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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帜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１００７１４）

摘要：介绍了国家公园的概念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美国、德国和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模式的分析比较和经验总

结，结合我国保护体系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应从建立专门的法律体系和统一管理机构，实现所有权、管理权

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创新融资方式和拓宽融资渠道，依托林业部门建立国家公园试点，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以

及科学决策系统等来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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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２０１２．

０　引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形成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①。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要通过建立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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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并将

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作为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自１８７２年，美国建立世界上
第一个国家公园以来，德国、加拿大等国相继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国家公园管理

制度作为有效保护和管理资源的先进模式已被世

界各国广为采用。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国家公园管

理体制，必将对我国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产生巨

大推动作用。

１　国家公园的概念和发展历程
１１　国家公园的概念

１９６９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ＩＵＣＮ）提出了
国家公园的一些定性特征。１９７１年ＩＵＣＮ将这些特
征细化扩展，确定国家公园的认定标准如下：①面
积大于１０００ｈｍ２，优先保护自然；②有专门的法律
保护；③有充足的经费和人员提供有效的保护和管
理；④禁止对资源的开发（包括修筑水坝），开展运
动和钓鱼项目以及建设管理机构和基础设施等需

要获得允许［１］。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国家如

英国和新西兰等设立的国家公园并不完全符合 ＩＵ
ＣＮ认定标准，而一些符合标准的区域却又未划定
为国家公园。

２２　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
１８３５年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认为湖区 （ｔｈｅＬａ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应该是国
家财产，每一个人都有欣赏的权利。１９世纪３０年
代，美国画家乔治·卡特林（ＧｅｏｒｇｅＣａｔｌｉｎ）在他穿
越美国西部的旅行中，深刻认识到对美国本土文化

应该实施保护，“政府应该制定一些保护政策…在

一个大公园…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和野兽，所

有一切处于原生状态，体现了自然的美”［２］。１８７２
年美国国会批准设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

石国家公园（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
家公园。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麦基洛国家公园是

世界上第二个国家公园。１８７９年澳大利亚在悉尼
南部建立了世界上第三个国家公园—皇家国家公

园，随后加拿大１８８５年建立了落基山国家公园，新
西兰１８８７年建立了汤加里罗国家公园，瑞典、刚果

和南非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国家公园。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公园，并认为

建立国家公园是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的良好途径。

至今，全世界已有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９０００
多处国家公园，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运行

模式［３］。

２　世界各国国家公园体系主要模式
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大体上可归纳

为３种模式：即中央集权型—以美国为代表；地方自
治型—以德国为代表；综合管理型—以加拿大为

代表。

２１　中央集权型—以美国为例
１９１６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法》，

批准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ＮＰＳ），该局由内政部
直接管理，并逐步建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７个地
区分局—公园管理处的垂直管理体系。管理局的

宗旨就是保护国家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使其

能为美国子民世代永续享用。目前管理局共监管

４０１个保护单位，总占地面积３３８万ｋｍ２，包括国家
公园、纪念地、战场、军事公园、历史公园、历史地

段、湖边、休闲地、景观河流和景观道以及白宫等，

其中国家公园５９处［４－５］。国家管理局是联邦政府

非盈利机构，约有２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并有２２万
名志愿者，日常开支由联邦政府拨付。国家公园管

理机构向游客提供讲解和教育服务以及一些必须

的基础设施。许多公园收取门票（３～２５美金／周），
门票收入用于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宣传教育。为

了增加游客容量，让更多的游客享受国家公园美

景，国家公园管理局可以授予私人企业特许经营

权，允许这些企业在国家公园内建设一些休闲和度

假设施等。针对国家公园管理的法律体系也十分

完善，立法主体主要是国会，立法全面，有数十部相

关法律，如《特许经营权法》和《公园志愿者法》等，

有大量的规章和行政命令，且每一个国家公园又都

有独立立法，如《黄石公园法》。每４年有新的法律
法规出现。

２２　地方自治型—以德国为例
１９７０年德国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园—东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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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国家公园。至今，德国共有１５个国家公园，
总面积７０多万ｈｍ２，其中多数位于北部地区［６］。根

