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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媒体行”采访团进入三江源地区以来，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成就
得到媒体记者高度关注。采访期间，采访团记者分别对话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长江源园区、澜
沧江源园区相关领导。

为三江源区生态保护点个大大的赞
本报记者 祁宗珠 郑思哲

《重庆晚报》廖平：目前澜沧江源园
区的植被及野生动物种群分布情况如
何？

尼尕：澜沧江源园区以江源高原峡
谷为主，高寒森林、灌丛、草原、草甸镶
嵌分布，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旗舰
物种雪豹的密集分布区。园区有野生
脊椎动物 78 种，鸟类 22 种、兽类 40 种、
鱼类 10种、两栖爬行类 6种，藏羚羊、野
牦牛、藏野驴、盘羊、岩羊、白唇鹿、马
鹿、麝、棕熊、狼、雕、鵟、藏马鸡等受保
护野生动物和裸腹叶须鱼、前腹裸裂尻
鱼等土著鱼类相对丰富。植物资源主
要有大果圆柏、高山柳、金露梅等乔灌
木和草本植物，中藏药材资源丰富。

《大河报》丁丰林：杂多县昂赛乡被
称为雪豹之乡，目前我们如何监测雪豹
活动、栖息等情况？目前监测到的雪豹
数量是多少？

尼尕：杂多县人民政府、澜沧江源
园区管委会与北大山水合作，持续开展
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规划生态监
测区域，培训了 64 名牧民监测员，通过
布设 100 部红外线相机监测，捕捉有效
照片 25万张。2017年 3月，北京大学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确认，澜沧江源园区扎
青乡地青村和昂赛乡年都、热青村红外
线监测方圆 20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有 46 只雪豹、5 只金钱豹，仅年都村红
外监测范围内就发现雪豹 24 只、金钱
豹 5 只；全球首次记录到雪豹交配影
像，首次证明在青藏高原东部金钱豹和
雪豹栖息地重叠，首次证明金钱豹实现
种群的本地繁衍，证明澜沧江源地区是
中国顶级食肉动物群落最丰富的区域
之一。

《南方都市报》陈伟斌：我们是如何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

尼尕：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从教育
群众开展垃圾分类入手，在居民点和公
路沿线修建垃圾分类收集站，既减少垃
圾的运处量，又提高资源的再生利用。
昂赛乡在沿澜沧江和杂昂公路设立了路
长、河长制，沿途环境和面貌得以有效改
观。从 2015年试点至今，澜沧江源园区
在处理垃圾方面走出了一条由政府主
导，学校、社区、企业共同参与的“1+N”
垃圾处理模式，目前，这一模式正在向长
江源园区以及黄河源园区推广。

此外，澜沧江是一条流经南亚五个
国家的国际河流，这几年，澜沧江源头
的治理工作也引起了流域国家的高度
关注，为此，澜沧江源园区通过承办“澜
沧江-湄公河流域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源
头溯源”活动，向流域国家介绍澜沧江
源园区生态治理及生态富民经验，获得
了流域五国的好评。

《新民晚报》姜燕：我们是如何将精
准扶贫融入到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建设当中的？

罗松战德：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的重要环节，是造福源头民众的重大民
生措施。我们坚持将生态管护公益岗
位设置与扶贫攻坚、精准脱贫相结合，
科学缜密、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管护公
益岗位机制试点工作。

《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吴昌华：
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是如何具体地与
当地的精准扶贫相结合的？

罗松战德：我们率先从曲麻莱县
曲麻河乡多秀村、治多县索加乡君曲
村、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 3 个试点村
做起，坚持生态管护岗位设置与精准

识别贫困户台账对接，严格生态管护
岗位申请、公示、聘用、合同签订程序，
确定 3 个试点村共新设置生态管护员
338 名，其中曲麻莱县多秀村 77 名、治
多县君曲村 190 名、杂多县年都村 71
名。其次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去年 8 月
1 日省委省政府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专题会议精神，先从园区内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入手，设立生态管护公
益岗位，严格按照省扶贫局精准扶贫
户数设置园区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共
新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4077 名（其
中 曲 麻 莱 631 名 、治 多 1155 名 、杂 多
2291 名），共下达管护经费 2138.4 万元
（其中曲麻莱 337.4 万元、治多县 630 万
元、杂多 1171 万元）。各县已完成新设
置管护员的岗位公示、聘用合同签订、

