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种野生动物升为
国家一级保护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
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
点保护。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89 年
发布后， 直到这次大幅调整之
前， 除 2003 年和 2020 年分别将
麝类、穿山甲所有种调升为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外，没有进行
过系统更新。

“30 多年间，我国野生动物
保护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
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原常务
副主任蒋志刚说，一些濒危野生
动物得到有效保护，濒危程度得
以缓解，而部分野生动物濒危程
度加剧， 还有一批新的珍贵、濒
危物种随着研究的深入被发现，
需要及时保护。 对《名录》进行科
学调整十分必要。

新《名录》变化很大，国家重
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大大增
加。 从这组数据中，变化之大可
见一斑：

———在保留原《名录》所有
物种的基础上，新增 517 种（类）
野生动物，比原先受保护物种总
量还多。 其中，大斑灵猫等 43 种
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狼

等 474 种（类）列为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

———将豺、 长江江豚等 65
种野生动物，由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 熊猴、北
山羊、蟒蛇 3 种野生动物，由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
家二级；

———新《名录》共列入野生
动物 988 种（类），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 234 种和 1 类，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746 种和 7
类。上述物种中，686 种为陆生野
生动物，294 种和 8 类为水生野
生动物。

新发现的濒危物种，在这次
《名录》调整中备受关注。“这次
调整及时列入了我国近年新发
现、有新分布记录的珍贵、濒危
物种。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
研究所所长、生态与自然保护学
院教授时坤表示， 如白颊猕猴、
懒熊、红鬣羚等物种，在西南地
区呈小种群或边缘性分布，具有
重要的生态功能，需对其开展重
点保护。

纳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
保护力度明显加大

值得关注的是，在《名录》征
求意见稿中， 藏羚、 藏野驴、熊
猴、北山羊、蟒蛇等 5 个物种拟
降为二级， 不过在正式公布的

《名录》中，只有熊猴、北山羊、蟒
蛇 3 个物种降级。

“熊猴、北山羊、蟒蛇种群稳
定、分布较广，对它们予以降级，
体现了保护工作的成效，也是基
于科学评估的结论。 ”时坤说，藏
羚、藏野驴没有降级，主要是担
心降级后，破坏物种的违法成本
降低， 有可能导致盗猎行为反
弹，威胁物种生存。

新《名录》为啥增加这么多
物种？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
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张伟认为，
一方面，我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 物种保护能力越来越
强，有能力把更多的物种纳入重
点保护范围。 近年来，我国加快
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各类自然保护地总
数达 1.18 万处，占陆域国土面积
的 18%， 有效保护了 90%的植被
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85%的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同时不断
强化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为 300
多种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
的人工繁育种群。 另一方面，随
着分类学发展，动物分类体系发
生不少变化，《名录》调整考虑了
这一重要变化，这也导致纳入保
护范围的物种增多。

纳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保
护级别升级，意味着对物种的保
护力度将明显加大。 物种保护升
级，保护项目和经费投入都会有

所增加，这对种群和栖息地逐渐
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级别不同，还意味着
法律上针对打击盗猎、 非法走
私、非法贩卖等有不同的量刑标
准。 ”蒋志刚表示，《名录》调整，
给一大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
护带来新的契机。

针对重点物种制定计划
恢复受威胁物种种群

《名录》大幅调整，无疑对野生
动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名录》 调整纳入更多物
种，需要配套相应的资金、技术、
人员等，有关部门要制定配套管
理措施。 ”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
地研究所所长金崑说。

时坤建议， 物种纳入国家重
点保护范围后， 应尽快制定拯救
计划， 恢复受威胁物种种群与栖
息地。还应结合保护地建设，加大
力度保护珍稀物种的栖息生境。

明晰责任，做好协同，能力
建设得跟上。

时坤认为，物种纳入国家重
点保护范围，并不意味着只是国
家有保护责任，地方应与国家协
同， 加强基层保护能力建设，把
责任落实到县区一级。 金崑也表
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
护，应体现集中资源、突出保护
的原则。 国家与地方重点保护名

录之间的物种要平衡，要明确中
央与地方的责任，以便于管理和
执法。“一些物种纳入国家重点
保护行列，监管、执法等部门工
作人员要进一步学习掌握有关
知识， 如辨识技术、 处罚标准
等。 ”金崑说。

加强监管， 强化公众参与，
保护才能出实效。

在新《名录》中，有 60 余种
物种被标注了“仅限野外种群”，
对此，时坤解释说，一些物种有
成熟的养殖技术，有稳定的人工
种群，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管理，比如梅花鹿、马鹿
等。“这样标注区分了物种的野
外种群和人工种群，不搞‘一刀
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当然，还要加强监管，严打违法
捕猎野生种群充当人工种群的
行为。 ”