据德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负责立法层面上的工

作，州政府决定自然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和执行。

１９７６年德国颁布了国家公园管理最重要的法律《联
邦自然保护法》，为各州制定法律提供了框架性规

定。随后该部法律经多次修订。国家公园的目的

是保护生态环境及野生动植物，在不影响环保的情

况下对当地居民进行宣传教育，开发旅游和疗养

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公园的建立由州议会决

定，设立与州林业部门下属林业站平行的独立管理

机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分为三级：州立环境部—

地区国家公园管理办事处—县（市）国家公园管理

办事处。虽然实施地方自治，各州之间、各州与联

邦政府之间联系密切，通过共同研讨建立了统一的

标准和规范。国家公园的日常管理开支纳入州公

共财政统一安排，主要用于工作人员工资、基础设

施建设和其他保护管理费用。国家公园还有两个

资金来源：社会公众捐赠和资源合理利用，主要用

于开展公众宣教活动。公园内通常不设住宿和餐

饮设施，主要依托邻近城镇已有的设施。

２３　综合管理型—以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国家公园是加拿大建立在全国各地保

护不同地域特征的自然空间。在不破坏园内野生

动物栖息地的情况下可以供市民使用。包括国家

公园、国家海洋保护区域和国家地标，现有４４个国
家公园，总面积２０多万ｋｍ２［７－８］。１９１１年加拿大成
立了内务部下属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这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国家公园管理机构。１９３０年加拿大国会通
过了《国家公园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ｓＡｃｔ），规定了国
家公园是全体加拿大人世代接受教育、获得享受和

进行娱乐的地方，应该得到精心的保护和利用。国

家公园的建立必须得到上、下议院的许可，公园的

管理分别要依据国家、省、地区和市四级政府的立

法。加拿大目前有６部与保护国家公园有关的国家
立法。每个国家公园必须依法制定正式的管理规

划，且每隔５年评估一次。国家公园总预算的３／４
来于中央政府拨款。基层国家公园管理局按照成

本价确定宿营地和小木屋价格并收取一定费用，而

另一些项目则通过特许经营权形式由承租人经营。

２４　可借鉴的主要经验
在管理理念上，美国、德国和加拿大都是将国

家公园视为国家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为后世子

孙永续享用是建园的目的，在管理中坚持了“保护

第一”的管理理念。在管理机制上，各国虽然管理

机制不同，但都有明确的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及统

一的管理标准。在法律体系上，各国国家公园的管

理都是以健全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据，都

有国家公园专门的法律，且美国和德国还针对每个

公园独立立法。在资金来源上，各国的资金来源都

有三种方式：政府财政拨款、公园营业收入和社会

捐赠。社会捐赠是国家公园的一大资金来源，同时

也体现这些国家发达的社会公益事业。在公众参

与上，各国都极为重视公众参与公园管理，只是参

与的主体和方式有所不同。在美国，参与管理的主

体有社区居民、政府、非政府机构、旅游者和私人企

业等；加拿大由于一些国家公园与原住民的保留地

重合，非常尊重原住民文化，让原住民积极参与公

园的管理，建立伙伴关系，一些原住民还参与国家

公园的巡视工作；在德国国家公园管理中，社会公

众一般为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３　我国保护地体系的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
３１　我国保护地体系的现状

１９７２年我国台湾通过了《国家公园法》。１９８４
年台湾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即垦丁国家公

园，目前台湾有８处国家公园。２００６年云南省迪庆
州通过地方立法成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２００８年国家林业局同意将云南省列为国家公园建
设试点省。普达措国家公园行政归属为普达措国

家公园管理局，经营管理单位为迪庆州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的《国家公园 基本条件》（ＤＢ５３／Ｔ２９８－２００９）是我
国首个针对国家公园制定的地方标准。２００８年国
家环保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批准建设黑龙江汤旺

河国家公园。同时一些省也设立了一些以国家公

园来命名的公园。此后由于不同行政主管部门之

间未达成一致，国家公园的发展基本停滞。国家公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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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是ＩＵＣＮ所列出的全球６种保护区类型中的第Ⅱ
类，按照ＩＵＣＮ对国家公园的认定标准，实际上我国
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在部门管理体制下产

生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矿山公园、考古遗址公园和

海洋公园等属于保护地的范畴，可以分别对应到

ＩＵＣＮ分类的６种类型中。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由国
家林业局、云南省和 ＩＵＣＮ共同主办的中国大陆第
一次“国家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一定意义

