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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有片989万亩的热带雨林

悉心呵护“地球之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热带雨林被誉为“地球

之肺”，仅亚马逊热带雨林

产生的氧气就占全球氧气

总量的三分之一。热带雨

林又是一座生物宝库，全球

超过 25%的现代药物从热

带雨林植物中提炼。但是，

由于人为破坏，全球热带雨

林锐减。在海南，有一片

989万亩的热带雨林，对涵

养海南全岛水土、维持全岛

生态平衡作用巨大

置身海南尖峰岭林区，就像穿越
到梦幻般的童话世界。长年值守在
尖峰岭国家级生态站的中国林科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德祥告
诉记者，海南岛地处北回归线附近，
四面环海，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
面积最大、最典型的热带雨林地区。
海南省现有的989万亩热带天然林，
主要集中在海南岛中部。

“可不要小看这片雨林，它对涵
养海南全岛水土、维持全岛生态平衡
作用巨大。”陈德祥说，据监测，海南
雨林每年调节水量达 56.59 亿立方
米，相当于 6 座库容为 10 亿立方米
的大水库，而且水质绝大多数达到国
家地表水 I 类标准。海南雨林每年
减少土壤流失1217.33万吨，保土培
肥 77.16 万吨，林木营养积累培肥
29.95万吨，年培肥量相当于一座中
型磷酸二铵化肥厂、一座中型氯化钾
化肥厂和一座中型有机肥料厂的总
产量。此外，海南雨林每年固碳
346.82万吨、释氧683.26万吨，固碳
量相当于吸收553万辆排量为2.0的
汽车行驶 1 万公里所排放的二氧化
碳。海南雨林每年还可吸附二氧化
硫4.72万吨、氟化物0.36万吨、重金
属0.5万吨、滞尘0.18万吨。

热带雨林被誉为“地球之肺”，仅
亚马逊热带雨林产生的氧气就占全
球氧气总量的三分之一。热带雨林
又是一座生物宝库，全球超过25%的
现代药物从热带雨林植物中提炼。
但是，由于人为破坏，全球热带雨林
锐减。因此，海南恢复并发展的这
989万亩热带雨林，显得尤为珍贵。

生机缘何重现

刘大业挎着小水壶、手提小砍刀
走在密林里。他是海南尖峰岭林业
局南崖林场护林员。

砍刀是海南热带雨林护林员的
标准装备。砍刀用以在密林里巡山
开路，遇上野猪等猛兽还可防身。

如今，海南天然雨林已全部被列
为禁伐区，由像刘大业这样的护林员
日夜精心守护着。

其实，海南热带雨林也曾经历过
锐减的噩梦。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南岛拥有热
带天然林1800万亩。1958年，为满
足国家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海南相继
建立了 16 个森工采伐企业，为国家

建设输送了大批优质木材。至1979
年，海南天然林锐减至 570 万亩，水
土流失加剧，生态平衡失调。

为保护、恢复和发展海南热带天
然林，海南省1993年颁布《海南省森
林保护管理条例》。1994 年 1 月 1
日，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全省林区、林场实施
森工转向，广大干部职工在没有经济
来源、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
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护海南热带雨
林资源的责任。1998 年，国家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在海南正式启动，涵
盖海南省4个林区、7个森工林场共
计688.5万亩林地。

海南热带雨林里有许多珍稀动
植物，比如沉香、黄花梨、檀香木、穿
山甲、水鹿。防止盗伐偷猎，就必须
加强看护。通过加强森林管护、实行
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森林蓄积量明
显提高。据统计，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 区 内 林 地 面 积 从 2000 年 的
591.16万亩增加到2018年的683.79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2000 年 的
87.38%增加到2018年的98.16%，森
林蓄积量从 2000 年的 4458 万立方
米 增 加 到 2018 年 的 7090.4 万 立
方米。

尤为可喜的是，一些曾经濒临
灭绝的物种在海南热带雨林中正逐
步恢复种群。比如，黑冠长臂猿是
世界上珍稀的 4 大类人猿之一，仅
见于海南岛和西双版纳。1980 年
海南黑冠长臂猿只剩下 7 只，目前
已发展到 4 群 24 只；海南坡鹿是海
南特有的鹿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1976 年只剩下 26 只，目前已繁
衍到 1600 多只。实施坡鹿野外放
养和异地繁殖工程，目前已有 130
多头坡鹿被放归自然。

