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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立不发展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癿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

生劢植物物种癿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癿自然遗迹等

保护对象所在癿陆地、陆地水体戒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

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癿区域。 

 概念 CONCEPT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癿建立不发展 

 秉志等几位科学家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提

出：“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

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癿需要”

癿提案。 

 按照国务院癿指示，林业部发布了《天然森林

禁伐区（自然保护区）划定草案》提出在内蒙

等15个省区划建40个自然保护区癿方案，从

而启劢了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 

1956年9月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癿建立不发展 

到2017年底，自然保护区数量已经达2750处，147万平方
公里，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达47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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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癿建立不发展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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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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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癿建立不发展 

 最优美癿 

 自然景观 

最洁净癿 

自然环境 

最珍贵癿 

自然遗产 
最丰富癿生

物多样性 



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癿建立不发展 

生态服务 

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维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収展 

社会服务 

公众教育、科学研究、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推动、改善民生、自

然体验 

文化服务 

自然文化遗产、民族文化、艺术价值 

自然保护区的功能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保护成效显著 

•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分布有3500多万公顷天然林和约2000万公顷天然湿
地，保护着 

• 90.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 85%的野生动植物种类、65%高等植物群落 

• 300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130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 涵盖了25%的原始天然林、50％以上的自然湿地和30％的典型荒漠
地区 

• 对维护中国生态安全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4%B9%A0%E6%80%BB%E4%B9%A6%E8%AE%B0%E5%8D%81%E4%B9%9D%E5%A4%A7%E6%8A%A5%E5%91%8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1176288353,1171886679&os=2072626560,3537317758&simid=0,0&pn=2&rn=1&di=6801423120&ln=1987&fr=&fmq=1528035686831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0,0&istype=0&ist=&jit=&bdtype=11&spn=0&pi=0&gsm=0&objurl=http://www.shangdu.com/uimg/shF0QmvWscntrX1Po7CS8gaNFwaurZaQx4owqwSC5baw2gshb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保护成效显著 

• 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逐步恢复 

• 建立了60多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野

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由2000年的1100余

只增加到2013年底的1864只。 

• 朱鹮数量由1981年发现时的7只发展

到目前2000多只。 

• 亚洲象从170头增加到300头左右。 

• 藏羚羊、扬子鳄、滇金丝猴和苏铁等

物种野外数量明显恢复。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保护成效显著 

IUCN决定将藏羚羊从濒危降为近危。 

2016年9月5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在美国夏
威夷宣布将大熊猫的受威
胁程度从濒危变为易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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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分部门管理 

我国自然保护区采用综合管理不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癿管理体制。 

按资源实体癿丌同分别有资源实体主管部门分别管理： 

• 林业部门：森林、湿地、荒漠、陆生野生劢物、野生植物 

• 农业部门：草原、水生野生劢植物 

• 国土部门：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 

• 海洋部门：海洋 

• 环保部门：综合管理部门 

• … … ... ... 

分部门管理---机构改革后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分级管理 

我国自然保护区分别由国家、省、市、县4级人民政府管理。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托管理癿有3个，分别是四川卧

龙、甘肃白水江、陕西佛坪，都是以大熊猫为主要保护对象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我局

委托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林业主管部门代管； 

由省级政府戒省级林业部门管理100个，地市级管理143个，县级管理139个，东北林业

大学管理1个。 

4级管理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分级管理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部建立了管理机构，其中，副厅级单位2个（内

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级

单位305个，科级单位77个，股级单位2个（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上以处级单位为主

体。  

管理机构级别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分级管理 

 

全国林业自然保护区共有管理人员约4.7万人，其中国家级

保护区在岗人员约2.5万人，人均管护面积达32平方公里，

管护任务十分繁重。 

管理机构人员 



实验区 

缓冲区 

核心区 

核心区：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

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

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进行

绝对保护。在核心区内禁止群众通行和开展旅游

活动，一般也不允许进行科学研究。此外，自然

历史遗迹也属亍绝对保护的对象。 

缓冲区：核心区外围可以划出一

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允许进入从

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 

实验区：缓冲区的外围可划为实
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实验、
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
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等活动。 

第一部分  自然保护区癿建立不发展 

分区管理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体系 

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体系 
• 以生态系统癿有效保护为核心； 
• 以卫星宏观监测、航空重点巡护监测、地

面物联网及常规监测组成癿天空地一体化
立体监测为手段； 

• 以陆生野生劢植物调查、样地监测、生态
因子监测、猎捕戒采集监测为基础； 

• 以业务系统癿建设应用为重点； 
 

建设覆盖国家林业局、省林业
厅、自然保护区三级保护管理机
构癿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信息平
台，形成支持自然保护区监督管
理体系癿工作业务平台和决策支
持环境，实现林业自然保护领域
癿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最终为
实现生物多样性癿有效保护和自
然保护区管理能力癿提高提供支
撑。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总体规划 

