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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ĉ ¡k¢£¤+,¥¦O
P§¨*©\ª«¬®¯°±�Rb

'()*+,-./0

¥¦§¨*-^²~b /-01D26
7Y³´*µ+,-.§¨Y¶W·´b ¸
O¤¹-.§¨z{º»¼~b w.+,
t-x½¾¿\ÀÁÂÃª«W-^Äu
?@YÅÁ* Æ�ÇÈ�ÆYÉ§ÊËÌ
ÍÊ*Î7ÏYÐÑÒÓaËÔÕÖ×*Ø
ÙÚ-^x½¸=-.z{�ÛYÜÝÞ
ßà*áâ�ã+,-.z{cä;~�å
ækçèéêë!#*) ; -!#!* ;ìí*^î/
ä;ïðc>ñÇ�+,-.kb

c�[ò3Ý¾-.z{Æ�Üóô
Ü*õÇö÷*STø^*�^¤�-^ù
ú§¨j k+,©ûüýþËª»Kw.ÿ
!Ú-^x½"ù@#$�+,%&ó®
É* '�+,-.z{2ñ(¸)ÃY*
+,-.+,©û/üý$©@0123+
,-.z{¹~45678 +,©Ð9:
;<=45>?7@-.z{�Æ&&A
©û$©Ð9BCYDEFG*HÇ°IJ
É©û$ ©Ð9K-.ÕúKLMN-.
§¨O5YPQb

$ '3R*©Ð9¢SÉTãUvVW
-.§¨YXYZ[í*W�©¸�-.\
æz{�Æ]^$¸O-.z{_`$ab
-.z{,-cdÜÝÐeVW* ST�
-.z{cÐ9f^$ø^¤¹kY�Æg
�b

AhiVWj��f^* Akøl6
j0ÒÌç* +,Amn{åzo�Çp
-^z{qáb -.z{T��résû
Ð9f^t©¥¦§¨YÜÝu^Ê*Æ
�vwxyzé{|YÜ=\ª�}*»
+,©~�.©/�Î����YPQË�
Ï�^¤¹* +,-.z{�=��6�
�&&

123456!789:"

=���*���¨b!#*) ;µ+,-
.c%'# |}k~�Y��ô;*z{���
�+,�$���$��©$����r*�
àØ*Ó�Üb

cÝ���à*�N!O*^îç� %
' '# Ä��b k» **# 9�� �-��
z�¡* ¢£¥h¤¥¦§¨z¿©§�
�ª�©b ��«¬àj®*¤¥¦Ë¯
ù°c±²³®k*»²´µÊ¶·*¸j¹
º»¼�½¾ò�®¿*ÀÁQÂj�rb

Ãw�Ä<@ÜÅÆÇÈÈÈÉ�ÆÇ
»+,Ê� " �Ë �* µÌÍ ( �ÚÎ
ó�Ê<z$ÍÇ<@$Ó�<ÜYr�b
+,t-x½ÏÐÑ�@$ è�OÏ=Ë
*+è�,-ÒÓ�ÔO*Õóaº^�*
�^|}*Ö«ÜÊ¢£×àØ-b óÆ-
ÙÚg4}ØCc76Õú´Û*ËÜ-^
ÝÞkYß�*à8aáËâãb

AN�ÝËÑäåî* ~æç§èé
êµnÉ°ëb » **# 9���ì�-�
ÍÇ�}* 6í�VÍ $ îïðñò;ó
�*ôµè�õxö3÷ø�:¿8ù²´
t®úù***# 9�û´�-�6�½¾*
¸j % ' !! ÄüÀýþ+,*ÿc¨z¿

