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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刘曲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日内瓦分会场

近日举办“《湿地公约》履约 30 周年——中国湿地保

护与合理利用成就”主题边会。中国履约 30 年来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科学利用，形成了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湿地保护格局，与会人士纷

纷称赞中国履约 30年的成效惠及全球。

《湿地公约》是致力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

用的政府间协定，目前缔约方已发展到 172 个。中国

1992 年加入《湿地公约》，积极履行公约义务。

此次边会由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来自各缔

约方、国际组织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中国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副局长李春良介绍，30 年来，中国湿地保护经历了摸

清家底、抢救性保护、全面保护三个阶段，通过调查监测、

工程规划、法规制度、科研宣教等组合拳，实现了湿地保护

事业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履约成效获得《湿地公约》秘书处及与会专家的积

极评价。《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表示，中国加入《湿

地公约》30 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在国家层面，在国际层面

对湿地保护也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

问中国，亲眼看看宣传片中那些中国美丽湿地。”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高级政策官员妮古拉·克罗克福德

认为，中国滨海湿地保护成效显著，具有全球影响力。“我一直在

参与黄海沿岸湿地保护工作，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

过去 5 年中，对我和其他许多关心黄海沿岸水鸟的人来说有巨大的

启发。”

《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说，中国

湿地保护修复实践具有全球示范意义。南京大学安树青研究员表示，

中国在湿地保护援外培训中，多次将中国小微湿地保护恢复与管理作为

专题课程，积极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据介绍，履约30年来，中国建立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体系、

调查监测体系，实施了三个五年期的《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指定了 64处国

际重要湿地，13座城市获得了“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完成了 4100多个湿地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建立了 600余处湿地自然保护区、900余处国家湿地公园。此外，中国

还两次获得《湿地公约》秘书处颁发的“湿地公约奖”。

（新华社日内瓦电）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
30年成效惠及全球

“我们要凝聚珍爱湿地全球共识，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

代留下大美湿地。”《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近日在武

汉和日内瓦两地拉开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致辞中的重

要讲话，为进一步推动湿地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

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翻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开篇呈现的就是湿地场景。千百年来，无论是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唱和，还是“涉江采芙蓉，兰泽

多芳草”的吟咏，抑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描摹，无不承载着人们对湿地风光、诗意自然

的亲近与热爱。

湿地之美，美不胜收；保护湿地，贵在行动。大会正

式通过“武汉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全

球湿地退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推进湿地保护、修复、

管理以及合理和可持续利用的立法和执法，鼓励对泥

炭地、珊瑚礁和海草床、红树林、高原湿地、地下水系

等脆弱生态系统适当采取优先保护和管理，加强全球

湿地保护工作者之间的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纵

览宣言，条分缕析、操作性强，为进一步凝聚各方共

识、形成保护合力明确了可行路径。

今年是我国加入《湿地公约》30周年。30年间，

我国努力践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

进湿地保护修复，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

了重要贡献。迈步新征程，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

续性”“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的要

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增强公众湿

地保护意识、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多措并举推

进全面保护，我国已经用行胜于言的实际作为，

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湿地答卷”；展望未

来，我们更要统筹好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无限、诗意盎然

的大美湿地。 （新华社武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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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水金辰 刘晓宇 汪海月

初 冬 时 节 ，巢 湖 边 吹 起 的 风 已 略 带 寒

意。一大早，摄影爱好者钱茂松又来到了巢

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一处鸟类观测点，他举

起长焦镜头，按下快门，数张群鸟振翅飞翔的

照片被定格。

作为一名有 10 年观鸟历史的摄影爱好

者，钱茂松已经积攒了上万张“飞鸟图”。他

说：“曾经巢湖遭受污染，夏天蓝藻暴发，腥臭

味扑鼻，人在岸边都没法儿待，别提有鸟了。

这几年，巢湖治理成效十分明显，珍稀候鸟们

用翅膀为这里的生态投下了赞成票，光我拍

到的水鸟就有 200多种。”