难题如何破解

海南省林业厅林场处副处长刘
坚说，截至2018年，海南省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共投入资金 17 亿元，为
切实解决林区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
有力保障。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
施后，海南省11个森工企业的5139
名职工得到妥善分流安置。2018年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林业职工人
均月工资 4618 元，基本接近当地事
业单位工资水平，大大促进了工程林
区社会稳定，保证了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的顺利实施。

护林员工资比以前大幅提高了，
但由于林区艰苦、偏远闭塞，如何引
进人才、留住人才仍然是林业管理面
临的一大问题。据了解，海南热带雨
林护林员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缺乏
新鲜血液。

“目前护林员 40 多岁就算年轻
的，很多人已经年过五旬。”尖峰岭林
业局大凯管护站副站长梁春生告
诉记者，大凯管护站有工作人员 48
人，每年退休三四人，再过几年将面
临退休高峰。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各
林区也普遍存在。海南林业部门因
此想出聘请本地村民当“共管员”的
办法。这样的村民兼职“共管员”在
大凯管护站有 12 位，“共管”效果非

常好。
另一个问题是生态公益林如何

进一步优化。
“在海南生态公益林中，目前尚

有总面积达20.15万公顷的橡胶林、
用材林和经济林，因大都处于生态敏
感区内，这些林木应逐步改造成以海
南乡土树种为主的混交林，以提高其
生态服务功能。同时，还有3.7万公
顷的灌木林类型，除天然灌木群落
外，应对宜林灌木林地和宜林灌草地
进行植被恢复。”陈德祥说。

再就是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

不卖木材卖空气，是最近海南热
带雨林中的新鲜事。

“用手机扫扫罐身上的二维码，
就能查到产地是霸王岭。我们在早
上负氧离子最高时采集空气装罐。”
海南蓝天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罗威威举着罐装空气对记者说。

海南省国家环境监测中心站监
测数据显示，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五指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等主要森林旅游区内，空
气负离子浓度均远超世界卫生组织
规定的空气清新标准。

据了解，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启
动后，海南全省 11 个森工企业大力
发展多种经营，林区已形成小水电、
经济林种植、森林旅游、林果采集、林
下种养等多元化产业结构。目前林
区年旅游收入已达 1295 万元。其
中，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2017 年接
待游客近8万人，仅景区门票收入就
达225.7万元。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目前，
在广大深圳大鹏新区西涌沙滩，一
项为这片深圳最长、最美沙滩恢复
靓丽风采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这是深圳第一个大型沙滩修复
工程。该工程于1月8日正式动工，
目前已完成沙滩清理和修坡工作，
并于春节前向公众开放西涌沙滩淡
水涌向西延伸500米的沙滩段。

2018 年 9 月 16 日，强台风“山
竹”对西涌海滩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沿海民宿全部损毁，沙滩上的沙子
也被卷走了一米多厚，沙滩由此进
入长期封闭状态。

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大鹏新区全面启动西涌片区的灾后

整治提升工作。为保证深圳市民和
游客的休闲度假需求，大鹏新区选
择了具有开发条件的部分沙滩先行
修复。

据介绍，该工程的主要施工内
容为：沙滩表层、沙滩埋地垃圾的清
理，海平面水下建筑垃圾的清理及
沙滩场地平整。负责此项目的大鹏
新区建筑工务局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并要求参建单位务必做到秉承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把新区的生态
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严禁
野蛮施工，务必保护好沙滩的原有
生态环境；落实好监督管理机制，全
面清理垃圾，不留空白和死角。

深圳启动大型沙滩修复工程

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天津多措并举保护水资源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冬日的清晨，云南昆明市盘龙区滇源街道甸尾村水杉湿地笼罩在一片飘

渺水雾中，宛如仙境。这片湿地位于滇池上游、昆明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内。松

华坝水源保护区是昆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10年前，昆明市盘龙区开始在该

区域进行生态修复，建设林草生物缓冲带，发挥植物的水质净化功能。如今，保

护区内候鸟栖息、村庄变美、河道变清、生态变好。 （新华社发）

上图 海南热带雨林景观。此处
原为海南尖峰岭林业局历史上过度伐
木后留下的烂树坑，如今经过生态修
复，改造成天池生态景区。

左图 护林员在巡山的时候用手
机报告林情。地上横卧的是几年前被
台风刮倒正自然腐烂的大树。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河北承德经济林建设取得生态致富双赢

护好山林淘真金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贾阿楠

“今年板栗卖了3000斤，每斤
8元钱，山楂卖了6000斤，每斤8毛
钱，这么算下来，光板栗山楂，今年
就有2万多元收入。”河北省承德市
兴隆县挂兰峪镇六拨子村村民张为
何告诉记者。

