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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从国家公园的发展利用顺序、相关利益主体利益协调、财政支持能力、

动态空间管理思路等角度，对国家公园发展路径变化进行了总结与思考。

关键词：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策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Ｓ７５９９１；Ｆ３１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６２２（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６－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６６／ｊ．ｃｎｋｉ．ｌｙｚｙｇｌ．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Ｄ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ＡＯ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ｌｉｎ，ＺＨＡＯＳ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Ｆ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ａ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ａｎｄ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０３；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４
基金项目：林业软科学研究（２０１６－Ｒ０５）
作者简介：王道阳（１９８４－），男，吉林延边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园林等方面的规划

设计工作。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８４５１５６＠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通讯作者：乔永强（１９７０－），男，陕西榆林人，教授级高工，主要从事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园林等方面的

规划设计工作。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ｏ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①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２０１８．
②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祁连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征求意见稿）．２０１８．

　　从２０１５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始，先后
有东北虎豹、武夷山、神农架等国家公园进入试点

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作出重要战略部署，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家
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必将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将

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必然伴随着国家公园各类

型自然保护地整合工作同步进行。近几年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案例［１－２］①②。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及政策

研究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发表了不

少研究成果［３－８］。但国家公园体质试点建设相关策

略研究这个课题随着形势变化常议常新，目前国家

公园体质试点建设过程有必要结合我国当前社会

经济发展特点，对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以及自

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利益

方利益协调、财政可持续支持能力、国家公园建设

空间管理等角度，对国家公园整合问题根据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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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及时进行总结与思考，以期为今后国家公园

体制正式运行管理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１　保护优先按照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确定国家
公园的利用强度与顺序

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保护和利用问题及其

对策需要跳出国家公园本身这个话题，放在社会经济

整体发展整体趋势的大框架下进行考虑和分析。

最早的国家公园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公

园其实也是西方殖民制度框架下宗主国生态环境

管理思想的落实和延伸［６］。

我国目前探索的国家公园发展路径是遵循我国

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不过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和制度建设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公园的建设

目标、空间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积累的经验还是值

得学习和借鉴的。包括国家公园的发展与利用在内

的政策制定要明确其相关政策制度是在其高度城市

化、产业化对于自然保护地人口的吸纳和疏解功能基

础上来完成的。这种疏解功能建立在城市化和产业

化之后城市就业收入和生活品质远大于依靠农业、采

伐和狩猎的传统生活方式收益差别的基础上。

这种差别所导致的对国家公园人口疏解吸纳效

果体现在如下两个层面：第一，相对较高收入的就

业机会和较好的教育条件促使自然保护地周边的

人口不断的向城市聚集，在总量上减少了农业和牧

业人口对于自然保护地的压力。第二，接受良好教

育并具有稳定收入的当地居民是国家公园的后续

运行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也是生态体验需求的客

源支持，为国家公园的建设运营以及财政收支的良

性循环提供了保障。

以与中国情况类似的高密度人口国家日本为

例，日本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产业聚集阶

段。东京、名古屋和大阪成为日本人口的主要聚集

地。截至 ２０１０年，城市人口占比从 １９５０年的
３７７５％，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９０７％［９］。

在此基础上，城市化所形成的购物、休闲、娱

乐、观光度假多样化生活方式，城市公园———郊野

公园———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所提供

的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对有类似需求的人群起到

了明显的分流作用，从生态保护意义上对国家公园

的生态压力形成了缓冲和分流作用。

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美国，２００８年之前美国
的人口迁移趋势是从城市向郊区流动，但从２００８年
开始，逐步也出现人口从城市向郊区流动转变为从

