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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物种稳定恢复

凌晨 4 点，天还没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监测队队员王进强已经穿戴整
齐，背起10多公斤重的装备和口粮，他与另外3名
团队成员穿过缭绕山间的晨雾，一同向霸王岭长臂
猿核心保护区进发。

有人说，来10次海南霸王岭核心保护区，能见
到一次长臂猿就算运气好。王进强大手一挥：“那是
过去，现在要比之前见得多！”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
栖息地。55岁的王进强是霸王岭分局监测队的首批
队员。每个月他都要和其他队员在核心区住上至少
5天，每天通常凌晨4点起床，天亮之前就得赶到监
听点，监测、统计长臂猿种群数量，记录其生活习
性等信息并拍摄照片和视频。新发现的其中一只属
于D群的婴猿，发现者正是王进强团队。

“海南长臂猿对生存环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只
有在健康程度较好的原始雨林中才能生存。”王进强
告诉记者，作为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海南长
臂猿曾广泛分布于岛上的热带雨林中，但近代以来
热带雨林人为破坏严重，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20
世纪70年代已不到10只，只在霸王岭片区的斧头岭
等局部区域活动，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近些年，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环境逐渐恢复，王
进强和团队成员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自“天保行
动”开展以来，护林员和监测员开始大面积种植海
南长臂猿喜食的乡土树种。据王进强介绍，仅去年
7月下旬至今，他们就已种植树苗超过 1万株。“在
监测过程中，我们通过食物残渣追踪到海南长臂猿
踪迹的情况比以前多了不少，这一方面说明食物充
足，另一方面表明它们的活动范围在扩大。”

在加强日常监测巡护、恢复栖息地自然环境的
同时，海南还整合各方力量，以科研助力长臂猿保
护。自从开展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工作开展以来，
海南将长臂猿等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列入省政府工
作报告，依托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设立了国家林草局
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组建海南长臂猿保护国家
长期科研基地，建立起一套保护研究的长效机制。

据海南省林业部门统计，2003年第一次开展海
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大调查时，海南长臂猿只有
2群 13只；2013年上升到 3群 23只；2020年继续上
升至5群33只；如今再添两只婴猿。海南国家公园
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种群数量稳定增长，表明
海南长臂猿繁殖状况良好，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在
稳步改善，海南热带雨林等自然生态空间得到修复
和扩大。不久之前，在法国马赛举办的第七届世界
自然保护大会上，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恢复的

“中国案例”在会议现场作为重大成果进行展示。

体制机制有特色

一只野生猕猴从枝头一跃而下，体型健硕的野
猪跑起来摇头晃脑，还有松鼠、小爪水獭和各种鸟
儿也纷纷亮相……几天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吊罗山分局工作人员邢金宝和往常一样，打
开该片区的“电子围栏”，实时监控平台导出海量照
片，霎时间拼凑成一幅生机盎然的“雨林百兽图”。
这得益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智慧雨林”项目
建设。

雨林片区于海南岛中部山区，规划总面积4400
余平方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 1/7，涵盖五
指山、鹦哥岭、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
多个自然保护区。统筹建设国家公园，海南怎么做？

“试点两年来，海南从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
机制、健全支撑保障、强化监督管理四个方面，积
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模式，全力推进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局长黄金城说。

2021 年 9 月，历时近一年的 《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核算研究报告》
正式通过了专家组验收，并对外正式公布。通过科
学的测算，海南热带雨林估值为2047亿元，单位面
积GEP为0.46亿元每平方公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也成为了中国首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

“所谓 GEP 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人们熟知
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 一样，都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评价标准体系。GEP这个新标准是对旧模式的完
善，折射出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认知层次的提升。
为了保护好海南独一无二的热带雨林资源，必须握
好衡量‘生态产品’价值的标尺。”海南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院长杨众养介绍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升级
完善。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分局两级管理体
制，市县派驻国家公园管理局执法大队、森林公安
双重执法机制；建立部省、省市县协同管理机制，
印发试点方案和总体规划，出台10多项制度、办法
和规范，将国家公园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构建起
覆盖试点区的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卫星样地+随
机样地+公里网格样地”四位一体的热带雨林生物
多样性系统……

随着管理体制的理顺，海南省着手开始对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各类已有开发项目进行排查

和清退。至去年底，海南已出台和编制完成 《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矿业退出工作方案》《海南省小
水电站清理整治方案》 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范围内现有开发项目对生态影响的复核评估报告》。
现已落实了国家公园范围内需退出的 9 座小水电站
补偿资金。

把空间“退还”雨林

“拿起猎枪打猴子，放火烧山种稻子，砍下大树
换票子。”这是山里人以前常说的顺口溜。符惠全在
海南省白沙县南开乡长大，2011年，22岁的他从部
队退伍，父亲说：“回家吧，我们一起护着家里的山
山水水。”就这样，符惠全回到了南开乡，成为鹦哥
岭保护区南开管理站的一名护林员。