©ïð�!""b
cH#×$Ýà��j kw.+,t

-x½�q¨z¿©}%* &'ªXÔO
zb »��*c-()k*�s©Ð�+,ø
��-^z{®-+.´/0*12l6*
3`�4\W-^è�YhiËVW8»
+,¥=�*"# 56-^è�¿©7Î8
Ä*¸9¸Ê:�b **# 9�;´<�-�
�� %% =Ø-$!!# 9�>?�-���
') =Ø-$**# 9�� �-��� '# =
Ø-b @÷ABCC*% 'Î*+,©3� )
¢-.Dz�}����* 2ñ�+,-
.z{�Û$ =�\EËè��ÏYä�

c4Fô<kb
( ' * Ä !* ï "' G***# 9�û´�

-�THØ-*IJu !#*) ;+,-.z
{c%'#k|}¢£����*�sYªÄK
ò�ÇÎLMb ¢£�+,r�6?�-
�� $%&' !9��* 6?ÍÇ *!+&+( x
N* w´ÜÊ�}ÉOÆÇ " �Ë �*
+-P�+QÛ*RS6�$��$+,�
��t���Ê��Y/-ÅÁDT`j
]�***# 9�Îò-.��?U8 *%,*
V]� '# !0´WY��/-ÅÁb

!;<=>"?@ABCD

ÇÎ;ã*VXYÉwÕYZ[\]8
ÇÎÒÓ*^yuW_`YU1b

a�ïb* +,�76cd�úef
¾gh*i;jv7kà�l/-*°`m
ó±ª�Y�nÇo°Òp* q¿rn`
uvs; **# 9�;´<�-�Y�z�
ýb e� % Ä *# 9�ÍÇ**�=t�½
¾ )! T*s;�z� ! îf���B $ !
9��*�uiP�e�ÕúY/-O5b

c-^²~�*¥¦ÀV§¨*rÎv�Y
�wª��j k+,76cd�úefÓ5
x6yâ�¸b

A��©Æ�s;-.z{c%'#k|
}YÜÊ*°z6z !!# 9�{|�-�*

}�z� **# 9�� �-�* ��-.
§ª�~Y��* ���L�L�,�t
Y}�.�* ��©-.t�V^�q�
R� !%,* rÎ]����úe�� $ ;
ZY§¨ÅÁb

��6 ¹Y�{6��¢£Æ�
c���$Â´�$z´�k«�YÜ=T
�*zT´���8 %# ��b »�Tc%'#k
¢£YD�ò* +,t-x½>6zÇ�
**# 9��{�-�*+ 'Î�����
ý*���>����^b

c}ý`tï�*ªÖQç�h-b k+
,©\��´�¥=��r´e* � **#
9�û´�-�zÇ�ô�bc<����
��-����* O�a� �¡�h¢
-�b k

c ;��£��*h-}¤µ¥�b k
H¦~.»§\t�* ¨©Ë<QrÙY
Éª¿«¬®* h-¥�µ=´YÇ¯
no*-.}��µ©\°ó±�Y²³b

�W �´@7µ¶·**!## 56c-
()k}¶¸¹*º»Æú$¼½Æú$¾-

Æú�ï¿òÀ* /²ÁYÂÃÄC©\
Ç�ÅÆb

ÇÇÆï*ÈÈÉÍb Â�c%'#k|}*
w.+,t-x½c-()kÎÆÊôË*
^Ï!O*ò�ÇÌ]ZYTÍÎ*+,
-.cÏÐÄÑkr¼ÇÒÓ-.��t-
V^�RB '(! !9��*¯X�R **,*
t-V^ç�~YÔÕb  ; * B ( 'Î*
�_`/-�8j +%&"+ �9%ï*¹§�
ÚÖäb

ÇUU-.\æ×{ØÙ�ç* ÇÚ
Ú-.z{¢£Û\Ü\b Ac-()kY
Í�Ý°Þ�vßbà�q\æ*!#*) ;B
!#!* ;* +,=�z{ '$ B !!# 9�-
.¢£á��8j *#* �* z{\E¶×
v+,¢o *$ ;YªËb +,�»}�p
qY-^âã3*¹Û�6Y7�§¨àb

-äåæ*á®ç¹b ÇUíè-.é
ê§¨Yëìíî¢»ïðj

!"#$%&'
!!!"#$%&'()*+

!"#$ %&'(

!"#$%&'()*+,-./0! !" #

责任编辑 周倜 封锐 2019年8月21日 星期三
时事聚焦 10

三
江
源，

不
再
遥
远

揭开面纱，生态“活化”
� � � �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世界
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
域， 被公认为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及生态安全屏障。

2016年， 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在当地设立， 园区总面积12.31万
平方公里，下设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
源3个分园区。