管护档案建立、网格化管护等工作，所
有管护员已于去年 9 月 1 日上岗，按月
发放管护员报酬。

《浙江日报》刘子瑜：长江源（可可
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与长江
沿线兄弟省份都开展过哪些合作？

罗松战德：治多县举办了三江源国
家公园长江源“水文化节”，开展了以

“同饮长江水·共护母亲河”为主题的治
多上海大联谊盛会；曲麻莱县、杂多县
也举办了类似的环保活动。这些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加大了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宣传力度，提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社会知名度。并尝试树立起三江源头
与上下游共建的理念，对探索建立沿长
江、黄河、澜沧江各省份共建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和机制意义重大。

《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记者吴岸彪：近
年来黄河源园区生态环境有何变化？

利加：黄河源园区位于黄河源头，海拔在
4200 米以上，这里的国家公园建设工作主要是
围绕扎陵湖-鄂陵湖至星宿海一带的高原湖泊、
沼泽、湿地以及高寒草场的保护开展的。自
2003 年开始，三江源一期、二期工程先后展开，
黄河源园区内的冰川雪山、高海拔湖泊湿地、高
寒草甸、沙化地以及水土流失区域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改变，生态保护工作有序推进。

甘学斌：近年来，相关科学调查结果显示，
境内湖泊数由 4077 个增加到了 5050 个，最大的
姊妹湖——扎陵湖、鄂陵湖的水域面积增加了
192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由 2005 年的 4276 平方
公里增加到了现在的 6111 平方公里，占到了全
县总面积的 20%以上。

《山西晚报》记者辛戈：黄河源园区生态管
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甘学斌：黄河源园区的生态管护工作主要
是通过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二期工程
和矿区恢复治理工程，先后实施了退牧还草、沙
漠化防治、鼠害防治、湿地保护、封山育林、黑土
滩治理、封湖禁渔等一批生态重大修复项目，全
县生态系统宏观结构局部改善，草地退化趋势
初步遏制，呈现出“水资源量增加、草地覆盖度
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群众收入增加”的良好
态势。

基层的生态管护工作是由生态公益管护员
来完成的。玛多县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置由最
初的 446 名增加到现在的 1684 名，工资标准由
每人每月 1400 元提高到 1800 元。加上已经落
实的新一轮草原奖补资金，禁牧区标准由每亩 3
元提高到 4.1 元，草畜平衡奖励由每亩 1.5 元提
高到 2.5元。牧民群众在参与生态保护、国家公
园建设中获得实惠，同时也激励了群众保护建
设好生态玛多的积极性。

《半岛晨报》记者王博文：黄河源园区生态
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利加：如何使园区内的牧民参与国家公园
的保护与管理，并从中受益，是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一个重要挑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玛多县
积极组织牧民参与唐卡制作、藏服加工、种植养
殖等后续产业的同时，让生态移民“退得下、稳
得住、不反弹、能致富”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变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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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媒体行

●8 月 21 日晚，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
源园区管委会主任利加，管委会专职副书
记、专职副主任甘学斌就“黄河源生态环境
变化”“黄河源生态保护面临的挑战”“黄河
源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8月22日下午，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媒体行采
访团到达玉树州玉树市，在这里，来自《新民晚报》

《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浙江日报》等长江沿岸的
媒体，在通天河畔就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可可西
里）园区的相关情况，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
综合部主任罗松战德展开对话。

●8月23日，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媒体行采访
团到达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在这里，他
们见识到了澜沧江源园区野生动物种群的多样性，
也对杂多县的环保垃圾处理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对话单位：《陕西日报》《三秦都
市报》《山西晚报》《半岛晨报》

对话人物：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
源园区管委会主任 利加

管委会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主
任 甘学斌

对话单位：《新民晚报》《湖北日报》《楚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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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
区综合部主任 罗松战德

对话单位：《重庆晚报》《大河报》《南方都市报》
对话人物：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管委

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 尼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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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大峡谷。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何耀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