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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 

2019 年 6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开展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合理确定自然保护地类型和功能定位，优化边

界范围和功能分区，重点解决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边界不清、权责

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2019 年 10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要求对

自然保护地进行调整优化，评估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地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并做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不重叠。 

新宾满族自治县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和上级部门的工作

部署，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本次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工作范围包括新宾满族自治县内自然保护地共计 5 个，批复总面积

20187.80 公顷，去除重叠后实际占地面积 13274.39 公顷。 

整合优化后，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体系由自然保护区、自

然公园两大类构成，共计 4 个，总面积为 15000.51 公顷。整合优化

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调出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矿业权、人工商

品林、城镇村及其他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共计 1125.70公顷，将 2851.82

公顷优质森林生态空间调入自然保护地范围。 

通过本次整合优化构建起新型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分区体系，建

立了统一的自然保护地矢量数据图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



 

 

 

理；整合归并了交叉重叠和相邻相连的自然保护地，解决了自然保护

地重复设置、空间重叠问题；化解了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冲突，

提升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完善了自然保

护地体系空间格局，使之更加契合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自然地理和资源

禀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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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保护地现状 

新宾满族自治县内现状自然保护地共计 5 个，批复总面积

20187.80 公顷，矢量总面积为 17728.17 公顷，去除重叠后实际占地

面积 13274.39 公顷。 

（一）主要问题 

1、边界范围底数不清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建设管理投入不足，缺少

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基础设施设备落后、保护管理水平不高、执法

监督能力不够等问题较为普遍，影响了巡护监测、生态修复等工作全

面、有效开展。  

自然保护地边界范围底数不清，部分自然保护地自成立以来尚未

勘定边界、真正落地，存在批复面积与实际管控面积存在较大偏差的

问题。 

2、区域交叉空间重叠 

自然保护地重叠设置、多头管理现象普遍，权责不清，严重影响

管理效能。经分析，新宾满族自治县内 4 个自然保护地涉及空间重叠，

占自然保护地总数的 80%。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之间的交叉重

叠问题为： 

1）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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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交叉重叠，面积为 2085.48 公顷；岗山片区与辽宁抚顺龙岗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面积为 814.85 公顷。 

2）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

护区交叉重叠，面积为 1329.44 公顷。 

3）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猴

石片区交叉重叠，面积为 1552.34公顷。 

3、矛盾冲突点多面广 

自然保护地在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发挥了主体作用，但也积累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新宾自然保护地内

存在与永久基本农田、集体人工商品林、矿业权、村庄等空间矛盾冲

突，城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与保护管理矛

盾冲突尖锐，严重影响依法科学高效保护管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二）自然保护地面积 

1、批复面积 

开展整合优化工作前，新宾满族自治县管辖内共有纳入辽宁省自

然保护地名录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5 处，其中 2处性质为自然保护

区，3 处性质为自然公园，总批复面积为 20187.80公顷。其中： 

（1） 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护区，批复面积为 7769.20公顷； 

（2）辽宁抚顺龙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批复面积为 449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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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批复面积为 5675 公顷； 

（4）辽宁抚顺长岭子省级湿地公园，批复面积为 47.60公顷; 

（5）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批复面积为 2201 公顷。 

2、矢量面积 

对上述自然保护地边界和功能分区进行矢量落图，确定矢量总面

积为 17728.17 公顷。其中： 

（1） 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护区，矢量面积为 7769.54公顷； 

（2）辽宁抚顺龙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矢量面积为 4567.99 公

顷； 

（3）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矢量面积为 3128.06 公顷; 

（4）辽宁抚顺长岭子省级湿地公园，矢量面积为 61.70顷; 

（5）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矢量面积为 2200.87 公顷。 

3、净占地面积 

剔除交叉重叠因素，对不同保护地之间重叠区域面积只作一次统

计，新宾满族自治县管辖内自然保护地实际净占地总面积为 13274.39

公顷。 

（三）分类概述 

1、自然保护区 

新宾满族自治县共有自然保护区 2 个，批复总面积为 122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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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矢量总面积为 12337.53公顷。其中： 

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3 年批复成立，批复文件为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抚顺龙岗山等 4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批