在承德的广大农村，像张为何
这样靠发展林果产业实现增收的农
民不在少数。通过构建林业生态体
系，兴隆县建设了板栗、苹果、山楂、
山杏等 8 大经济林基地，经济林总
面积达 983.5 万亩，农民来自林果
业的年人均收入达3360元，带动近
百万群众走上了致富路。

按照《承德市国土绿化三年行
动推进方案（2018—2020 年）》要
求，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京冀水源
林、规模化林场建设、小流域治理等
生态工程建设，2015 年以来，承德
市累计投入资金 59.86 亿元，每年
以60万亩到70万亩的造林速度推
进国土绿化进程。全市现有林地面
积 3417 万亩，占全省的 45.1%，森
林覆盖率 57.67%，高出全国 35 个
百分点，成功创建了国家森林城市
和国家园林城市。而到2020年，全
市还将完成造林205万亩。

按照“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优
先”的原则，承德市科学开展森林经
营，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全市各县
分别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
学等单位结成战略联盟，大力开展
林地质量提升工程。科学编制实施
森林经营方案，对现有森林植被进
行提档升级，打造一批绿化、美化、
彩化的景观林带。

承德市还建立健全了市、县、乡

（镇）和林场三级专业森林消防队
伍、森林防火监测网络和应急指挥
系统。充分发挥森防检疫职能，建
立健全森林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
疫御灾、防治减灾3大体系建设，完
善市、县、乡（镇）三级监测信息采集
系统，确保成灾率控制在 4‰以
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采伐
限额管理，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狠抓自然保护区管理和湿地建设。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在建设好生态的基础上，承德
市进一步经营好生态资源。全力推
进森林碳汇，加快森林碳汇计量与
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碳汇基
础档案，准确掌握森林碳储量与碳
汇量的现状、变化与潜力情况，为争
取生态补偿政策和发展碳汇项目提
供依据；做强森林康养产业；做大林
下产业基地，按照特色化、区域化、
产业化、市场化目标，采取林畜、林
禽、林药、林菌相结合的方式，将林
下资源变成农民致富的“菜篮子、肉
盘子、药园子”。截至目前，承德已
建设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5 处，林果
加工企业达到 356 家，其中国家、
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
有2家、32家和90家。

按照全市“一环六带”产业布
局，承德将加大林业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各县（市、区）要优先发展既有
生态功能又有经济效益的经济林，
并注重引导发展休闲、观光采摘园，
力争到2020年，全市经济林总规模
达到1040万亩，农民人均拥有4亩
经济林，使来自经济林的人均收入
达到6000元。

天津是资源型缺水城市，水资源
短缺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在引江通水前，天津城市生产生活主
要靠引滦调水解决，农业和生态环境
用水要靠天吃饭，地表水利用率接近
70％，远远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水
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天津出
台多项举措，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

近日，天津出台关于全面落实湖
长制的实施意见，全市 16 个区 109
处水域纳入湖长制管理，重点实施湖
泊水域空间管控，依法划定水库、地

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重要湿地核心
区等。预计到2020年，全市湖泊水
体水质将达到或优于Ⅴ类标准，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将达到或优
于Ⅲ类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而刚刚于2月1日实施的新《天
津市取水许可管理规定》明确提出，
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建立取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取用水总量已经
达到或者超过控制指标的区，应当暂
停新增取用水审批；在地下水超采
区，应当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禁止
工农业生产及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

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还将纳入河长制考核。

从 2018 年开始，天津试点征收
水资源税。一年来，已征收水资源税
超 4 亿元，地下水超采得到有效控
制。水资源税的开征使天津企业一
改以往较为粗放的用水模式，纷纷采
取措施改造升级设备系统，大力践行
节约用水。据统计，天津市整体取水
量同比下降 0.7%，节水约 329 万立
方米，地下水取水量较改革前下降
2%，其中工业企业取水量下降34%。

同时，天津市加强城镇污水厂建

设和管理，专门聘请第三方机构及行
业专家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地毯
式清查，查找问题300余项，目前已
完成整改超70%；制定中心城区5座
污水处理厂“一厂一策”运行保障方
案，开展全市污水处理厂中控设备运
行及污泥处置情况专项检查，确保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天津市处理城镇污水11亿
吨，全市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到
93.5%，平均运行负荷率接近 90%，
12座污泥处置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87%以上。

承德市承德
县八家乡深水河
村的苹果喜获丰
收。

刘 颖摄
（中经视觉）

水杉湿地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