上推动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前进的步伐。

３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２１　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 立法层次偏低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一部与国家公园有关的法

律。目前各种类型的保护地管理的法律依据首先

是《宪法》，其次是人大通过的《森林法》（１９８４年）、
《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９年），《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５年）
和《文物保护法》（２００７年）等，另外就是由国务院
颁布的相关条例和各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管理办

法和规定。如国务院《自然保护区条例》（１９９４
年）、《风景名胜区条例》（２００６年）、国家林业局《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２０１０年）、《国家级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海洋局《海洋特别
保护区管理办法》（２０１０年）、原地矿部《关于建立
地质自然保护区的规定》（１９８７年）及《地质遗迹保
护管理规定》（１９９５年）。这些法律和法规总量不
少，但从立法的层次上来看，对于保护地的法律法

规制定的主体大多是行政主管部门，而不是人大等

立法部门，降低了这些法律法规执行的力度；其次，

从法律法规的内容来看，并没有专门针对国家公园

这一特定类型保护地的法律管理体系，而针对单独

各个公园的法律法规也很少。

３２２　管理理念上过于强调开发利用 忽视保护
按照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

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

但是现实中，许多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对游客开

放，承担了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使

命。我国的许多保护地开展的旅游业还是当地重

要的产业支柱，门票收入成为保护地的主要经营性

收入，因此门票价格都较高。而其他国家的国家公

园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公益性事业，门票免费

或很低。我国保护地的这种“门票经济”违背了资

源的社会公益性特征。如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２０１２年接待游客１０６８万人次，仅门票收入就达
到１１２亿元［９］，约占保护区所在地—布尔津县当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１０。而我国其他类型保护地更
是过于强调开发利用、忽视保护。如风景名胜区主

要按照旅游景点进行管理，将自然和文化遗产当作

商品进行企业化运作，忽视了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出现开发过度、商业化现象严重、景观人工化

过重等。

３２３　管理机制上多重管理 条块分割 管理混乱
在我国现行的管理机制中，不同类型保护地一

般由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如林业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由林业部门主管，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由环保部门管理，风景名胜区

由建设部门管理，地质公园和矿山公园由国土部门

管理，考古遗址公园由文物部门管理等。另外，一

些保护地采用的是属地管理制度，如建设部只对全

国风景名胜区进行监管，直接管理是由地、县级建

设部门。在这种部门和属地多头管理下，出现了条

块分割、权责不明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

３２４　产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不分离或出现角色
错位

由于我国保护地实行部门管理制度，部门之间

缺乏沟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类型保护地区域

交叉或重叠，产权不明晰等问题。如新疆喀纳斯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区域重叠，

云南老君山国家公园与老君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老君山国家地质公园区域交叉。管理和经营角色

不分离，当地政府在成立公园管理机构的同时又成

立了投资公司，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投资和经

营主体。一些保护地的管理部门出现角色错位，如

风景名胜区是由属地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实行的

特许经营大多采取垄断性的、长期的、整体承包的

方式，给被特许经营者创造了最大的盈利空间，忽

视了对遗产资源的保护，造成“以经营取代管理”的

现象。

３２５　社区保护和利用三者未形成共同利益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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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现有保护地中社区居民、保护管理部门和

开发经营单位三者未形成共同利益体。目前划建的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等保护地面积都比

较大，或多或少将集体林地、园地、耕地、草地和住宅

用地划入保护地范围内。而开发经营单位一般是由

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入驻，很少征求当地保护管理部门

和居民的意见。在支付了土地和地上附着物补偿金

等后，开发经营单位实施的开发建设项目只需获得当

地政府准许，极少征求保护管理部门和居民的意见，

影响了决策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不同程

度损害了保护管理部门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挫伤了他

们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

４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议
４１　建立适用于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律体系

首先是应该针对我国国家公园制定一部法律，

在该部法律中要明确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和宗旨、

认定标准、主要功能、管理机构设立、开发经营权转

让以及监测评估等。近期可以考虑建立几处国家

公园作为试点，参考国外现行法律和规范先制定具

体的管理办法，试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试行效

果，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部门意见后进一步完善，

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形成国家公园基本法，各个公

园在此框架下，制定适用于各园的法律，最终建立

一套适于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律体系。

４２　建立独立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我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机制可以借鉴美国等国