郊区向城市流动的逆转，城市对于人口的吸纳作用

逐渐凸显。同时，城市对于人口的集聚效应有利于

为人们提供集中和丰富多样的休闲旅游公共服务

产品，从而避免由于休闲旅游产品的稀缺导致游客

向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自然保护地过分聚集，形

成巨大的生态压力。

综上所述，国家公园发展建设是一个长时间段

的过程。通过城市化和产业吸纳周边居民，降低自

然保护地从事农业和牧业人口总量，改变从自然保

护地获取资源这种初级生存方式的发展路径，这是

成本较低、效果较好的优选路径。相比之下，短期

内通过财政补贴和国家投资实现的公共财政投入

的生态移民方式应该是国家公园发展的次要路径

选择。当地居民依托农业和生态旅游，就地实现生

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提升，近期的管理成本和生活

成本最低，但从长远来看，自然保护地常住人口的

逆向聚集以及依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污

染物管理和利益获取路径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

不完全一致，相比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吸纳与疏解作

用，应该成为次要的空间管理政策选项。

按照以上思路，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应该关注

如何理顺发展相关产业的顺序和国家公园现阶段

人口迁移趋势的关系。顺应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

及与之相伴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优先推动国

家公园区域及周边人口向附近城市迁移，进而发展

以城市为核心的购物、休闲、娱乐、观光综合体系，

满足城市和乡村人口多样化的休闲与体验需求。

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确定国家公园的合理利用规

模、内容和水平，避免提前大规模发展旅游等相关

产业造成人口在国家公园周边的逆向聚集。选择

同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国家公园发展路

径，实现国家公园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进行

至关重要。

２　各方利益诉求协调共赢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的制度基础

国家公园建设涉及国家、省市地方各级政府，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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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林业、环保等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内居

民等诸多利益相关方，国家公园建设应考虑上述各

方的利益诉求，通过配套政策和制度设计协调各方

利益，调动各方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保障

国家公园建设实施效果。

国家公园建设相关利益主体及利益诉求可以

主要分为下３类：（１）国家和省级层面，保护生态、
服务公共利益的建设目标的管理意愿；２）市级和县
级层面以及林业环保等部门，贯彻上级精神，同时

肩负发展地方经济的利益诉求；３）从乡镇和村民层
面，在国家公园建设中更多是妥协自身利益、支持

国家建设，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充分考虑他们

的利益诉求。

县市级别行政主体是国家公园建设基层和具体

的执行方，在国家公园建设中，考虑到执行难度和执

行成本，更倾向于选择较低执行难度和较低执行成本

的建设路径。但是这种低难度低成本的执行路径往

往体现在以生态旅游休闲为先导，鼓励村民就地以农

牧业为主向农牧业＋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
式的转变。这种路径不能改变现状居民对周边生态

环境的干扰和影响，而且旅游业的发展会造成新的从

业人口聚集，进而对区域内生态环境造成新的负面影

响。在现实工作中，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以

及项目执行能力的差异，单纯强调和满足市、县地方

政府和当地村民两方面的利益诉求，未必符合国家和

省级层面的公共利益诉求。

综上所述，在国家公园建设政策的制定和整合

过程中，宜采取分阶段、区分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

策略理顺既有政策，制定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在国家层面，基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经济

格局，利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由欠

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趋势，加强中心城市人

口聚集和消纳能力，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依托，推

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从长远角度为国家公园建设留

出发展空间，降低管理成本。

在地方层面，考虑县市各级地方政府和居民现

实的利益诉求，探索地方经济转型和人民转业安置

的合理路径，实现地方经济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生

活质量。

借鉴重庆库区移民搬迁的经验，结合我国当前

生态旅游的发展的路径和特点，居民和地方利益的

补偿应当优先考虑诸如“房票”等形式的异地补偿

和间接补偿模式，而非优先考虑就地安置，就地产

业吸纳的模式。其次采用政府投入及企业社会资

本参与，专业化运营团队管理，以森林体验自然教

育为先导，发展环境友好的生态旅游产品。在政策

梳理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国家公园建设长期和

短期建设目标相结合，国家、地方和居民利益协调

一致，分阶段有计划推动国家公园建设。

３　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
的空间基础

国家公园体现了我国某一区域生态状况的典

型性、原真性和完整性。因此在空间整合过程中，

也要优先保证完整性。过去因为不同自然保护地

的管理主体不同，管辖边界交织重叠，造成了以河

流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为代表的生态单元在国家公

园划界过程中被人为分割破碎。例如有的国家公

园在区划边界过程中，其中涉及的一处国家湿地公

园只有部分区域被纳入国家公园范围，在管理体制

和财政支持方面形成了“一园两制”的尴尬状况。

２０１８年３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将国家林业

局的职责，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

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海洋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

