

Abstract:
Being aware of the concept that wildlif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is
the basis to realize universal protection while managing selective utilization of
wildlife. To protect wildlife, ecosystem should be conserved first. Then hunting and
utilization of wildlife should be well-managed. Current legislations have certain
limitation and confusion in terms of protection. Thre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help with revising current legislations for better wildlife protection.

Key words：Wildlife, better protection,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daptation ability

Tao, Siming Revising Current Legislations to Better Protect Wildlife and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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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Boar, Rana Amurensis, Apis Cerana and Other Species

Should Go Through Scientifically Evaluation and Be Kept in the

List of Wild Terrestrial Animals with Key Ecological, Scientific

and Social Values

Author: YANG Xiaohong, FENG Lu

Abstract:
List of Wild Terrestrial Animals with Key Ecological, Scientific and Social Values
that was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needs timely
adjustment and revision. It is important to be adapted to fit on a new situation of
wild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maintain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balance.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for revision based on the authors’ observation on
dynamics of population change of wild animals, the threats they face and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Key words: List of Wild Terrestrial Animals with Key Ecological, Scientific and
Social Values, calling for public suggestion, revision

YANG Xiaohong, FENG Lu Wild Boar, Rana Amurensis, Apis Cerana and Other
Species Should Go Through Scientifically Evaluation and Be Kept in the List of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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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 Report on African Rhino Status in

China

Authors: ZHOU Jinfeng, WANG Haibin, WONG Linda, AN Qinqin, ZHANG Ming,
XU Yanjun,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African rhinos, including White rhinos (Ceratotherium simum) and Black rhinos
(Diceros bicornis) was listed in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Appendix II.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rhino
population in China,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BCGDF) publishes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tudy results.

Keywords: African rhinos, White rhinos, Black rhinos, CITES, captivity, Co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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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from IUCN SSCAfrican Rhino Specialist Group (AfRSG)
for the information of African rhinos in captivity in China,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BCGDF) survey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of African Rhinoceros in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s, data
analysis, field visits and observation, surveys, interviews and data mining.

According to our inventory, there are 322 African rhinos in 46 facilities by February
2022, distributed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zoos in 25 out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regions).

There are 308 white rhinos in captivity, distributed in 46 institutions. And another 14
Black rhinos are exclusively held in 1 of the 46 facilities.

This is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tudy results. We believe the numbers of captive
facilities and African rhinos should be higher as the study continues.

Species holding report for：African rhinos

Institution Province Total Female Male

322

Species：Ceratotherium simum / White rhinoceros

Beijing Zoo
北京动物园

Beijing 5

Beijing Daxing Wildlife Park
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

Beijing 5

Shanghai Wild Animal Park
上海野生动物园

Shanghai 5

Shanghai Zoo
上海动物园

Shanghai 2 1 1

Tianjin Zoo
天津动物园

Tianjin 2 1 1

Chongqing Zoo
重庆动物园

Chongqing 3

Chongqing Yongchuan Safari Park
重庆永川野生动物园

Chongqing 2

Shijiazhuang Zoo
石家庄市动物园

Hebei 2

Qinhuangdao Wildlife Park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

Hebei 2 1 1

Tangshan Zoo
唐山动物园

Hebei 2

Cangzhou Zoo Hebe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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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动物园
Taiyuan Zoo
太原动物园

Shanxi 2 1 1

Hohhot Daqingshan Wildlife Park
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

Inner Mongoria 2 1 1

Erdos Safari Park
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

Inner Mongoria 2 1 1

Shenyang Forest Zoological Garden
沈阳森林动物园

Liaoning 3 2 1

Dalian Forest Zoo
大连森林动物园

Liaoning 3 2 1

Changchun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Park
长春动植物园

Jilin 1 1

Harbin Northern Forest Zoo
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Heilongjiang 3

Nanjing Hongshan Forest Zoo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Jiangsu 3

Wuxi Zoo
无锡动物园

Jiangsu 2

Hangzhou Safari Park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Zhejiang 6