11年来，上山巡护、下乡科普，风雨无阻。现
在最让符惠全高兴的是，随着规范管理、转变发展
方式和长期的科普宣教，本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不断
提升，保护雨林的本土力量不断壮大。目前，鹦哥
岭共有村民巡护员 490人，分别来自 10个乡镇，39
个村委会，他们中不乏老猎手、伐木工。

从过度开采破坏到主动参与保护，如今，居民
们还将曾经侵占的空间“退还”给雨林。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高峰村风景秀美，50多
栋联排房干净整洁，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菌菇种植
产业红红火火。而就在两年前，这个深处鹦哥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村落，还是深度贫困村。

2019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印发 《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生态搬迁方案》，开展处于主要江河源头等
核心保护区的生态搬迁。高峰村整村搬迁，每户在
新村分得 1 套 115 平方米的房子和人均 10 亩的橡胶
地，原址将恢复自然生态。

2020年底，高峰老村118户498人全部搬出，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管辖下的核
心保护区生态搬迁工作基本完成。而至今年年底，
热带雨林核心区全部 470户 1885人生态搬迁将全部
完成。

白沙县县委书记邓伟强说，通过国有土地和集
体土地置换、安置就业等方式实施生态搬迁，热带
雨林核心保护区的老村从过去不通路、不通电的黎
族贫困村，转变为山外重建后带有黎族建筑风貌的
美丽乡村，百姓生活有改善、生产有保障、享受公
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搬得出、住得下、能
致富的生态目标。

搬出大山，村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野生

动植物也有了更多生存栖息的空间。据统计，仅
2019年至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便有9个
植物新种、5个动物新种、5个大型真菌新种被发现。

“下一步海南将继续加强热带雨林整体保护，整
合海南中部尖峰岭、霸王岭等20个自然保护地，把
保护区之间的生态廊道连接起来，纳入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范围，解决保护区割裂出现的保护空白
问题，为野生动物繁衍提供更加完整的空间。”黄金
城说。

最强优势与最大本钱
赵 鹏 孙海天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什么在建设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时，要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呢？

“没有生态，就没有自贸港。”这在海南已成为
共识。海南蓝天碧水，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
份，却拥有我国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
雨林。去年 10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数据显示，公园总面积4400余平方公里，约占
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全国热带雨林总量的近1/3；
分布有 3500 多种植物、600 多种有脊椎动物，是全
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的唯一分布地。国
际环保组织认定这里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
之一，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达 6.28，与巴西亚马逊
雨林相当。作为全国第四个生态文明示范省，海南
有责任用自贸港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

近年来，海南坚守生态底线、攻坚生态难点、
创新生态发展，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首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全部“清零”，率先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制度……按照计划，2035年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和资
源利用效率要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
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当
前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突出，海南用自贸港的建设、用
生态文明建设、用“最强优势与最大本钱”，向世界传
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方案。

窗外，春意融融。屋内，气氛热烈。宁夏
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台学校的多媒体
美术课堂上，学生们不时传来阵阵惊叹声。一
朵“云”、一根网线、一块屏幕，让乡村的孩子
第一次看到了千里之外热带雨林的直播投影。

直播背后，是国家 （中卫） 新型互联网交
换中心机柜里闪烁的信号，网络在此联通，数
据也在此交汇。在中卫，“云”的出现，促使各
个领域打破了壁垒，智慧政务、智慧环保、智
慧农业等已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

近年来，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度加快，
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增长，数据存储、计算、传
输、应用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东数西算”工程
正式全面启动，全国算力一张网，宁夏也正在数
字经济的发展赛道上创造着新优势。

换道超车

驱车行驶在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云大道
上，一座座银白色的数据运行厂房鳞次栉比，
绵延数公里。恰好一片云在西部云基地上空，
同行的记者打趣道：“你看，中卫云。”

对于中卫市这样两面被腾格里沙漠包围的
西部城市来说，发展可谓一直是个难题。2013
年，中卫与北京中关村牵手，采用“前店后
厂”模式，规划建设了西部云基地，通过发展
云计算产业，“点沙成金”，走出一条经济转型
的创新之路。

这里年平均气温8.8摄氏度，适宜发展全自
然风冷。同时，这里清洁能源占比 90%以上，
水和天然气价格相对低廉，是光纤网络的最佳
选择地。

“中卫给‘云’造个好‘家’，企业愿意落地这里。”中卫市云计算
和大数据发展局负责人李彬说。在西部云基地园区内，数座高压电塔
和110千伏变电站在平地矗立而起；而在园区内看不见的地下，信息通
道已被接连铺设。

走进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一排排机柜站列整齐，密密
麻麻的排线收束在一起，向外延伸，通向几千公里之外的节点城市。

