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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我国西藏自治区落实主体功能区大战略、走绿色发展之路的科学抉择。通过对西藏发

展新动能转换、中央对西藏的发展定位以及人类消费需求增长趋势的分析，阐释了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符合西藏可
持续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提出了把保护传承和改善优化自然与人文生态系统放在国家公园群建设的优先地位、作为
国家主导的西藏富民兴藏和造福全人类的重要抓手，以及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的科学发展模式。
借鉴国内外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和研究选题，形成了西藏国家公园群建设的研究框架，确定了以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
设规划方案为核心，规划前向开展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自然资源和人文遗产价值、旅游环境容量和山水林田湖系统提升
潜力的基础研究，规划后向开展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资源监测技术与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开发，为把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
成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国家公园群提供系统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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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西藏落实主体功能区大战略、走绿色发展之路的科学抉择
西藏阿里神山圣湖（樊杰摄）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成为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体系的主要指向。若生态效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严格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不同类型功能区难以实现统

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一，就难以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

这为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按照未调

西藏不仅自然生态系统价值独特，而且人文生态

整的全国和西藏主体功能区规划，西藏约有 72.30% 的

系统也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如何在保护西藏自然和

土地面积被定位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国重点生态功

人文生态系统中谋求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

能区比重最高的省区之一。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面临的

社会与环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西藏发展

最大难点问题之一，就是以人均收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

抉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事关我国优化国土空间开

在不同功能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2016 年，全国

发保护格局的重大战略，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进

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即重点城镇化地区）与重点生态功

程 [1-4]。 2017 年8 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能的限制开发区之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为 1.63 : 1，全

组第三十八次会议明确指出：“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

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72 : 1；而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比达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

到 2.99 : 1。如何提升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民生活水平，

祝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贺信中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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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扎达土林（陈东摄）

“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

智能化条件下国家公园现代化建设和管理运行新模式具

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西

有全球示范意义。

藏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指示要求的具体行动，是
西藏落实主体功能区大战略、走绿色发展之路的科学抉

1.1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符合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律

1.1.1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将成为推动西藏跨上第三个发展

台阶的新动能

择。

1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战略思考

1959 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始于“八五”时期的“一江两河”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依托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和

重点农牧业基地开发为代表的现代农牧业建设，使西藏

人文景观，由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曲色林错、阿里札达

迈上了第一个发展台阶，彻底改变了农副产品生产和供

土林、青海三江源以及珠穆朗玛峰、羌塘无人区等为主

给的状态，显著提升了西藏人民的初级生活水平 [8-10] 。

体，结合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一系列国家公园所组成的全

同 1990 年相比， 2005 年增幅最大的农副产品依次为：

球集中度最高、覆盖地域最广、品质上乘、特色鲜明的

花生（增长 1 300% ，下同）、青饲料（ 448% ）、蔬菜

公园群[5-7]。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青藏高原在大尺

（ 408% ）、油菜籽（ 267% ）、水果（ 103% ），稻谷、

度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是实现第三极地区

小麦和青稞等主要农作物的增长率也达到 55%—66%。第

重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根本途

二个阶段是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近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推

径。同时，研究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的科学方案，对

进的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使西藏迈上了第二个发

探索生态敏感地区绿色发展规律、开发合理环境容量测

展台阶，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比重显著提升，城镇化

算方法与生态修复提升发展潜力工程技术、探索大数据

率从 2006 年的 21.13%，增长到 2015 年的 27.74%，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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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藏城镇化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状态，西藏人民实现

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

了与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有望同步实现第一个

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

百年奋斗目标。

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①。这一科学决断和决策部署，为西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谋划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藏雪域高原绘就了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第三极国家公

标，特别是探索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富有竞争力的现

园群建设是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直接举措，是生态安

代化建设路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人民在党的十九大

全屏障建设和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有助

后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新的发展阶段呼唤

于国家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的建设，符合中央

新的发展模式，在守住生态红线、建设生态安全屏障

对西藏发展的战略定位。

的前提下，科学谋划全域旅游将成为西藏下一步提升的

1.1.3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适应人类发展不断增长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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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针对人口分布相对稀少、农牧业发展条件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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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生态景观价值突出的广大区域，采用建设第三极