Wenzhou Zoo
温州动物园

Zhejiang 2

Ningbo Youngor Zoo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Zhejiang 2 1 1

Fuzhou Zoo
福州动物园

Fujian 2 1 1

Nanchang Zoo
南昌动物园

Jiangxi 2

Jinan Zoo
济南动物园

Shandong 2

Jinan Wildlife World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Shandong 8 4 4

Xixiakou Shendiaoshan Wildlife Park
西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园

Shandong 2

Dongying the Yellow River Delta Zoo
东营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Shandong 2

Zhengzhou Zoo
郑州市动物园

Henan 3 2 1

Luoyang Wangcheng Park
洛阳王城公园

Henan 2

Wuhan Zoo
武汉动物园

Hubei 2 1 1

Changsha Ecological Zoo Hun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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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生态动物园
Changlong Safari Park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Guangdong 30

Guangzhou Zoo
广州动物园

Guangdong 4 2 2

Shenzhen Safari Park
深圳野生动物园

Guangdong 2 1 1

Dongguan Xiangshi Zoo
东莞香市动物园

Guangdong 2

Nanning Zoo
南宁动物园

Guangxi 4

Chengdu Zoo
成都动物园

Sichuan 2 1 1

Guizhou Wildlife Park
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

Guizhou 2

Yunnan Safari Park
云南野生动物园

Yunnan 2 1 1

Shilin Longhui Wildlife Research Center
石林龙晖野生动物科研中心

Yunnan 150

Kunming Zoo
昆明动物园

Yunnan 2 1 1

Pu'er National Park Xiniuping Scenic Area
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犀牛坪

Yunnan 7

Xi'an Qinling Wildlife Park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

Shaanxi 5

Xinjiang Tianshan Wildlife Park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Xinjiang 2 1 1

Species：Diceros bicornis / Black rhinoceros
Changlong Safari Park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Guangdon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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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Investment on the Upswing (I)

Development of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uidelines

Authors: XU Mingzhu, WEN Gang
China CDM Fund（China PPP Center）,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bstrac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has become a buzzword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ircle，while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layou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citing of the goals in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have all made ESG a catchphrase. Environmental,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ical factors including biodiversity are expec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framework of cooper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have impact on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High-quality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 help the rating agencies rate enterprises
more accurately and thus the investors can make better ESG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regulators have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is, which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of ESG investing. This article will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principles,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ESG.

Key words: ESG inves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uidelines,
regulato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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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Provinces including Jiangsu, Jiangxi, Henan and

Zhejiang have Adopted Apiculture Subsidy Policies.

How about your province?

Authors: LIU Jia, FENG Lu

Abstract:
Since the state began to implement the upgrading action of apiculture quality in 2018,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pushing forward subsidy system related
to Apis cerana breeding. The article is a summary of the state’s policies in supporting
the upgrading of apiculture qualit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policies made by the ten
major apiculture provinces in China.

Key words: Apis cerana, apiculture, main producing province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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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spering Si River--Reflection of the July 20

Flood in Zhengzhou

Author: CHEN Changgeng

Editor’s Note:
This is a modern long poem. The poem, through narration by the river itself,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July 20 storm and flood that Zhengzhou suffered in 2021. The author wants to use the
poem as a warning to elaborate the importance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 Si River, pollution, water logging, lesson

CHEN Changgeng The Whispering Si River Reflection of the July 20 Flood in
Zhengzhou.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1, No. 4, March
2022,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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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hinese Antelopes：Looking into the Future from

endangered species

Author:WANG Jing

Abstract:
If we are to give a time boundary to Ge Yuxiu’s book, it should be dated back to 1995.
By that time, the name Chinese Antelope was not born yet. All over the world, on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such wild antelopes lived around the Qinghai Lake and the
public had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m. The scarce and endangered situation of
Chinese Antelopes caught Ge Yuxiu’s attention, and challenged his ambition as a
photographer. He recorded the wild animal through words and photos. Now Chinese
Antelopes are gain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protection from the society. Its
population quantity has resumed to about 3,000.

Key words: Chinese Antelopes, Qinghai, biodiversity, specie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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