今年 7 月建成的总面积 100 平方公里的

环巢湖十大湿地，成了鸟的天堂。地处巢湖

之滨的安徽省会合肥，在今年成功获评第二

批“国际湿地城市”。

位于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的十八联圩

湿地是全国较大的近自然人工湿地。在这里，

记者看到，芦苇摇曳，湖面上鸟儿嬉戏，不时有

鱼儿从水中跳起。竣工不久的 33座“生态渗滤

岛”，是合肥十八联圩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家政经常向参观者介绍的区域。

这片区域曾是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肥东县

长临渔场。据李家政回忆，这 33 座“生态渗滤

岛”由 533 口鱼塘沉积的高污染底泥堆积而

成。“当时 1亩鱼塘平均每年投入 1.5吨饲料，最

严重的时候，池塘水体透明度已不足 20 厘米。

底泥氮磷元素严重超标，一旦排入巢湖，将严

重影响湖体水质。”李家政说，在湿地建设过程

中，工程团队考虑将生态负担严重的鱼塘底泥

就地转化，岛下用工程桩固定底泥，岛上种植

水杉、乌桕等植物，使其根系逐步吸收底泥中

的氮磷元素，同时为各类生物提供栖息地。

如今，环巢湖十大湿地已成为合肥的生

态名片。“我们开展的生态监测结果表示，截

至 2021 年底，环巢湖湿地的植物种类有 622

种，鸟类 300 余种，像东方白鹳、青头潜鸭这些

珍稀濒危物种，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巢湖周边，

有的由‘稀客’变成了‘常客’。”合肥市林业和

园林局湿地管理处处长罗法龙说，合肥市湿

地率超过 10%，湿地已经是合肥城市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市民走

进湿地，了解湿地，享受湿地建设与

保护成果。

罗法龙介绍，目前世界上有 9条

候鸟迁飞路线，其中就有一条经过

合肥。“合肥近年来虽然城市规模

迅速扩展，但兴建的多个湿地公

园，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存和繁

衍场所，同时也能为迁飞候鸟

留 足 休 息 和 能 量 补 给 的 空

间。”罗法龙说，“未来，我们

将继续探索湿地综合利

用，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让湿地与城市深度融

合，让城市更加生态

宜居。”

（据新华社

合肥电）

“它们用翅膀投下了生态赞成票”
——“国际湿地城市”安徽合肥湿地保护一线见闻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过去十年，中国把生态保护放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深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发展奇迹，有

力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

设。中国也不断用实践展现大国责任，推

动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与进程。

今 年 9 月 ，中 方 向 联 合 国 赠 送 了 全

球耕地、森林覆盖等 6 套全球可持续发

展数据产品，为各国更好实现粮食安全、

陆地生态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数

据支持。

《湿地公约》秘书处科学与政策总监

耶尔克·塔梅兰德说，中国制定了强有力

的 湿 地 政 策 框 架 ，例 如 中 国 2020 年 到

2025 年的红树林保护修复计划包含非常

具体的目标，显示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

技术领导力。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有很

多正在分享并可以持续分享的经验，例

如可以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将自己的成

功经验与世界分享。

曾考察过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沙经

验的肯尼亚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表示，

在过去十年，中国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其成功取决

于政策支持、市场参与、科技创新等多个

方面。他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与实践真正抓住了环境保护的本质，对

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记者 张淼 熊琦 刘曲

（新华社武汉/日内瓦电）

生态“密码”启迪世界

从湿地保护融入城市发展的典范——
武汉东湖与青山江滩，到维系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的“中华水塔”三江源，再到候鸟迁
徙的平安家园鄱阳湖……湿地之美，成为
美丽中国的一张张名片。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部
级高级别会议近日正式通过“武汉宣言”，
展示共同守护“地球之肾”的全球意愿，向
世界宣示了中国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决心。多国专家学者表示，中国
湿地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是推动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式生态
“密码”，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
鉴的路径与经验。

湿地，在中国古代有“薮”“泽”“海”等

称法。《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

诗句描绘的就是湿地景色，体现了中国古

人用诗意的眼光看待湿地。具有悠久历

史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等中国传统湿地

保护和利用方式，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近年来，中国将湿地保护上升为国

家战略，逐步建立和完善湿地保护法律

制度，健全湿地保护管理和调查监测等

体系，增强科技支撑能力，走出一条可供

世界借鉴的湿地保护与发展之路。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

表卢伦燕表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湿

地保护法》今年 6 月正式施行，中国从立

法和行政管理角度给予湿地重要的保护

地位，相关政府部门专门设立湿地管理

司。这些举措世界少有，是可以被各国

借鉴的中国经验。

此外，中国进行湿地监

测信息化建设、搭建智慧湿

地管理平台等创新性保护技术

与手段，以及在小微湿地概念与

实践方面的探索，也为各国湿地保

护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本届缔约方大会武汉主会场，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胡建谊对新华社记

者说，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

一理念越来越被全世界接受。希望各国

都重视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让湿地为

全世界人民造福。

保护湿地的中国路径

从湿地之美见证从湿地之美见证

◀ 10 月 19 日拍摄的合肥市十八联

圩湿地风景。

新华社发（陈振 摄）

▲ 11 月 14 日拍摄的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济源段景

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苗秋闹 摄）

题图左：11月4日拍摄的肥东县长临

河镇玉带河湿地景色。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守护湿地，既是维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守护“青山绿水”

的美丽诠释和生动实践。

1992 年，中国正式加入《湿地公约》，成为

第 67 个缔约方。30 年来，中国一步一个脚印，

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湿地“名片”。

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中国近十年新

增和修复湿地 80 多万公顷，现有国际重要湿地

64 处，中国有 13 地入选“国际湿地城市”，是全

球入选“国际湿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中

国以全球 4%的湿地，满足了世界五分之一的

人口对湿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的需求。

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学者巴勒什·多斯特

表示，作为《湿地公约》缔约方，中国过去十年

所恢复、修复和新增的湿地，无论从面积还是

规模来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树立了榜样。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以来，认真履行公约

责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各缔约方广泛合

作，为 42 个发展中国家的湿地管理人员开展了

培训。“武汉宣言”通过后，《湿地公约》秘书长

穆松达·蒙巴说：“30 年的时间并不短，我们目

睹了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的领导力。从中国

过去 30 年取得的湿地保护成就、设立的目标和

湿地管理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很多，

不仅是科学方法，还包括空间布局方案和立法

框架等，相关经验有助于促

进全球形成合力。”

守护中国湿地之美

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

中国生态中国生态““密码密码””启迪世界启迪世界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熊 琦

今日关注今日关注··湿地保护湿地保护

题图右：11 月 1 日拍摄的宁夏银川

市阅海国家湿地公园一角。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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