2006 年青藏铁路开通后，西藏旅游业得到快速发

国家公园群的方式进行保护中的利用，是西藏全域旅游

展 , 短短 6 年时间旅游总人数就从 2006 年的 92.9 万人次

的“重头戏”，是助推西藏跨上第三个发展阶段的新动

增至 2012 年的 1 058.4 万人次，增长了10.4 倍；西藏年旅

能。可将西藏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作为战略储备资源，

游人次与当地常住人口之比远超出我国东部地区，达到

待到新技术新工艺能够实现对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最小

352.4%。此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而且自驾游等新的旅游

扰动时进行合理开发，将成为未来西藏经济地位再次得

业态发展迅速、国际游客潜在需求极其旺盛。这种趋势是

到提升、步入第四个发展阶段的新契机（图 1）。

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人们生活步入富裕阶段，收

先进农
业发展
阶段

非农和
城镇化
阶段

绿色发
展阶段

全面实
现现代
化阶段

入的增量中用于旅游、观光、体验等大旅游的支出额所占

国家公园群

战略资源
开发

的高品质旅游资源供给的增值。而生态化旅游、学习性旅

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

比重呈持续增加的态势。这种需求的增长，必然拉动有限

游和高端旅游的发展将不断促进旅游业成为绿色发展的重
要领域。因此，西藏尽快提出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的科

"一江两河"
农牧业基地

学策划方案，对于规范现状旅游业向生态化发展、引领和
打造学习性和高端旅游，具有紧迫的需求和深远的意义。

1990—2005年

2006—现在

现在—2030年

2049年前后

图 1 西藏实现现代化的 4 个发展阶段

西藏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突出优势可以简略概
括为：国家公园的优质资源集中连片且各具特色，国家
公园备选区域与人口经济重心相对分离，西藏目前在国

1.1.2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符合中央对西藏发展的战略

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入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大计，确立了
西藏的战略定位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也是重要的

家公园建设方面尚未启动，等等。

1.2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基本准则

1.2.1 要把保护传承和改善优化自然与人文生态系统放在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的优先地位
国家公园强调保护为主、兼顾开发，在保护生态系

① 习近平 . 习近平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人民日报 , 20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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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财富。因此，维系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的持续性是
西藏国家公园群建设的首要任务。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
要以满足生态文明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需求为前提，
在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合理挖掘自然
景观和生态体验价值、树立国家公园品牌，通过小部分区
域的开发利用，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1.2.2 把建设国家公园群作为国家主导的西藏富民兴藏、

造福全人类的重要抓手
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特点，使其难以通过传统的

chinaXiv:201709.00118v1

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刘毅摄）

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富民兴藏的发展目标，采取传统经
济增长方式也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大力
推动生态文明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背景下，西藏
的发展必须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创新现代化建设的
新模式，才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方面不落伍。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能够有效地处理人与自然、发
展与保护的关系，通过空间整合、机构整合等手段，加
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实现“大部
分保护、小部分开发”；借助国家公园的品牌效应，促
进自然和文化资本增值，提升自身“造血”功能，提升
人民福祉水平；并且在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框架下，

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大转弯（刘毅摄）

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规范第三极地区生
态旅游产品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无序、粗放

统完整性和原真性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开发。西藏在高

开发，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统一协调发展。此

寒、干旱为主的气候条件下，以高寒草甸、草原及荒漠

外，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大前提下，把国家投向西藏

这三大生态系统为优势的自然环境表现出脆弱易变的不

的多种资金，在集中建设高原城镇化、发展特色农牧业

稳定性。由于高原生态系统发育的时间很短，加上寒旱

的同时，开辟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投资的新方向，有

的水汽条件，一旦被毁，极易演替为荒漠、戈壁，很难

利于自然保护地的整合和重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

恢复。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演替过程的不可逆

性保护；通过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系统保护和修

性是高原国家公园建设不可忽视的约束条件。

复工程，有利于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综合效益。

西藏自治区是藏族同胞的集居地，藏文化历史悠

2015 年起，西藏为拉动旅游业发展也自行挂牌了纳木

久，至今仍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特性。独特的藏族文

错、珠穆朗玛和雅鲁藏布大峡谷 3 个“国家公园”，但

化氛围和传统，造就了其独特的风俗人情、价值观念、宗

由于以旅游开发为主的功能定位，其建设效果同国家层

教信仰、文化艺术，由此综合形成的瑰丽人文景观，成为

面的“以保护为主、兼顾全民公益”的功能定位存在较

西藏在世界文化宝库和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最宝贵的精神

大差异，甚至出现旅游活动超载、居民生计困难、偷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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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牧过度等问题，这都是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着力避