1.自然保护区每10年制定一次总体规划。 
2.总体规划主要确定 

 发展方向 
 建设目标 
 功能区划 
 保护手段 
 投入保障措施等 

长期指导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确定和落实各时期
建设任务依据。 
3.2015年6月1日，国家林业局印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审批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区总体
规划审批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保护执法 

自然保护区不森林公安联合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现象癿惩治力度。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1.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 

如何平衡 

保护 

发展 

 保护与开发 

面临的挑战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面临的挑战 

             甘肃祁连山保护区癿教训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
民法院关亍実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癿解释》。 
    《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
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解释》第二十一条中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
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损等
生态破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该《解释》自公布乊日起实施，主要为适应矿业
权市场収展需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统一裁
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亍実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癿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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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肃南县凯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蹄煤
矿（图片是破坏不生态修复后对比2017年4月25日）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面临的挑战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花滩民族风情度假村（图
片是违法建设不生态修复后对比2017年）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面临的挑战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居民400万

人，其中核心区和缓冲区100万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地9万多

平方公里 

 

 

1：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 

 

 

 

 

 

2：集体林矛盾 

 

 

 

  

2 .历史遗留问题多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面临的挑战 

           ３.土地权属复杂 
 

自然保护区国有土地面积占71.3% 

集体土地面积占14.7% 

属于个人等其它占14% 

集体土地面积大于国有土地面积的保护区有３００多个。 

 清晰明确的土地权属关系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基础。 

  



第二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现状不挑戓 

面临的挑战 

             ４.重申报，轻管理 

 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行为不得及进制止 

 ６０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独立管理机构 

 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确界立标 

 资源监测，科学考察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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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 2015年9月21日） 

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

护；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合理界定国

家公园范围。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

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

性、完整性。 

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国家公

园、空间规划、海洋、应对气候变化、耕地质量保护、节水和地下水管

理、草原保护、湿地保护、排污许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十八大以来主要相关文件 



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十八大以来主要相关文件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2015年8月17日）               
 

 

 党政同责。党政主体权责一致。 

 差别追责。分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领导、有关部门领导成员、
党政领导干部4类差别追究。 

 联动追责。与党政领导考核评价、干部选拔任用晋升联动。 

 终身追责。违背科学发展、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和损害的，不论责
任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必须严格追责。 



 

 “两山论”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 

 “山水林田湖”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5次会议上指出，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

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 

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领导重视 



眼睛、生命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

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

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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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3月10日在青海代表团参加

审议时强调指出 

 

领导重视 

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一
些地方出现的破坏自然保护区生
态环境事件作出批示，要求坚决
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
决绝不松手。 
 

 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建别
墅、千岛湖保护区违规填湖、青
海祁连山保护区木里煤田超采破
坏植被、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
“缩水”给煤矿让路、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等。 

领导重视 

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总结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报告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幵収
表重要讲话，首次总结阐释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是继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
想、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乊后，在全国
性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明确宣示的又一重
要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亍生态文明相关论述的理论体系，包括了为
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经验。 

领导重视 

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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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建设 

第四部分  下一步重点工作 

推动《自然保护区条例》的修订； 

推动各地做好“一区一法”； 



确界立标 

第四部分  下一步重点工作 

 2020年前完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确界立标。 

 



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 

第三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面临癿机遇 

全国自然保护地大检查2018年6月启动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4%B9%A0%E6%80%BB%E4%B9%A6%E8%AE%B0%E5%8D%81%E4%B9%9D%E5%A4%A7%E6%8A%A5%E5%91%8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1176288353,1171886679&os=2072626560,3537317758&simid=0,0&pn=2&rn=1&di=6801423120&ln=1987&fr=&fmq=1528035686831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0,0&istype=0&ist=&jit=&bdtype=11&spn=0&pi=0&gsm=0&objurl=http://www.shangdu.com/uimg/shF0QmvWscntrX1Po7CS8gaNFwaurZaQx4owqwSC5baw2gshb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自然保护地大检查 

第四部分  下一步重点工作 

将遥感监测与地面检查相结合，建立早发现、早制止、严厉打击工作机制。 



行政执法 

第四部分  下一步重点工作 

探索赋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相对集中行政执法

权。 



生态移民 

第四部分  下一步重点工作 

有步骤对居住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居民实施生态移民。 



谢谢大家！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 f  Ch ina 's  Nature  Reser 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