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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防止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保护珍稀物种资

源,截止2011年,我国已经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2640个(不含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保护面积约14971万公顷,其中陆域面积

约14333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9%(环境保护部,2012)。建立自然

保护区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根本措施,是保护自然资

源、自然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权佳等,2009;薛达元等,

1995;喻泓等,2006)。然而目前自然保护区仍存在本底不清,管理水

平、质量不高、机构不太健全等问题(王智等,2011;余久华等,2003;

郑海洋等,2009),制约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与发展。

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掌握保护区本底状况,提升保护区建

设与管理水平,2010年,环境保护部下发了《关于开展自然保护区基

础调查的通知》(环办函[2010]396号),浙江省环保厅下发了《关于开

展全省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的通知》(浙环办函〔2010〕213号),在全

面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就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体系、物种保

护等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1 研究区概况和调查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东经118°01′-123°10′和北纬27°06′-31°03′,地

处亚热带中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

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地形地貌复杂,北部杭嘉湖平

原属长江三角洲平原,西部和南部为丘陵山地带。季风气候显著,全

省年均气温为15～18°C,年均降水量1640mm。陆域面积10.18×

104km2,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省常住人口5442.69万人。

1.2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浙江省省域范围内已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具体为

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和13个县级保护区,共

计32个自然保护区。调查内容包括保护区面积、类型、功能区划、主要

保护对象、人员编制、保护区经费投入、科研设施状况等。调查范围

具体见图1。

1.3 调查方法

采取面上调查与点状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查阅自然保护区相

关资料与保护区上报资料,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汇总与分

析。对于自然保护区部分缺少的资料采取实地调查方式,实地调查

包括生物多样性、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威胁因素等方面

的资料。

2 调查结果和分析

2.1 自然保护区类型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中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类、野生生物类、地质

遗迹类和海洋生态类4大类别5种类型自然保护区,基本覆盖了生物

多样性敏感及其重要生境保护地区。自然保护区类型详见表1。可见

以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目标的自然保护区为浙

江省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表1）

2.2 自然保护区数量与面积

截至2013年,浙江省现有各级自然保护区区共32个,其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10个,省级自然保护区9个,县级自然保护区13个。从

保护区面积看,浙江省自然保护区主要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

县级级其次(图2)。

2.3 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初步形成了环保部门综合管理和林业、

海洋、国土、水利、建设等部门主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环保部门统

一规划和制定政策,各部门分工合作、共同努力,有力地促进了自然

保护区事业的发展。其中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有16处,环保

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有10处,海洋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2处,国

土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2处,建设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1处,水

利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1处。各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面积比例

详见图3。

2.4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从保护区重点保护物种方面来看,浙江省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

物种达15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或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物种

的有20种,占保护物种总数的13.07%,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10

种,国家一级重点护动物有10种;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或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的物种有133种,占保护物种总数的86.93%,其中二级

保护植物有38种,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95种(表2)。可见,浙江省自然

保护区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种类非常丰富。

2.5 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现状

2.5.1 保护区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

据本次调查统计,有23个自然保护区填报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及人员编制相关信息。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性质可分为事

业、行政、企业三种性质。其中,以事业单位性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

19个,占保护区总数的59.4%。可见,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以

事业单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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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自然保护区人员编制397人,实有工作人