通过控制土地利用方式来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

免的偏差。

性，并缓解不同使用者或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最大化保护

1.2.3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必须坚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科

原有自然生态环境不受侵害，有效协调解决生态系统保

学发展为宗旨、科学规划为依据、科学管理为手段

护、游憩教育、社区发展等多种活动之间的矛盾。国家公

的建设模式

园倡导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双赢，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

chinaXiv:201709.00118v1

国家公园建设的复杂性以及西藏极其重要的生态地

2.1 国外的国家公园

位和文化背景，开展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需要遵循科

美国于 1872 年以国会立法形式建立了全球首个国

学谋划、合理推进的思路。建立国家公园不仅涉及空间

家公园——黄石公园，并于 1916 年通过立法设立国家

规划布局、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和修复、资源环境承载

公园局，这被普遍视为国家公园体系规范化的开端。

能力监测预警等工程技术层面问题，以及土地确权和用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大陆国家紧跟其后，

途管制、央地财权事权划分等管理体制层面问题，还涉

于 19 世纪前依次成立班夫、皇家、汤加丽等国家公园，

及特许经营、社区发展、品牌增值等发展机制问题，是

成为国家公园萌芽的主要国家。之后国家公园的发展理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性建设方案。如果缺乏

念逐渐为西欧发达国家所接受，瑞典、荷兰、西班牙、

系统的前期研究和科学支撑，采取盲目推进的方式，在

芬兰等国家也开始建立国家公园，至二战前已经扩展到

缺乏前期资源环境调查与评估、空间布局研究、环境容

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地区。二战后，独立后

量测算的基础上，仓促开展国家公园建设或试点，不利

的亚非、拉美国家也开始响应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旅

于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整体品牌的提升，可能使具有重要

游业发展的大趋势，加入到国家公园全球网络的建设

景观和生态价值的资源未被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也可

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能造成未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的过度开发

了 5 000 多个国家公园[11-13]。

建设以及旅客超载，从而导致重要景观、生态和资源发

国外对于国家公园的研究不断增长，重点关注国家

生不可逆转的破坏或退化。为此，提高第三极国家公园

公园的生态系统、动态演变、自然旅游、影响、态度、

群建设的科技含量，应着力：（1）以第二次青藏高原科

感知、社区、野生动物、多样性、干扰、气候变化等内

学考察研究为基础，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作为第三极国家

容，呈现出从自然保护逐渐向国家公园与利益相关者、

公园群建设的基本特色。依托科学考察和研究数据，评

环境变化互动等内容延伸，从单一问题向多维度综合研

价其旅游价值、产品开发方向和方式；（2）以提供从基

究发展的趋势 [14-17]。对国家公园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

础论证、规划编制到运行管理全套服务为指引，保障第

（1）国家公园资源评估，主要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服

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的科学设计水准、建设水准、管理

务价值进行货币化衡量；（2）国家公园环境影响，主要

水准；（3）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在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

评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国家公园带来的不利影响；

设中的应用，把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成为全球国家公

（3）国家公园发展模式，从管理目标、制度安排、管理

园中在应用现代技术工具进行管理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

实施、资源所有权、资金安排等方面设计不同的发展模

国家公园。

式；（4）国家公园规划，主要着眼于厘清资源状况、协

2 国内外国家公园建设的借鉴和发展趋势

调各方关系、规范管理行动；（5）国家公园运营管理，

国家公园是自然资源保护和游憩利用的制度保障，

主要包括总结各国管理经验，评估管理效果，设计游
客、社区发展、资源与环境等专项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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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研究进展

2.2 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

国针对国家公园的研究日渐增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

相对于国外，我国的国家公园面临着社区居民众

家公园的概念、性质和功能定位、管理模式和发展历程、

多、土地权属复杂、自然保护地多重归属、部门交叉管理

其他国家经验的对比和借鉴，以及我国国家公园试点存在

等特征，决定了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具有自身特点。

的问题等方面，希望通过研究找到适合我国的国家公园发

我国的国家公园发展经历了从地方和部委倡导，到

展模式。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仍难以支撑科学合理地

中共中央决议，再到国家组织试点等环节，历时近 10 年

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特别

时间。 2006 年云南迪庆通过地方立法成立香格里拉普

是针对我国国家公园的总体布局、建设的规程、遴选标

达措国家公园；2008 年环境保护部与国家旅游局将汤旺

准、人与公园关系、规划与系统管理等方面研究的缺乏，

河列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使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仍面临理论和方法支撑不足的

