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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立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的思考要要
要以湖南省新邵县为例
黄庆军 1 吕雄峰 2 石 亮 2 陈 昀 2
渊 湖南省新邵县巨口铺镇林业站袁湖南新邵 422917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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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林业局冤

摘要 党中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袁加大自然保护地和环境整治力度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袁解决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袁实现中华民
族可持续发展遥本文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的现状袁剖析自然保护地存在的问题袁按照彰显自然属性尧理顺管理体制尧提升管理水平尧实施高效
监管等保护对策袁基于我国近年来建立国家公园试点的成功案例袁乘势提出整合自然地资源尧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保护自然地资源的终极
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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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是指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手段袁致力于生物
多样性尧自然资源及相关文化资源保护的陆地或海洋 遥党
[1]

积 12 541.00 hm2遥2008 年被授予省级地质公园称号袁2018 年
经国土资源部授予第八批国家地质公园[4]遥范围与白水洞风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景名胜区完全重叠袁由国土资源部门主导管理遥

目标袁生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袁随着国家公园体

1.2.3

制试点建设的推进袁各类生态效益良好的自然保护地也备受

以下简称为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遥岳坪峰是湘江涟水和资江

瞩目[2]遥新邵县拥有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尧筱溪国家湿地公
园尧白水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尧白水洞国家地质公园袁同时还
有龙山尧羊古坳 2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袁基于以上自然保护地
现状袁目前存在级别不一尧面积重叠尧职能交叉尧体制不顺尧
多头管理等问题袁客观上影响了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和发展遥
1

基本概况

1.1 县级自然保护地

龙山尧羊古坳 2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别于 2002 年和

2013 年建立遥龙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新邵县东北部袁是湘江支

流涟水和邵水一级支流西洋江的发源地袁与娄底涟源市龙

山国有林场毗邻袁保护区规划面积 800.00 hm2袁与岳坪峰国

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遥湖南新邵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

西洋江的发源地袁山势磅礴袁峰顶最高海拔 1 513.6 m袁誉为

野湘中之巅冶袁域内面积 3 835.00 hm2袁这里四时不同景袁十里
不同天遥1992 年经湖南省林业厅批准并于 1995 年经湖南省
人民政府确认袁在新邵县龙山国有林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

邵龙山省级森林公园曰2009 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袁建立湖南
百里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渊新邵片区冤曰2013 年经国家林业
局批准将湖南百里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渊新邵片区冤更名为湖
南新邵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遥森林康养尧追思野药王冶尧中药
文化尧登高望远尧寻幽探险是该旅游景区发展的主打项目袁
由林业部门主导管理遥
1.2.4

筱溪国家湿地公园遥湖南新邵筱溪国家湿地公园渊以

家森林公园面积重叠曰羊古坳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原龙溪铺镇

下简称筱溪国家湿地公园冤位于新邵县中西部袁主要包括晒

镇办林场为主体袁将周边集体山林部分划入和将下源水库整

谷滩大坝至筱溪大坝的资水段尧 五星坝至小河口的石马江

体划入袁保护区规划面积 3 333.33 hm2袁与筱溪国家湿地公
园范围部分重叠遥这 2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当时是基于争取上
级建设项目资金以及为完成湿地保护率而申请建立的袁由
林业部门主导管理遥
1.2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1.2.1 白水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遥湖南新邵白水洞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渊以下简称白水洞景区冤袁地处湘中腹地新邵县袁

由白水洞尧白云岩尧资江小三峡 3 个景区组成袁域内面积达

12 541.00 hm2遥白水洞景区由峡谷地貌尧崩塌堆积地貌与流
水侵蚀地貌集合而成袁1999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

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袁2012 年经国务院审定公布为第八批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3]遥野门票经济冶依然是该景区旅游发展的主
导模式袁由住建部门主导管理遥
1.2.2 湖南新邵白水洞地质公园遥湖南新邵白水洞地质公园

渊以下简称白水洞地质公园冤袁位于湘中新邵县境内袁园内现
有景点 480 多处袁一级景点 30 处袁省尧市重点保护文物 8 处遥

自然景观有地下溶洞群尧一线天尧白龙洞流泉飞瀑尧高峡平
湖尧洞天门等袁白龙洞以其石怪和洞奇闻名于世袁公园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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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尧龙溪河尧下源水库尧羊古坳等水域尧洲滩及周边部分山