家公园的管理经验，建立独立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

机构，不委托地方进行管理。由中央行政部门或其

派出机构直接管理，充分体现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和

社会公益性。建议设立国务院直属国家公园管理

局，下设片区分支机构直接管理各个国家公园管理

委员会。国家公园管理局是国务院的法定代理人，

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为各公

园日常管理机构，负责日常市场、资源和环境管理

等。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也是解决目前存在的

不同类型保护地区域交叉或重叠、产权不明晰的前

提。国家公园日常开支应该以国家投入为主，体现

其全民性和公益性。

４３　依托林业部门主管保护地 推动建立国家公园
试点

目前我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有２１６３处、总
面积１２５亿 ｈｍ２，占国土面积的１３％，还有森林公
园２９４８处、湿地公园７２３多处、沙漠公园１０处［１０］。

这些资源无论从面积还是数量上，都是第一位的，

是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依托。如普达措国家公园

依托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国际重要湿地（属

都湖景区和周边尼汝河上游地区），汤旺河国家公

园依托黑龙江小兴安岭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建立。

林业部门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类

型的保护地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且正是由于林业

部门５０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森林、湿地和荒漠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推动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奠

定了现实基础。

４４　实现所有权 管理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
首先是要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我国

的风景资源属于国有，国家是风景资源所有权的主

体。根据宪法，国务院是国有资源的法定代表，国

家公园管理局可作为国务院法定代理人，代表国家

对国家公园行使统一的产权管理，负责审批国家公

园的设立、规划以及特许经营权转让等。其次是要

实现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家公园管理局主

要负责宏观管理，开发经营单位获得国家公园管理

局转让的特许经营权后，可以按照国家公园管理局

已经通过的规划实施开发建设，并对开发项目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

４５　创新资金筹措方式 拓宽融资渠道
创新资金筹措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是解决资金

严重不足的有效途径。可以借鉴国外的社会捐赠

方式，成立国家公园基金会，倡导非政府组织、企业

和个人对国家公园进行社会捐赠。同时也可以通

过从获得特许经营权的经营单位收取一定管理费

用，用于公园日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４６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形成科学决策体系
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中，首先应该借鉴国外

“保护第一”的管理理念，坚持资源持续利用，保护

资源的真实性、自然性和完整性，这是国家公园的

性质和建立的宗旨所决定的，是具有共性的，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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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国情、体制的差异而改变。政府部门应该广泛采

纳专家学者的意见，制定有关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的标准和规范等。同时当地居民既是国家公

园经营利益的分享者，也是国家公园的服务者，要

吸收当地居民参与规划和经营决策等，使当地居民

有表达意愿的机会和途径，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

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与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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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的限制，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其办案期限没有

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程序基本合法。虽然本案被告的办案

期限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违法，但是一个野生动物的

行政处罚案件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确实谈不上效

率。所以本案法院的判决书中提了一条司法建议：

被告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注意提高工作效率，及时

办理案件，避免出现久拖不决的现象，保护行政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处罚法》未就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

罚案件的期限作出规定，但从行政处罚程序应追求

的二个基本目的：一是保障被处罚人及利害关系人

的合法权益；二是行政效率［５］。所以，效率原则是

行政处罚程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为了使行政处罚

有效和使违法者受到及时惩处与教育，在行政处罚

过程中应以表现迅速、及时等为内容的效率为原

则。效率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主要通过时效制

度、简易程序制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

利即丧失其权利等予以体现。同时，行政处罚程序

的效率原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

法权利。因为涉嫌行政违法的行政处罚案件一旦

立案，表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建立了行政法律

关系，如果案件久拖不决，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一直

会使行政相对人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对行政相对人

很不利；不仅如此，由于案件正处于处理状态，行政

相对人的救济权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无法行

使；另外，案件久拖不决，也容易丧失行政机关的公

信力。所以，为了保障行政处罚程序的效率性原

则，一是增补《行政处罚法》关于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期限的规定势在必行；二是修订《林业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的办案期限，建议一个月内办理不了的，经

行政负责人批准延长一个月至两个月；两个月办理

不了的，经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再延长

两个月；因特殊情况４个月内办理不了的，经省级野
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延长。有明确的期限规

定，才能实质性提高行政机关的办案效率，切实保

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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