“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

困境。针对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建设，目前仅仅是舆论报

制”；2015 年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确定在 9 省市各选取

道，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的可行

1个区域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尽管我国国家公园

性、自然和人文本底评估、区域遴选和空间布局、规划设

体制试点在保护地整合、集体土地用途管理机制、社区发

计、社区发展、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都缺乏深入研究，亟

展机制、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8]，但总

需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支撑。

体而言，受顶层设计不足、理论基础薄弱、利益相关者

3 西藏建设国家公园的研究框架

众多且关系复杂等方面制约，体制改革进展滞后，仍面
临一系列科学与实践问题有待解决。截至目前，长城、

针对第三极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性和地域文化敏感性

钱江源、武夷山、神农架、南山、香格里拉普达措、三

带来的资源环境复杂性、生态保护地类型多样性、空间

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等 10 个国家公园试

管控碎片化等问题，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生态安全

点被确立，涵盖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

和国家公园体系建设高度，研究评估第三极国家公园群

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多种类型，涉及 12 个省市，共

自然资源和人文遗产价值、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山水林

计 18.8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95%。

田湖系统提升潜力，编制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规划方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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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群资源监测、运营管理信息平台与生态系统可

及其组合的变化规律，增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系统梳

持续管理技术，以期建成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国

理国际上脆弱生态系统保护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和管理

家公园群（图 2）。

机制，总结国际脆弱生态系统中国家公园的遴选机制、

3.1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规划的前向研究

设立流程及其规划的案例与经验。建立包括人口容量、

3.1.1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及其景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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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土地容量、资源容量、游客容量、废弃物消纳容量等因
素在内的生态保护地生态环境容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区域社

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等综合性指标，根据

会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分析手段和视角，摸清第三极不同

国家公园的主导功能定位，确定国家公园建立后的环境

类型生态保护地的布局现状与发展需求，分析第三极重

容量阈值。

要生态保护地的自然人文生态特征和布局特点，构建第

3.1.3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生态修复的生命共同体能力提升

三极生态保护地数据库和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价

工程设计

第三极地区自然人文生态资源及其景观价值，确定国家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脆弱性评价，以提升第三

公园资源优越度等级序列；比对生态保护地在生物多样

极国家公园群综合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为目标，针对关键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对应性，以及生态保护地的布

的承载力和脆弱性弱点，结合国土生态安全、主体功能

局现状与生态功能空缺区域的错位性，提出第三极国家

区建设的总目标，设计生命共同体建设工程，开展山水

公园群优化建设的时间表。

林田湖系统保护修复，探索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国土空

3.1.2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脆弱性评价

间开发保护、流域综合管理、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综合治

分析第三极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现状，构建资源环

理制度，优化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国土生态安全和空间开

境承载能力和生态脆弱性评价和预警的技术流程、评价

发模式，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高系统适应性和抗

体系，揭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脆弱性的各个构成要素

风险能力。

研究对象

第三极地区
生态保护地

第三极国家
公园群

科学问题

研究思路

关键技术

自然-人文复合生态价值
独特性识别与价值评估

资源价值评价与
生态资产评估

生态资源资产
评估技术

建设组织方案-区域发展
互动关系的优化路径

空间规划与区域
经济建设协同创新

空间布局评估与
规划技术

公园环境容量、生命共同
体工程增强承载力测算

资源环境承载力
与生态系统修复

资源生态承载力
评价与修复技术

公园科学方案实施的体
制机制保障

生态保护与
优化综合管理

自然人文资产保
护与管控技术

研究内容

第三极自然-人文生态独特性识别

研究产出

第三极复杂生态资源价值评估

第三极生态资产评估技术方法体系
第三极生态资产评估技术方法体系
国家公园群空间组织与布局方案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规划方法技术体系
国家公园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控
生态承载力及系统健康诊断

生态承载力与区域经济结构布局
农户生计、游客行为管理与调控

生态系统协同提升与修复补偿模式

为第三
极国家
公园群
建设与
国土生
态安全
保障提
供科技
支撑

重点保护对象与关键生态服务监测
自然与人文资产保护和管控技术

管理机构构建与优化综合管理平台

2022年

图 2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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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规划研制