员472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人员编制为293人,现有工作人员337

人;而省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总的人员编制是97人,现有工作人员112

人。可见,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人数较少,而13处县级自然保护

区均无人员编制。

2.5.2 经费来源

从自然保护区事业经费来源和数量来看,所有保护区的事业经

费均来源于各级政府或管理部门的财政拨款。目前全省自然保护区

每年的事业经费为2306万元,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事业经费为

1650万元,省级自然保护区为432万元,县级自然保护区为224万元

(表3)。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基建投资中,国家投入资金共计5925.5万

元,投入到国家级、省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分别占资金总量

的79.1%、20.6%和0.3%;地方政府投入基建资金11530.22万元,

投入到国家级、省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分别占资金总量的

64. 8 % , 3 1 . 6 %和3 . 6 % ;保护区生态工程中,国家投入资金为

1847.66万元,投入到国家级、省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分别

占资金总量的80%,19%和1%;生态工程地方配套金额为2344.65

万元,配套到国家级、省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分别占资金

总量的54%,33%和13%。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基建投资和生态工程

配套资金方面以地方资金投入为主。从不同等级自然保护区资金

投入来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最多,平均每个自然保护

区1649.5万元,详见表4。

3 存在问题及建议

3.1 存在问题

3.1.1 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不均衡,县级保护区存在问题突出

从本次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调查结果来看,浙江省国家级、省级、

县级等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现有基础存在较大差异。省级

以上自然保护区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运行经费方面具有一定保

障,规范化程度较高,基础调查资料较为完整、全面。而县级自然保

护区数量较多,存在问题突出,存在审批不合法、批而不建、建而不

管等问题,普遍机构不健全、人员及资金不足、基础薄弱,大部分没

有开展详尽、系统的科考调查,家底不清、发展方向不明、不利于保

护区的健康持续发展。

3.1.2 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制约自然保护区良性发展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上,传统上一直采取“早划多划、先划后建、

抢救为主、逐步完善”的政策(姜立军等,2006),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纵

向分级制、横向分部门的重叠交叉管理体制,存在职责不清、权利不

明等弊端。特别是一些自然保护区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大,还

要在地方财政中划出资金进行保障,以至于保护区成了“包袱”,保

护区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和支持。同时,保护区坚持资源保护,而当

地政府则侧重于经济发展,两者的冲突往往造成监管的缺位。地处

贫困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多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及管护机构不健全等

问题,自然保护区职能难以正常发挥。

3.1.3 建设项目监管力度不够,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明显

各保护区及地方政府期望通过发展保护区旅游提高当地知名度

并拉动经济发展。而由于管理不到位,往往造成保护区破坏等不利影

响。目前,全省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除乌岩岭和九龙山的生态旅

游尚处于规划阶段外,其他保护区旅游开发均已进入实质性开发阶

段。在建设工程项目时,存在侵占保护区土地等现象。这类工程主要是

公路和水电建设项目,凸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3.1.4 管理模式滞后,保护区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模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管理,其

特点是管理目标明确,但管理成本较高。在这种保护模式中,管理部

门把重点都放在保护上。而实际上,不同物种对生态环境和栖息地

需求不同,一些地方,历史上千百年均有人居住在自然保护区范围

内,形成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而一味地保护和隔绝,反而会使一些

物种很快消退。这种保护管理模式下,往往会造成无视当地居民利

益,造成社区居民与保护区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矛盾突出,特别

是集体林面积比重较大的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问题比较

普遍。

3.1.5 资金投入不足,部分保护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目前,浙江省已有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的事业经

费列入省财政预算,但尚有南麂列岛、长兴地质遗迹两个保护区的

事业经费未列入省财政预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管理工作的正常

开展。省级及以下自然保护区经费更是捉襟见衬。此外,已列入省

财政预算的7个保护区,也实行由省财政承担70%,所在县(市)财政

承担30%,导致一些保护区地方浮动工资,津补贴无处开支,影响

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这也是地方政府保护区建设积极性不高的

原因之一。

3.2 相关建议

3.2.1 加大自然保护区监管力度,确保区内生态系统完整性

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旅游与教育、资源保护区与社区发展等

关系,严格执法,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活动的监督管理。

在开发项目选择上,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

选择不破坏自然资源又可重复利用资源的项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生态旅游,应依法编制相应生态旅游规划,经环境影响评价后

报批实施。在鼓励资源有序利用的基础上加强监管,自然保护区的

生态旅游必须严格限制在实验区范围内,力争做到区内游、区外住,

防止旅游开发对保护区造成污染和破坏。对于开展生态旅游存在问

题的自然保护区,应严格监管,严格按要求整改。加强自然保护区内

建设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监督建设单位生态恢复和补偿措施落

实。严肃查处区内各类违法、违规开发建设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3.2.2 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多方位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国家级和省级