蒋志刚表示， 保护野生动
物，不应以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
为代价，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野生
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引导当地居
民从野生动物保护中获益，吸引
他们主动参与，真正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名
录》每 5 年根据评估情况进行调
整。“此次调整比较全面、科学、
符合实际，但也有进一步调整的
空间。 ”金崑表示，要加大科研投
入， 加大物种资源调查监测力
度，科学评估种群状况，根据野
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依法定
期更新或调整《名录》，构建合理
的《名录》进出机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
度，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确保珍
贵、 濒危物种种群及栖息地安
全，严格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 同时，将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科学认知，
引导公众自觉抵制违法行为、支
持保护工作，形成社会各界共同
保护的良好局面。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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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名录 32年来首次大幅调整：

新增 517 种，物种保护升级

在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教
授、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张正
旺看来，此次发布的《名录》跟征
求意见稿相比还是有明显变化：
一些没有形成共识的物种被删
掉了； 部分原来没有列入的物
种，后来通过征求意见，相关专
家或自然保护团体认为应该列
入的又进行了补充。

“《名录》想做到让各方都满
意确实很难。虽然我们有一套野
生动物级别的评价标准，但这个
标准有些地方很难达成共识。不
同类群的动物生物学特性不一
样， 还需要考虑到野外生存状
况、野生种群量的多少和受威胁

因素等，很多时候大家心目中的
标准和评价标准存在差距。 ”中
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丁利表示。

记者注意到， 新修订的《名
录》对部分物种进行了“仅限野外
种群”的标注，以作为与人工繁育
种群的区分， 而这也引发了一些
争议。 在部分动物保护人士看来，
一旦注明“仅限野外种群”就意味
着这些物种可以“商业化繁殖和
利用”，使得盗猎者及其利益相关
方对那些人工繁殖技术不成熟的
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猎杀进
行洗白，比如，本次被新增为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平胸

龟。 新修订的《名录》对部分物种
进行了“仅限野外种群”的标注。

对此，丁利告诉记者，平胸
龟虽然目前已有人工养殖，但人
工养殖技术还没有达到完全不
依赖野生种群的程度，所以各方
争论很大。“两方面的人都不满
意。倡导养殖利用的一方认为养
殖技术成熟，此前一直认为应该
区分人工繁育与野外种群；反对
的一方则认为，号称合法人工繁
殖、买卖利用的个体，都离不开
野捕，不赞成区分。 ”

在丁利看来，由于我们对一
些物种的野外生存况状还不是
很清楚，在野保法的修订过程中

多位专家也曾发表意见，建议对
于《名录》的调整能够有一个动
态的应急机制。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保护名
录。 对于进入《名录》的物种来说，
对它的保护肯定会有一个正面推
动作用。 那些没有纳入的物种，并
不是说它们不珍稀， 可能是我们
对这些物种的信息了解还不够。
下一步，针对现有的保护名录，抓
紧出台配套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可
能更加重要。 ”丁利告诉记者。

“总体上我是满意的，但还有
少量物种没有列入进来， 将来还
需要进一步调整。 环境变化是非
常快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有新的发
现。 所以我们希望能形成一种机
制，定期进行调整，时间间隔不希
望太长， 最理想是每 5年进行一
次调整。 ”张正旺教授呼吁，期待
在此次大调整的基础上，《名录》
可以真正迎来“5 年一评估”的良
性循环， 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
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局面。

张正旺表示， 下一步的工
作，一方面需要加强宣传，让社
会知道新发布的《名录》以及具
体内容变化； 另一方面执法部
门要组织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管理的相关培训， 便于今后合
理执法。 （据红星新闻）

专家呼吁对《名录》实施 5年一评估动态机制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们在巡查 重庆金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内， 红腹角
雉和红腹锦鸡正在漫步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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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野生动物保护中获益，吸引
他们主动参与，真正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名
录》每 5 年根据评估情况进行调
整。“此次调整比较全面、科学、
符合实际，但也有进一步调整的
空间。 ”金崑表示，要加大科研投
入， 加大物种资源调查监测力
度，科学评估种群状况，根据野
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依法定
期更新或调整《名录》，构建合理
的《名录》进出机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
度，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确保珍
贵、 濒危物种种群及栖息地安
全，严格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 同时，将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科学认知，
引导公众自觉抵制违法行为、支
持保护工作，形成社会各界共同
保护的良好局面。

（据《人民日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近日

联合发布公告 ，公布新调整
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 》（以下简称 《名录 》）。
这是 《名录》1989 年 1 月发
布施行以来 ，首次迎来大幅
调整。

为 什 么 要 大 幅 调 整
《名录 》？ 调整有哪些亮点 ？
将给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哪
些影响 ？ 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