3.2.1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编研

统、开发环境子系统等之间的匹配关系，根据第三极地
区的地域条件和资源环境差异化特点，确定第三极国家

通过实地考察、资料整理、专家咨询、案例借鉴

公园群的优化布局建设方案（图 3）。建立以第三极国家

等方法，总结国际发达国家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主要特

公园群主导功能为导向的资源分类评价、功能区划、土

点、模式和经验教训，建立多种国家公园开发模式的适

地资源权属、分区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系统内

应情景模拟与匹配技术评价体系，研究国家公园建设介

容，形成实施方案和标准指南。

入后与自然人文生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协调与
胁迫特征机制以及优化调控路径；针对不同片区的自然
生态系统保护效率、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chinaXiv:201709.00118v1

优化发展导向，提出多层级、多类型国家公园发展模
式，编制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为第
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3.2.2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规划方案编制与技术体系研发

系统梳理国际上国家公园的规划技术方法，尝试提
出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功能分区技术、保护等级、管控技术
分类分级体系和标准，探索符合自然保护地功能分区的动
态规划和模糊分区的理论方法，提出综合多学科领域技
术、多种保护需求、多种生态演化模式的动态规划技术；
结合第三极地区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规划技术的经验，提

图例

省会

地级市
县城
国界

省级界限
地级界限
河流

青藏高原范围

功能类型

优化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开发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已公布的国家公园

本次规划的国家公园

未来可规划的国家公园

图 3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愿景策划

3.3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规划的后向研究

3.3.1 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和优化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出符合青藏高原区情的国家公园建设的规划方法和体系框

开展全球国家公园管理机制与模式的广泛调研，

架。依据自然资源分布、环境特点和管理需要，建立以重

同时借鉴现有第三极地区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取得

要生态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主导功能为导向的资源分类与评

的经验，以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为目标，从国

价、功能区划、分区模式、管理机制等系统性的规划内

家公园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管理规划制度、公园保护制

容，形成规划编制技术指南，为泛第三极地区国家公园群

度、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开展研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

规划提供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模式。

的国家公园政策管理机制。从规范标准、规划设计、运

3.2.3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实施方案和指南

营管理、资金机制、监督机制、社区共建、旅游利用等

采用指标体系构建、定量测算和空间分析相结合

方面探讨国家公园运行机制。针对第三极地区高寒、高

的集成技术方法，从自然生态资源类型、人文文化遗产

海拔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特点，研发分区、分类、优

价值、生态系统完整性、重点生物保护对象等方面，研

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设计涵盖文化保护、访客监

究第三极国家公园群遴选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确定

测、实时监控、应急救助、宣传推介等内容的智能化技

国家公园入选门槛条件，选出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拟建区

术模块。实施国家公园管理人才队伍技术培训工程，提

域。从全球国家公园发展模式、建设规律和成功经验借

出后期咨询、培训与管理技术支持的实施方案。

鉴入手，结合中国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评估问题，

3.3.2 重要保护对象和关键生态服务自动在线监测

从规划角度分析自然人文生态子系统、人类活动子系
940 2017 年 . 第 32 卷 . 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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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等研究成果，识别重要保护

管平台的开发。

对象与关键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划定监测范围、细化监

4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研究价值和创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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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内容、构建监测指标、确定监测方法、制定监测数据
收集与管理办法等，研发国家公园重要保护对象与关键

为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提供全链条的科学支持，也面

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技术，形成第三极国家公园群重要保

临着众多的科学难题。（ 1 ）第三极地区自然人文复合

护对象与关键生态服务监测技术、灾害预警与人为胁迫

生态价值独特性识别与价值评估。这是探讨自然与文化

管理技术，以及自然与文化资产保护和管控技术体系。

资产保护与管控技术、遴选国家公园名单并确定建设目

构建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监测与管理信息平台，制定满足

标的主要依据。（ 2 ）国家公园建设组织方案 - 区域发展

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和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分区、分类管

互动关系的识别。国家公园建设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区

理方案，以及国家公园建设综合管控技术标准。基于风

域发展路径，在产业业态、社区生计等方面产生较大影

险全过程控制和优先管理的原则，从管理主体、管理要

响，识别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是国家公园规

素、管理过程等方面建立国家公园灾害预警技术，模拟

划的重要基础。（3）国家公园环境容量合理测定与生命

研究多情境下系统的响应机制，提出动态可适应的管控

共同体能力提升工程设计。只有研究国家公园的环境容

技术。

量，才能合理确定人类活动阈值；只有山水林田湖生命

3.3.3 国家公园群建设运营评估

共同体建设工程的实施，才能有效增强国家公园生态系

跟踪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与运营管理进程，设计

统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4）国家公园科学方案实施体

国家公园建设运营的评估导则和标准，开展自然资产分

制机制与综合管控技术体系。结合西藏特殊性构建国家

区管理、环境胁迫分类管理、公众参与分级管理、协调

公园社会经济和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的管理体系，是确保

发展分期管理等管控技术体系及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和监

国家公园规范化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西藏那曲藏羚羊（钟林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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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研究的科学价值