地尧稻田袁规划总面积 2 571.60 hm2遥2014 年袁经国家林业局

批准建立湖南新邵筱溪国家湿地公园渊试点冤袁目前该公园
建设进程井然有序袁由林业部门主导管理遥
2 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尧推进绿色发展尧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袁并提
出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遥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袁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袁构筑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顶层设
计遥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力度袁也是当前党中央部署
野三大攻击战冶的重要任务袁这对于自然地保护是一次千载
难逢的机遇遥
3 存在的问题

3.1 主体合法有待商榷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曳规定袁新邵县

建立的 2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仅本级人民政府同意袁省林业厅

及国家林业局备案袁没有上级正式批复文件袁截至 2015 年袁
未加入国家环保部县级自然保护区名录袁因而主体建立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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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涛等院中国葡萄酒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要要
要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为例
4.3 依靠科技创新袁推进产业全面发展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力袁强化和提升专业科技人才的培
养袁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的研发能力和科技含量袁加强政府尧
科研机构与葡萄酒庄渊酒厂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袁同时加大
高校与生产基地之间的校企合作力度袁全面推进葡萄栽培及
葡萄酒产业的技术创新尧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遥
4.4 科学合理规划布局袁拓展新型复合产业链
科学合理地布局袁做好不同区域酿酒葡萄基地建设规
划袁从全产业链拓展出新型复合产业链袁开发葡萄酒旅游尧
文化等相关新资源袁促进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创新遥在有区
域特色的种植区发展生态农业袁以葡萄酒庄为发展单元袁集
地域化品种种植尧优质化葡萄生产尧精细化葡萄酒酿造尧特
色化品牌营销尧生态型特色旅游于一身曰同时袁利用互联网
渊葡萄酒+冤等新型推广模式袁发展葡萄体验式和观光式经济袁
培育葡萄酒的消费文化袁促进葡萄酒文化的传播袁推动葡萄
酒与旅游尧健康尧金融和互联网等相结合的复合产业链袁为
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13-1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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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区尧国家地质公园尧禁猎区尧禁伐区等以自然资源保

[3]

性有待商榷 遥

护为主体的保护地袁可有效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3.2 区域规划不够严谨

统遥对已建立的森林公园尧湿地公园尧风景名胜区尧地质公园

规划的自然保护区范围与森林公园尧湿地公园部分重
叠袁保护区内规划没有体现核心区尧试验区和缓冲区的相关
属性袁区域内常驻人口较密集遥

等管理机构进行有效整合袁明确建立统一事权尧分级管理的
体制袁乘势申报建立国家公园渊试点冤遥
4.3

3.3 资源单体优势不足

整章建制袁提升管理水平
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的管理遥一是设立管理机构袁制定和

这 2 个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单体不具优势袁林木尧地

完善自然保护地的各项管理制度遥二是修订自然保护地的

貌尧地形尧水体等也不独特遥叶条例曳第一章第二条野本条例所

总体规划袁按照叶条例曳的要求重新编制总体规划袁依规建设

称自然保护区袁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尧珍稀濒危

和管理遥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袁保证自然地保护管理工作

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尧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

有序开展遥四是加强管理人员专业技能培训袁努力提高管理

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尧陆地水体或者海域袁依法划出一
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冶袁划建的合理性也存在

人员的技术水平袁为自然地保护提供人才保障[7]遥
4.4 强化监管袁履职顺势而为

疑问 遥

一直以来袁国家自然地保护管理都由林业尧住建尧环保尧

[5]

3.4 保护管理规范缺乏

国土尧水利尧农业和旅游等多部门监管袁在空间上有重叠袁在

自然保护地建立后袁缺乏规范的保护监理袁既没有专门

职能上有交叉袁在法规上有冲突遥十九大将山水林田湖草等

的机构实施管理袁也没有完整规范的管理体系袁更未按自然

自然资源归属自然资源部袁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管袁解决

保护区规程管理遥

了多部门管理且混乱的问题遥因此袁建立依法管理尧产权明

4 对策

晰尧权责明确尧监管有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势在必行遥

4.1 注重保护袁彰显自然属性
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本不矛盾袁可协同发展遥可以
通过有计划地扶持部分产业袁将自然保护地内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袁同时在经济得到发展后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的投
入袁使自然保护地和经济建设协同发展袁齐抓保护袁不搞过
度开发袁以促进生态空间和绿色消费产品发展[6]遥
4.2 整合资源袁确保合法合规

主体合法性不仅是主体经营管理的前提袁而且是行政执
法的关键遥对不符合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曳的
单位袁一律撤销袁基本符合的进行整改袁整改到位袁依法依规
予以认定遥目前袁在新邵境内建立了森林公园尧湿地公园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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