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由自然资源部管理。原来分属不同部委管理

的各类自然保护地都被统筹协调到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统一管理，为国家公园建设空间整合，恢复水

系、湖泊以及自然栖息地的管理权限的完整性提供

了体制性支持。

４　有限财政背景下的发展思路是国家公园可持续
发展的经济基础

作为公益性机构，国家公园无论在发展数量，

试点启动区域选择，还是现有体制框架下政策制

定，都受到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中央

财政用于生态建设相关投资逐年增加，但从目前我

国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中央财政用于国家公园建设

的支出仍与地方期望有所差距。

从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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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批复发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来看，未来

增量财政支出更加会偏向于国家安全体系建设、雄

安新区建设、高速铁路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除了已经纳入试点的国家公园以外，传统国家公园

建设的项目试点———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的国家

公园建设路径暂时很难达到规划阶段的建设投资

预期。除传统的全国重点公益林管护资金等财政

渠道，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专项资金和建设项

目，需要新增的移民搬迁、环境保护等项目的投入

主体有可能会下沉到省级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以

获取中央财政投入为导向的国家公园资金投入思

路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国家公园建设也要走节约高

效，国家、省、市联合投资建设，以存量政策和存量

财政渠道为主的建设思路，这样的发展路径对财政

收入不足的省份形成一定的挑战。

考虑到目前中央及地方财政状况，国家公园建

设首先应侧重已有试点的建设，保证既有国家公园

建设成效。

５　动态的空间管理策略是国家公园空间管理完善
提升的发展方向

以浙江为例，浙江仙居山区属于生态环境较好

的区域，城区的产业化和城市化和城镇化吸纳了较

多的人口，改变了当地居民靠山吃山的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随着山区居住人口的减少和迁出，用于种

植耕作的土地恢复为生态用地。人为活动干扰的

减少使得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按照统计数据，我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

段，在未来中国的人口迁移格局中，一线城市和部分

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人

口集聚态势将分化明显。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统一数据
与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人口迁移数据相比，省内迁移中，城
市—城市迁移比重下降２％，乡镇—乡镇上升３２％，
乡镇—城市迁移比例不变。在省际迁移方面，从乡

镇—城市迁移比例大幅增加，从３６５％上升到６０％，
而从乡镇—乡镇迁移比例大幅下降，从４４５％下降到
２９７％［８］。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中西部地区人

口从发达省份有回迁本省的趋势，但是他们更多选择

回到省内的城市生活，而不是再回到以农业生产为主

的乡镇。这种迁移趋势和传统农林生活区居民生活

方式的转化，是国家公园建设降低人为活动对自然干

扰的主要动力。

目前我国人口迁移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的

趋势下，国家公园建设的政策的制定也要改变仅仅

依据现状人口和产业布局制定相关政策的模式，而

要有动态发展的思维方式和前瞻性，对于国家公园

的边界范围、功能分区以及发展定位要基于人口动

态迁移变化的考虑，定期修正调整，做到空间管理、

移民搬迁与人口迁移趋势相结合；产业扶持与城镇

化、城市化建设相结合。实现国家公园在空间管理

层面的完善与优化。

６　总结
综上所述，国家公园建设发展建设除了传统的

空间整合、政策梳理、配套措施以外，还需要和国家

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人口迁移的大趋势，

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支撑能力等相适应，尊重社会经

济发展规律，针对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采用

与之适应的国家公园建设策略和路径，实现国家公

园建设节约、高效、可持续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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