4.1.1 依托国家公园科学方案研制，有助于探索自然-人文

生态敏感地区绿色发展规律

chinaXiv:201709.00118v1

第三极地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

意义。

4.2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研究的创新预期

4.2.1 构建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自然人文生态系统能力提升

工程

敏感。研制自然和人文生态敏感脆弱地区建设国家公园的

根据第三极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生态特征，构

科学方案，构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建第三极国家公园群资源生态价值评估方法并进行客观

有助于探索自然和人文生态敏感地区绿色发展规律，为此

评价，识别和筛选第三极地区拟建国家公园名单。并结

类地区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合人类活动介入对国家公园的胁迫影响机制分析，结合

4.1.2 研究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模式，能够推进合理环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脆弱性评价，识别易发脆弱点，针

境容量测算方法、生态保护修复提升资源环境承载

对性地提出生命共同体工程建设，优化提升该地区生态

能力工程设计等示范技术的开发

系统服务功能。

通过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研究，在保护生态脆弱
区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的基础上，探索青藏地区以

4.2.2 研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约束下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空

间规划技术体系

国家公园规划主导的区域综合规划和建设方式，以及生

以统筹各类型保护地规划、处理各类空间要素矛

态脆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引领的协

盾为导向，在预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阈值的前提下，叠

调发展模式，开发合理的环境容量测算方法、生态保护

加生态保护、综合用地、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区发

修复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工程设计等示范技术，促进

展、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层，形成一张有机整合的布局

当地经济和社区的绿色发展，为我国其他生态脆弱区实

总图，形成国家公园“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的规划体

现人地系统协调、绿色发展提供示范。

系，落实用途管制，实现多头规划向统一规划、各自审

4.1.3 探索大区域尺度景观空间组织规则，有望在发展生

批向统一审批、蓝图指引向落地见效的转变。

态-文化资本增值理论方面取得进展
青藏高原大尺度景观价值突出，具有较大的生态

4.2.3 建设分区、分类的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综合管控技术

体系

资本增值空间。探索在大区域尺度通过国家公园体系建

在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结构与功能分析、生态保护与

设，实现整个区域生态资本增值、绿色发展、生态扶贫

经济发展协同提升和统一高效管理模式研究的基础上，

融合提升的有效途径，总结大区域尺度实现生态资本增

制定满足第三极地区生态安全保障和区域生态系统健康

值的理论基础和优化机制，为未来青藏地区建设美丽、

的分区、分类管理方案，融合关键生态服务检测、灾害

幸福家园提供强劲动力。

预警与人为胁迫管理方法，制定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综合

4.1.4 依托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可行性和管理研究，有

管控技术标准，研发具备信息存储、风险分析、趋势预

助于探索大数据、智能化条件下国家公园现代化建
设和管理运行的新模式
开展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可行性和科学方案研究，有
利于探索高寒高海拔、生态脆弱敏感、人口相对较少的
区域，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有效模式，对我国西
部广大区域建立类似的国家公园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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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多种功能的优化综合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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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Construction is Scientific Choice for
Implementing Strategy of Major Function Zon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ibet, China
Fan Jie1,2,3 Zhong Linsheng1,3 Li Jianping2,3 Chen Tian1,3 Huang Baorong2,3 Yu Hu1 Chen Dong1 Wang Yafei1 Guo Rui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construction is the scientific choice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major function zon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ibet, China.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building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fits for the ru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analyses of transformation of Tibet’s development driving-forces,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by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increasing growth trend of human consumption demand. It is proposed that protecting heritage and improving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cosystem
should be put in priorit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group, and act as an important driver in Tibet’s action of ‘bring prosperity to
border areas and the local people’ and whole mankind’s well-being. And it should insist on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model with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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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Based on internation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national park field,
this study proposed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ibet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put the program of building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as the core. It is also suggested: (1) carry out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the value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park group,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the potential of landscape forest land system improvement before planning; (2) develop technologi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 after plan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systematic techn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the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group with global reputation and
attraction.
Keywords Third Pole, national park, Tibet,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jor function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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