“要想富，先修路。同样的道理，大数据产业想发展，首先就要修
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中国联通中卫分公司总经理陈志鹏介绍，西部云
基地园区刚开建时，中卫与北京、西安、太原等直连的4×100G信息通道
就被接连铺设。“枢纽节点之间互通，能够让数据流通速度更快，延迟更
低。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在中卫网上秒杀购物、抢红包会更加容易。”

“另起炉灶，换道超车。”中卫市委书记张利道出这座年轻城市发
展的“密钥”，“除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我们更强调的是包括建设成
本、网络成本、维护成本、服务效率等在内的综合成本优势。除此之外，
还要依靠市场机制，就是政府搭建平台，提供最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服务
保障。只有这样才具有持续性。”

目前，西部云基地已成为亚马逊 AWS、奇虎、美团等 200余家高
技术企业的创新腹地。建成包括美利云在内的6个大型数据中心，服务
器装机能力达到60万台。

政府搭台

全国头部公司入驻中卫，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企业的发展方向。
2014年，西部云基地开建之际，中卫本土企业美利纸业转型云计

算领域，成立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陈金
兴坦言：“现在服务器已经全部租用出去，云产业的营收已经占到集团
总体营收的80%。”

走进美利云的厂房，一排排服务器机柜摆得满满当当，机器风扇
的轰鸣中，运营总监李辉提高了音量，“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也积累
起经验，从单纯地卖机柜，逐步升级到提供运维技术、服务制度。”

2019 年 9 月，中卫市出台 《关于加快建设“云天中卫”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着力培育新产业和新业态。借此“东风”，更多
加入转型大潮的本土企业积累起技术，走上了追求高附加值的发展之
路，逐渐培养出一批本土人才队伍。

见到美利云中卫数据中心运维负责人潘玉亮时，他正穿过一排排
支架，仔细检查，确保每一台机器都在正常运行。

“从来没想到我会干这一行。”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早些年在石
油领域工作，负责电子仪表的调试。初入大数据行业时，潘玉亮有些
手足无措，“云计算对水、电、网、热的要求非常严苛，需要精细调试
每一个设备参数。”

没有业务带头人，公司就从一线城市高薪请来工程师，潘玉亮跟
在后面慢慢摸索，经过几年学习，他已经成为公司的技术带头人。“刚
开始基本上全是外地专家，现在，我们中卫本地的工作人员也成长起
来，逐渐拉起一支本土化的运营团队。”

“中卫云数据中心的建设，需要大量维护、运营、处理分析等多方
面人才，这也客观上为宁夏引入、培养高端人才等提供岗位机遇。”中国
联通中卫云数据中心总经理殷晓辉介绍，中国联通中卫云数据中心现有
员工近50人，其中中卫本地人超过90%。

西部云基地经过7年的发展，不仅使中卫市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与绿
色发展之路，还延伸了大数据产业链、丰富了产业生态。截至目前，
中卫市信息产业每年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0.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33%，带动解决就
业3500人以上。

未来已来

“云”能做什么，在中卫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普通
人也能给出自己的答案。

“有了‘云’，清扫更加精准了。”在中卫的街头，保洁员正在清扫
着路面，打开手机 APP，自己的行动轨迹和负责片区在地图上清晰可
见。如今，通过搭建“环卫云”大数据平台，中卫市环保队将746万平
方米的城区保洁面积细化为238个责任片区，精准划片后，保洁员的清
扫范围更明确。

“有了‘云’，就有了更多想象空间。”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台学校教
室里，美术老师正在用直播图像教学生们画云朵。屏幕上，热带雨林
在千里之外，却又近在咫尺。

“未来还能用‘云’做什么？”老师问。“想要身边有一个老师给我
辅导作业”“想要把书存在脑袋里”……40多个孩子坐在教室，用自己
的画笔“倾诉”出心中的“云”。

智慧政务、智慧环保、智慧农业、智慧消防、智慧教育……未来
已来，越来越多的民生工程正在接入中卫的网络云系统，也正在惠及
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
长三角、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我国“东数西
算”项目拉开序幕。中卫成为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城市之一。推动算
力建设，不仅将有效激发宁夏数据要素创新活力，更可以加快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
撑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美的风景就在眼前。中卫将大力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抢
抓‘东数西算’机遇，高水平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宁夏枢纽，争
做西部数字经济领跑者。”中卫市委书记张利表示。

国家公园建设的“海南样本”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能给世人
带来惊喜。

3 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发布消
息：研究人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发现8个大型真菌新物种。

1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对新增两只海南长臂猿婴猿征名活动结
果进行公示，2名婴猿分别得名“猿海”
和“猿南”。再添新丁后，海南长臂猿种
群数量已恢复至35只。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分布
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

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我国乃至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加大
保护力度、创新保护机制，近年来，随
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深入开展，
这片雨林绘就出一幅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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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母山分局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巡护黎母山分局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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