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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皮书（2019）》发布

2017-2019沿海湿地保护十大进展公布
■ 本报记者 王勇

� �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沿海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
统的关键交错带，是全球最为重
要的湿地资源。

日前，在海南举办的第三届
海洋公益论坛上，中科院地理资
源所与阿拉善 SEE 联合发布了
《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皮书
（2019）》。

《绿皮书（2019）》报告共包括
中国沿海湿地保护进展、最值得
关注的十块滨海湿地、沿海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沿海湿
地保护典型区域等内容。 希望通
过连续的评估监测推动公众对
沿海湿地保护的关注；希望在政
府的主导下、在科学的基础上发
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我国湿
地保护行动。

“沿海湿地保护十大进展”
是《绿皮书（2019）》的主要内容
之一。 经专家组多次研讨确定了

“沿海湿地保护十大进展” 遴选
标准，来自于科研院所、管理机
构、 政府机关和 NGO 组织等
170 余位专家依据该标准通过线
上投票的方式， 评选出了 2017-
2019 年中国沿海湿地保护十大
进展：

1、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
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
通知》

国务院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
印发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
〔2018〕24 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要
求，《通知》 提出了三项措施：一
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二是加强
滨海湿地保护区建设。 三是实施
滨海湿地整治修复。

《通知》切实地转变了“向海
索地”的工作思路，实现海洋特
别是岸线、 滩涂等资源严格保
护、有效修复、集约利用，体现了
中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
实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的坚定决心。

2、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和湿
地保护制度进一步强化

湿地类型纳入《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制
度稳步落实；自然资源确权工作
成绩显著；广西开展红树林保护
立法。

3、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入选
世界自然遗产

2019 年 7 月 5 日， 在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位于江苏省
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一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盐城候鸟
栖息地成为江苏省首项世界自
然遗产。 盐城候鸟栖息地申遗成
功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从陆地
走向海洋的开始，将为中国早日
加入《世界遗产海洋计划》打下
良好的基础。

4、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渤海综合

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2018 年 11 月 30 日生态环

境部、发展改革委和自然资源部
联合印发《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行动计划》(环海洋〔2018〕158
号)，明确了渤海综合治理工作的
总体要求、范围与目标、重点任
务和保障措施，确定开展陆源污
染治理行动、 海域污染治理行
动、生态保护修复行动、环境风
险防范行动等四大攻坚行动，并
明确了量化指标和完成时限。

5、 中央环保督察和绿盾
2018 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7 年年底，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完成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督察全覆盖，2018 年 10 月 29 日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行动全面启动，围填海
纳入中央环保督察范畴。 2019 年
7 月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环保督察中，发现了天津市
宁河区在七里海湿地核心区和
缓冲区违法建设湿地公园、湛江
存在着局部侵占或破坏红树林、
海南省一些沿海县市滨海湿地
和近岸海域被房地产“绑架”等
问题。“绿盾 2018”专项行动第四
巡查组在江苏省巡查发现，海安
市（原海安县）违规撤销了海安
沿海防护林和滩涂县级自然保
护区。

6、蓝色海湾行动取得阶段
性成效，中央首提“海上环卫”
制度

“蓝色海湾”整治工程通过

重点海湾综合治理和生态岛礁
建设等措施，支持沿海各地累计
修复岸线 190 多千米，修复海岸
带面积 6500 多公顷， 修复沙滩
面积 1200 多公顷， 修复恢复滨
海湿地面积 2000 多公顷， 建立
了海洋生态红线制度， 将全国
30%以上的管理海域和 35%以上
的大陆岸线纳入红线管控范围。

2019 年 5 月 12 日，由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
南）实施方案》提出“加快建立
‘海上环卫’制度，有效治理岸
滩和近海海洋垃圾”。 这是中央
顶层设计首次提出建立“海上
环卫制度”。

7、 全球环境基金助力中国
沿海湿地保护

近年来全球环境基金（GEF）
在中国开展实施了“中国湿地多
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多项
湿地保护体系建设项目，旨在通
过提高湿地保护管理能力、改善
省级立法和监管体系、建立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指标监测体
系、扩大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力
度，提高整个湿地保护系统的管
理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建立一个
强有力的全国性湿地保护管理
体系。 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
对中国沿海湿地的保护策略主
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和国际水
域两个领域。

8、 民间环保组织促进濒危
生物及栖息地保护

阿拉善 SEE 任鸟飞项目是
守护中国最濒危水鸟及其栖息
地的一个综合性生态保护项目。
2017 年 6 月-2019 年 9 月，任鸟
飞民间保护网络资助 62 家机构
守护 86 个重要湿地。 任鸟飞民
间保护网络伙伴累计开展湿地
巡护和鸟调 3580 多次， 保护了
约 2000 平方千米的鸟类栖息
地； 提交鸟类调查记录近 9.1 万
条，共记录到 601 种鸟，其中水
鸟 158 种；提交盗猎、污染和开
发建设等威胁记录 1200 多条；
开展自然教育 515 次，累计覆盖

超过 11 万人次。
任鸟飞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湿地管理司签订了合作备忘
录，将在未来 5 年，面向湿地公
园工作在湿地保护一线的人员
提供能力建设培训， 以及探索
社会组织参与湿地开发利用的
监督管理， 通过与湿地主管部
门的合作， 希望打通民间公益
环保组织与政策制定的衔接，
形成沟通畅通、 合作亲密的湿
地保护网络。

9、《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
状况白皮书》 于 2019 年世界湿
地日发布

2019 年世界湿地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首次发布了《中国国
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白皮书》，
为我国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管理
和履行《湿地公约》等工作提供
了科学依据。 目前我国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有 57 处，
范围面积 694 万公顷，其中内地
56 处，香港 1 处。 这次国际重要
湿地生态状况调查范围为内地
的 56 处国际重要湿地， 范围面
积 662.38 公顷。

目前 56 处国际重要湿地
中，分布有湿地植物 2114 种，湿
地植被覆盖面积 173.94 万公顷。
分布有湿地鸟类约 240 种。 在外
来物种入侵方面，互花米草是入
侵近海与海岸类型国际重要湿
地的主要外来物种，上海崇明东
滩为治理互花米草入侵提供了
样板，通过围堤、刈割、晒地、定
植、调水等措施，有效改善了互
花米草入侵引起的一系列生态
环境问题，使互花米草入侵得到
有效控制。

10、中国六城荣获“国际湿
地城市”称号

2018 年 10 月 25 日，国际湿
地公约组织召开的第十三届缔
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闭幕。 会
议期间， 来自 7 个国家的 18 个
城市获得了全球首批“国际湿地
城市”称号，其中 6 个为中国城
市，占入选城市的 1/3。 获得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 称号的 6 个中
国城市分别为常德、常熟、东营、
哈尔滨、海口和银川，其中东营
和海口是中国两个重要沿海湿
地城市。

其他入选城市还包括法国
和韩国各 4 个城市， 匈牙利、马
达加斯加、斯里兰卡和突尼斯各
1 个城市。这 18 个城市将作为榜
样，激励全球其他城市通过更加
积极的行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皮
书》是由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
理中心指导， 阿拉善 SEE 基金
会、红树林基金会资助，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组
织编写。 编写与发布的目的是为
了发展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民间
保护力量的成长；影响滨海湿地
管理部门，推动湿地法律、法规
的制定和管理。

发布现场

福建省海上环卫（袁自由/摄 来源于新华社）

湛江红树林（摄影/袁伟强 来源：广东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