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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纳入了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国家发展和改

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

革委员会在“文化旅游提升工程”专项下为国家公园

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

体制试点建设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公园试

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2015年12月起,

点区所在的省级和地方政府结合各试点的实施方

我国陆续启动了三江源、神农架、武夷山等10个国

案和本省情况, 持续增加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行资

家 公 园 体 制 试 点 ( 唐 芳 林 等 , 2019; 臧 振 华 等 ,

金。试点以来, 10个试点区的中央财政投入累计达

2020)。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担着破解我国自然保护

到60亿元。

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保护与

(3)保护力度持续加强, 初显成效。10个试点区

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的重要使命。目前试点建设取

范围内的受保护面积在原有保护地基础上有大幅

得阶段性进展, 统一分级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保

度增加。全方位、立体式的监测巡护体系初步建立,

护力度持续加强, 社会参与有序扩大, 产生了较好

管理信息化、智能化能力有较大提升, 违法破坏行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在管理体制机制、资金

为 得 到 有 效 遏 制 ( 王 天 明 等 , 2020) 。 大 熊 猫

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亟待进一步

(Ailuropoda melanoleuca)、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完善(黄宝荣等, 2018; 臧振华等, 2020)。

altaica) 、 雪 豹 (P. uncia) 、 海 南 长 臂 猿 (Nomascus

1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1)统一分级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10个试点公
园都建立了国家公园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

hainanus)等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种
群数量稳定或有所增加, 水源涵养等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维持稳定或有所提升(Liu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0)。

公园建设, 编制了建设规划并得到批复, 开展了自

(4)科技支撑得到加强。各试点区建立或共建国

然资源所有权划定和确权登记。10个试点区共整合

家公园科研机构20余个, 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单位

各类原有自然保护地约150个, 基本实现了统一行

达数十家, 科研成果已经开始应用于保护管理工作,

使国家公园管理职责。

为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 宣传教

(2)资金投入有所加大。财政部将国家公园支出

育、社会志愿服务规模有序扩大, 国家公园理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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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心, 生态文明思想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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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方式参与国家公园经营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

(5)社会参与有序扩大, 民生得到改善。国家公

识,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各方都

园体制试点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

存在各自的顾虑(黄宝荣等, 2018; 张海霞, 2018)。

视。各试点区将国家公园建设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此外, 虽然公众捐赠比试点以前出现了突破, 但还

充分考虑地区实际, 采用设置公益岗位、提高生态

未形成规模。
(3)保护与发展矛盾依然突出。各国家公园试点

补偿标准、优化公共服务、扶持教育与就业等方式,
提高了国家公园及周边居民的收入。

内的居民生计与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当地自然资

面临的突出问题

源, 如何协调严格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一种全新探索, 任务重、

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面临的巨大挑战(闫颜等,

困难大, 尽管取得积极进展, 但在管理体制机制、

2021)。目前, 试点区内约有常住人口40万人, 核心

资金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亟待改

保护区内超过2万人没有退出, 三江源等试点区的

进(黄宝荣等, 2018; 臧振华等, 2020)。

核心保护区内还有较大规模放牧和游牧人口, 祁连

(1)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一是区域协调机制尚

山、大熊猫等试点区内存在较多工矿企业难以退

未建立, 跨省的三个国家公园尽管建立了协调机制,

出。仍有相当部分的群众认为划入国家公园后生产

但仅限于各国家公园管理局与省级管理局层面的

生活受到的限制与补偿力度之间并不匹配。此外,

协调。由于协调机构的层级不够, 难以解决“一园多

试点区绿色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 国家公园品牌价

制”、工矿企业退出、生态搬迁等问题。二是省部

值没有充分体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还处于探

之间协调机制不完善, 目前尽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索阶段。

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与10个试点区都建立了联络
机制, 但仅有海南热带雨林试点区建立了省和国家

3

建议

局层面的协调机制, 其余9个试点区的协调机制处

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已取得的经验和面临的

于各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层面。

突出问题基础上, 根据国家公园定位, 应统筹生态

(2)资金保障机制不完善。首先, 资金投入机制

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公园建设和保护地体系

未建立, 国家公园资金投入缺乏依据, 事权划分不

完善, 合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把国家公园建设提

明确, 中央和省级政府不清楚各自应承担的资金投

升至新的水平。

入比例。其次, 国家公园资金来源分散。目前国家

(1)完善协调管理机制。建议按照国家机构改革

公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于多个渠道, 包括国家发展和

职能划分, 调整完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领导小组,

改革委员会中央预算内的文旅提升工程投资, 财政

建立健全统筹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领导体制

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

和工作机制。建议由国务院主管领导担任国家公园

金, 以及省市地方配套资金等, 缺少国家公园建设

体制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在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立领

的专项资金, 申报体系不成熟。第三, 财政资金投

导小组办公室, 具体负责协调推进日常工作。健全

入不足。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

各省和国家局、跨省之间的协调管理机制, 明确跨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

省国家公园的管理条例、三定方案等审批流程, 推

富集的部分, 属于最严格的保护地类型。目前, 中

动跨省联动和整体保护。明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央的支出力度与应承担的全民公益性资源保护责

监督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边界, 提高管

任不匹配。地方政府在实施严格保护的同时, 短期

理效率。

内没有形成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财政收入受到一

(2)完善资金保障体系。建议加快研究国家公园

定影响, 难以承担工矿企业退出、生态搬迁等需要

的事权划分, 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中央

的大额资金。最后, 企业投资和社会捐赠等无法对

和省级人民政府根据事权划分承担各自建设与运

财政进行有效补充。目前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利用

行资金。建议定期开展国家公园管理有效性评估,

方面的政策制度还不完善, 允许企业等社会力量以

建立管理成效与资金投入挂钩的激励机制。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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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普遍位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长期以来, 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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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推广特许经营管理模式、加强宣传教育, 吸引社
会投资和社会捐赠。
(3)加强思想认识建设。建议加强生态文明思想
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学习、宣传、教育, 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保护
自然重要性的意识, 提升“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
自然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制定合理有序的工
矿企业、人口退出方案, 东北虎豹、大熊猫等短期
内难以退出的试点区设置过渡期, 加强监管, 通过
以时间换空间来解决相关问题。
(4)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议完善国家
公园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
合理确定生态补偿的范围、对象、标准、方式、成
效考核办法等, 完善地区和流域之间的横向生态补

中国国家公园试点专题

偿机制。制定国家公园产业准入清单, 挖掘国家公
园品牌价值,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将生态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为实现“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提供示范。
致谢: 感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
和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提供支持, 本文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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