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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成立
它和国家公园有何不同？

4月18 日上午，我国首
个国家植物园正式

揭牌成立。 国家植物园的设立标
志着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进
入新阶段， 代表了国家植物迁地
保护的最高水平。

国家植物园计划重点收集三
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
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植物
及珍稀濒危植物 3 万种以上，收藏
五大洲代表性植物标本 500 万份，
建成 20 个特色专类园、7 个系统
进化植物展示区和 1 个原生植物
保育区。把国家植物园建设成为我
国及世界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展示
的重要基地，植物收集和展示水平
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

国家植物园如何
对植物进行迁地保护？

迁地保护指的是把生存和
繁衍受到严重威胁的物种迁出
原地，移入特定地区进行特殊保
护和管理的措施。 中国植物学会
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科普
作者“植物人”史军表示，迁地保
护实际上是研究的起点和保障，
它保住了植物的“香火”。

许多珍稀植物面临的威胁已
不仅仅是盗采盗挖和滥采滥伐，
更大的威胁来自栖息地的破坏和
丧失， 而且这种威胁往往是多方
面因素造成的。比如地震、山体滑
坡后导致的堰塞湖会造成区域性
的淹没， 给这片地区的植物带来
毁灭性打击； 再如工程设施的修
建会改变某些区域的生态环境，
或许会令习惯于这片生境的植物
无法生存。这时，迁地保护就能够
让这些植物重新“活”下去，更能
让它们的基因得到很好的延续。

史军坦言，每种植物都对生
存环境有着特定的要求，仅仅是
想要弄清楚植物的需求就已非
易事，更别提“满足”植物的需求
了。 因此，迁地保护工作需要漫
长的过程， 需要逐步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

目前，国家植物园中已有水
杉、杜仲树，春兰、剑兰、墨兰等
重点保护植物入驻。

国家植物园和国家公园
在功能上有何不同？

比起国家植物园，国家公园
可能更为人所熟知。 2021 年，我

国正式设立三江源、 大熊猫、东
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五个国家公园。 史军介绍，国家
公园也是以植物保护为重点，但
它更主要的职责是对公众进行
科普宣传，并提供旅游功能。

而国家植物园是在科普宣传
的基础上， 将科学研究作为工作
的核心，兼具了种子资源保存、基
因样本保存等功能。史军表示，研
究植物看似是无用之学， 但实际
上是在为人类的未来储备知识。
当年孟德尔研究豌豆时也有人认

为其无用， 但它却开辟了现代遗
传学的道路， 从杂交水稻培育再
到婚检遗传病筛查， 遗传学这门
科学已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
研究植物也是一样的，或许，当人
类移居火星那天到来时， 恰恰就
需要一种适合栽种的作物， 而现
在的研究就是基础。

我国还有哪些
有代表性的植物园？

我国建有近 200 个各级各

类植物园，且各具当地特色。 武
汉植物园以水生植物见长，每年
的“赏荷季”从夏天美到秋天。 中
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内保存了 13000 多个物种，是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万种植物园”
之一。 南部省份的厦门园林植物
园、华南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
园也都各有千秋。 而长江流域的
南京植物园、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上海植物园等园林面积较大，对
于喜欢看大型植物园的朋友来
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型植物园有些眼花
缭乱，各地的专类园也是很好的
选择。 如沈阳树木园就收集了东
北典型的成林植物，新疆的荒漠
植物园收集了有代表性的荒漠
植物，海南的兴隆植物园引种了
可可、咖啡等热带经济作物。 它
们虽不比大型植物园风光旖旎，
但也独具匠心。

根据未来规划，我国还将在
广州等地建设区域性国家植物
园，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
设，同时，与世界各国的植物园
和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搭建
国际综合交流分享合作平台。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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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消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司、宣传中心和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绿色时
报社联合开展的 2021 年中国野
生动植物保护十件大事日前评
选揭晓。

这十件大事是：亚洲象北移
南归赢得广泛赞誉；调整发布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国
家植物园正式批复设立；首次成
功实现野生东北虎放归自然；解
决野猪致害试点工作取得成效；
妥善解决鹦鹉、蛇类等养殖出路
问题；大熊猫保护繁育及国际合
作成效显著；中国加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40 周年；野生动物疫病