在长江源园区， 骑着摩托巡山的生态
管护员卓玛加像雄鹰一样， 日复一日“翱
翔”在高低起伏的群山之间，用手中的相机
和巡山日记默默记录着这里的变化。 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园区内共有1.72万和
卓玛加一样的生态管护员， 在他们的镜头
里，既有在饮用溪水的白唇鹿，也有身怀有
孕的藏羚羊，还有在雪原踱步的黑狼……

生态“活化”的背后，是当地近10万牧
民选择搬离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还江源
一片清洁与安宁。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
军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人
类减少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其得到了
自我修复。”统计数据也显示，与2004年相
比，三江源头年均向下游多输出58亿立方
米的优质水，草原产草量提高30%。根据规
划， 三江源国家公园将于2020年正式设
立；到2035年，这里将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公园，实现对三大源头自然生态系统的完
整保护，成为生态保护和我国国家公园的
典范。

� � �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突破
口，以探索跨部门、跨区域管理体制和规
范高效的运行机制为主线， 近年来我国
在突出生态保护、统一规范管理、清晰资
源归属、 创新经营管理和促进社区发展
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效。

据介绍，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启动以来， 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已基本理
顺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关
系， 对3个园区所涉4县进行大部门制改
革，破解了体制机制“九龙治水”局面和
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同时，试点引导

三江源牧民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与管
理，“一户一岗”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72万
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万元，使当地原
住居民在参与生态保护的同时获得收
益。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介绍 ，
2017年、2018年“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
检查专项行动共核查处理采石采砂、工
矿用地、 核心区及缓冲区旅游设施和水
电设施等四类聚焦问题8000多个。 截至
2019年5月，四类聚焦问题整改完成率已
超过7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增人类活
动问题总数和面积实现“双下降”。

（综合新华社西宁8月20日电）

以三江源为突破口，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见成效

� � � �19日， 在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
开幕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
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
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
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
全屏障， 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
然资产。

我们要建设国家公园，也要建设
公园国家———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饱
含着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
的向往。

目前我国已建立数量众多、类
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
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
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仍然存在重叠设置、多头
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
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青蛙在水里
游就归渔业部门管，跳到岸上归林
业部门管， 被抓了由公安部门管，
卖了归工商税务部门查，彻底改变
“七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只蛙跳”的
局面，就要充分借助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气势如虹、势如破竹的良
好局面，改革以部门设置、以资源
分类、 以行政区划分设的旧体制，
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构

建新型分类体系，实施自然保护地
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实
现依法有效保护。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人不能自外于这一自然共同体。
国家公园强调生态体系的整体性保
护， 而人是保护行动的主体和承担
者。 国家公园不是把人类与自然进
行简单化地物理隔离。 要按中央要
求，创新管理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特
别是当地居民参与。 国家公园是人
民之福，也是人民之事，公众参与共
建水平， 事关国家公园建设得失成
败，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公园国家的
内在要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属于
当代人，又属于未来人。自然保护地
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 中华民族
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
国家公园具有全民性、公益性、共享
性， 全民共享理所当然包括属于后
代子孙的代际共享。 我们要有传之
万世的意识，在重视生态保育、确保
子孙后代永续利用的大局观、 未来
观之下， 合理地科学研究、 普及教
育、体验分享，让世世代代炎黄子孙
都能在美丽中国幸福生活。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让国家公园
成为公园国家的试验田

新华时评

� � � �在你的印象中，三江源也许很远很远，但其实已离我们越来越近。在8月19日举办的第一届
国家公园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政府代表对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进
行了详细描述和评价，揭开了这里的神秘面纱。

� � � �1956年，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
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第一
个自然保护区。

1979年至1998年，我国的自然保护
地建设步入正轨， 形成一定数量的自然
保护区。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开始有
了法律依据。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做出 “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十

个方面规划生态文明建设， 描绘了今后
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
伟蓝图。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初，我国出台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2019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指导意见》。

（据新华社西宁8月20日电）

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史”
■链接

图为两只小藏羚羊在冬日清晨的可可西里奔跑（2016年12月2日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上图： 一只雄鹰在玛多县扎陵湖上空飞翔
（2014年7月31日摄）。

下图：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
的年保玉则风光（5月21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