自然保护区事业经费和建设资金分别纳入国家和省级财政预算,经

费统一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并进一步加大省级财政的支持力度,以

减轻县(市)财政负担。同时加强对县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支持,以便

吸引科研管理人才,改变目前管理水平低下、条件设施艰苦、人员结

构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提升自然保护区整体管理保护水平。自然保

护区管理的资金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目前尚难实现,为维持和改

善保护区社区居民生活,促进保护事业发展,应多方位拓宽资金筹

集渠道。通过合理开发资源税收及碳汇交易等增加资金,以各种方

式引进外国政府、金融机构、民间组织、环保社团及国际组织等基

金,为自然保护区持续发展提供必要资金保障。

3.2.3 构建保护区“社区共管”体制,促进保护与发展和谐

并进

浙江省部分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数量大、开发利用与保护矛盾

突出。通过合理补偿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给予保护区周边社区更多

发展机会,化解保护区与社区矛盾,促进保护区及其社区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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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图 2  浙江省各级别自然保护区数量比例图 图 3 自然保护区各主管部门管理的面积比例

表 1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类型表

保护区数量(个) 
自然保护区类型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总计 
所占比例(% ) 

森林生态 4 1 0 6 11 34.37 

野生动植物 3 3 0 5 11 34.37 

内陆湿地 0 2 0 0 2 6.25 

海洋生态 1 1 0 1 3 9.38 

地质遗迹 1 2 0 2 5 15.63 

总计 10 9 0 13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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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集体林区的自然保护区,通过吸收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管

理,帮助社区居民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以农家乐为主的生态旅

游以及发展以资源集约型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生活

水平,促进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基本权益,建

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公众参与和磋商机制,建立政府与社区等重要

利益相关方之间交流和对话机制,保障社区居民环境健康权、知情

权、检举权及参与权等权利。保护自然保护区文化多元化,将土著民

族、本土文化融入其中,营造有利于民族文化继承和转播的氛围。进

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自然保护区所在地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实现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相互促

进、和谐发展。

3.2.4 优化保护区空间格局,深入推进保护区规范化管理

深入开展自然保护区调查,优化保护区空间分布格局,在生物

多样性集中分布区和重要自然遗迹所在地,科学划建新的自然保护

区。对范围过大和功能分区不科学的保护区进行相应调整。另外,随

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的改变,要及时调整保护区的边界和面积,实

现保护区范围优化,提高保护区保护效率。推进自然保护区规范化

建设,完善考核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升降级制度,对自然保护区实

施动态化管理,对于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

保护,甚至受到破坏的,责令限期整改;因自然、人为因素和整改不

力,失去相应保护价值的,应撤消保护区及相应级别冠名,全面提升

自然保护区整体水平。

3.2.5 加强保护区统筹规划和队伍建设,提高科学管理能力

通过编制保护区发展规划,明确管理目标、功能分区、行动计划

及保障措施等,统筹安排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于功能区划不尽合

理,核心区内居民数量较多,不利于有效管理的个别自然保护区,建

议相关主管部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确有必要进行功能区划范围调整,应履行相应的报批程序。管理

人员整体素质较低是制约保护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加强自身

能力建设,通过改革现有体制,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引进专业人才,

同时,通过各种培训及学历教育,培养和提高原有管理人员的自身

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加强与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国际组织

的合作与交流。开展保护区专题研究和常规科学研究,吸引研究部

门、高等院校对保护区进行经常性本底调查和科学考察。建立科普

示范或教育基地,发挥自然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方面的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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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对象情况

表 3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事业经费使用情况表

表 4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资产状况和国家、地方投入资金情况表(万元)

保护物种级别 鸟类 爬行类 哺乳类 昆虫类 两栖类 鱼类 植物 总计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5 1 4 0 0 0 10 20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61 2 18 6 4 4 38 133 

合计 66 3 22 6 4 4 48 153 

保护区级别 国家级 省级   县级 总计 

事业经费数量（万元） 1650 432  224.00 2306 

所占比例（%） 71.55 18.74   9.71 100 

保护区 

级别 

现有固定 

资产 
国家投入基建资金 地方投入基建资金 

生态工程国 

家投入资金 

生态工程地方 

配套金额 

资金投入  

(万元/个) 

国家级 6333.90 4685.50 7470.22 1477.66 1212.15 1649.50 

省级 4343.97 1220.00 3640.00 360.00 740.00 662.22 

县级 2915.00 20.00 420.00 10.00 292.50 53.04 

总计 13592.87 5925.50 11530.22 1847.66 2244.65 67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