监测预警不断强化；全国持续开
展“爱鸟周”活动 40 年。

野生动物广受关注

2021 年，云南亚洲象群北上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

国家林草局第一时间派出
专家组，并成立由分管局领导为
组长的北移大象处置工作指导
组， 始终蹲守第一线指导工作，
会同云南省按照“柔性干预，诱
导南返，把握节奏”的原则，及时
组织国内外专家研判象群行进
趋势， 加强科普宣传和正面引
导，成功引导北移象群全部返回
适宜栖息地，象群迂回活动 1400
多公里未发生人象伤亡事件，并

指导督促云南省对象群沿途肇
事损失申报案件 1634 件予以全
部赔付。 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3000 家以上媒体进行了
报道，社交平台点击量超过 110
亿次，向全世界生动、翔实地讲
述了保护亚洲象、 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赢得广
泛赞誉。

这一事件促进了进一步保
护管理的行动，如成立亚洲象保
护专家委员会，统筹开展亚洲象
及其栖息地调查与监测、种群结
构与遗传特性、 人象冲突机制、
栖息地容纳量等基础研究项目。

除此之外，2021 年， 野生东
北虎、野猪等野生动物闯入人类
居住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因
网络传播多次成为人们茶余饭
后的谈资。

疫时的野生动植物保护

最近几年，野生动植物保护
的进展，也与疫情下社会对相关
话题的侧重关注息息相关。 2020
年初，疫情暴发之始，对于食用
野生动物之罪和呼吁修订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讨论就甚嚣尘上。

2021 年，我国相继调整发布
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野生植物名录，它们的出台有利
于拯救濒危野生动植物，维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是我国积
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的重要举措。
同时，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

动物疫病的监测和预警。 2021
年，全国各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站累计上报日报告 15 万余
份，妥善处理了 400 多起异常情
况，有效阻断疫病扩散传播。 印
发《2021 年重点野生动物疫病主
动监测预警实施方案》， 在全国
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生物安全
高风险区组织开展禽流感、非洲
猪瘟等重点野生动物疫病主动
监测预警，共采集野鸟、野猪等
野生动物样品 32479 份，对禽流
感、禽副黏病毒、非洲猪瘟等重
点疫病进行主动预警监测。 经实
验室病毒分离鉴定， 共分离到
H1N1、H4N6、H11N9 等亚型禽
流感病毒 47 株、副黏病毒 3 株，
初步掌握我国野生动物重点疫
病流行病学动态，为有序高效开
展野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奠定
了科学基础。

加入 CITES 四十周年

2021 年是我国加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40 周年。

40 年来，我国坚定履行公约
义务，积极推进履约行动，履约
成效瞩目。 目前，我国建立了以
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
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
理条例为主体的履约立法体系，

在 CITES 秘书处组织的履约国
内立法评估中被评为最高等级。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履约管理
和执法体制机制，建立了较为高
效的监管体系，在实施国际贸易
监管以及参加全球联合打击行
动中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同
时，采取对进口 CITES 附录 II、I－
II 所列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实施
进出口证明书制度，对食用陆生
野生动物和以食用为目的猎捕、
交易和运输陆生野生动物予以
严格禁止，对商业性进口和国内
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持续实
施严格禁止措施等， 采取比
CITES 更为严厉的举措。 建立部
际联席执法协调机制，强化执法
监管，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组织
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相关企业
成立互联网联盟，共同打击非法
野生动植物贸易。

此外，我国还积极利用“世
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重
要节点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不断
增强公众履行公约和保护野生
动植物的意识。 深度参与国际规
则制定，多次当选 CITES 常委会
亚洲区域代表、植物委员会委员
或候补委员， 代表亚洲国家发
声。 目前，我国与 18 个国家和 11
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支
持有关国家加强履约能力建设，
多次获得 CITES 秘书长表彰证
书、 克拉克·巴文奖以及联合国
环境署亚洲环境执法奖等。

国家林草局公布
2021年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十件大事

2021 年 6 月 20 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境内拍摄
的亚洲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