复》（辽政【2003】184 号）。保护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木奇镇、

苇子峪镇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 41°34′59″-41°41′10″，东经

124°23′12″-124°32′9″之间。保护区内主要保护对象为长白植物区系的

原生型森林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长白植物区系的原始植物群落-

红松原始林、苏子河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珍

稀濒危物种及其它自然景观资源与人文景观资源。 

辽宁抚顺龙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3 年批复成立，批复文件

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抚顺龙岗山等 4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批

复》（辽政【2003】184 号）。保护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

县东部响水河子乡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25°20′59″-125°27′30″，北

纬 41°32′28″-41°39′52″。保护区内主要保护对象为长白植物区系的原

生型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长白植物区系的原始植物群落—

原始林、浑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

物种及森林、溪流等自然景观资源。 

2、森林公园 

新宾满族自治县共有森林公园 1 个，为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

批复面积为 5675 公顷，矢量面积为 3128.06公顷。 

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于 2002 年 12月经《国家林业局关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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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白草洼等 59 处国家森林公园的批复》（林场发【2002】274 号）

批复成立。 

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木奇镇、苇子峪

镇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 41°34′59″-41°41′10″，东经 124°23′12″-

124°32′9″之间。保护对象为长白、华北植物区系交汇地带的森林生态

系统，保护区内尚存小面积天然林，对于研究辽东地区自然生态演替

规律及生物多样性的探索具有学术性和生态意义。 

3、湿地公园 

新宾满族自治县共有湿地公园 1 个，为辽宁抚顺长岭子省级湿地

公园，批复面积为 47.60公顷，矢量面积为 61.70 公顷。 

2013 年 2 月，辽宁省林业厅发布《关于沈阳辽河七星等 4 处湿

地开展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工作的通知》，经省湿地专家实地考察评估、

集体评审、向社会公示等相关程序后，同意选取沈阳辽河七星、抚顺

长岭子、盖州石门和阜新八道河等 4处湿地开展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工作。 

辽宁抚顺长岭子省级湿地公园位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红庙

子乡长岭子村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25°3′33″-125°4′49″，北纬

41°31′-41°42′。湿地公园地形与环境复杂多样，气候适宜，为保持和

发展物种的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湿地公园植物资源丰富，动物

类型多样，湿地公园内高等植物 72 科 178 属 287 种，鱼类 5 种、鸟

类 124 种、两栖类 7 种、爬行类 11 种、哺乳类 21 种，具有很高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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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价值。 

4、地质公园 

新宾满族自治县共有地质公园 1 处，为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

批复面积为 2201 公顷，矢量面积为 2200.87公顷。 

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于 2017 年 5 月获批成立，批复文件为《辽

宁省国土资源厅项目管理文件关于同意设立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

的批复》（辽国土资项【2017】23 号）。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位于辽

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木奇镇境内，地质公园分为两个片区，分

别为猴石片区及新宾片区，其中猴石片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24°27′-

124°30′北纬 41°38′-41°42′，新宾片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25°00′-125°05′

北纬 41°42′-41°45′。地质公园内主要保护资源集中在猴石片区，具有

典型的辽东花岗岩地貌特点，以天然奇峰异石、原始森林和人文景观

等为主要景观,花岗岩山峰集雄、奇、险、秀、幽于一山，林立于茫茫

的林海之中，拥有丰富的景观资源，大量国内稀有的地质遗迹景观和

人文景观，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观常价值。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作思路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先定规则，逐步调整，

反复完善。重点解决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保护空缺、现实矛盾冲突

和历史遗留问题。科学合理进行自然保护地范围调整，优化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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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控措施，确保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

性得到有效保护。并有效衔接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等，统筹考虑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发展。 

（二）工作原则 

1、科学评估，合理调整。以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价值为基础，

进行科学评价，着眼解决现实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 

2、应划尽划，应保尽保。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廊道

连通性，调入与调出相结合，将应该保护的地方调入自然保护地进行

保护。 

3、实事求是，简便易行。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以及辽宁省下发的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矛盾冲突调出标准，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差

别化管控措施，确保可操作性。 

4、统筹协调，充分衔接。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衔接三条控

制线划定，与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同步开展，与永久基本农田核实

整改协调推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三）工作过程 

新宾满族自治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

办发[2019]42 号）、《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

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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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和上级林草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委托设计单位开展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预案的编制工作，确保高质量、高效率、按时完成上级部

署的任务。2020-2022 年间，严格遵照相关要求，保质保量提交成果，

并结合国家及辽宁省整合优化相关指导意见，对方案进行多轮修改与

论证后，最终形成本次《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 

三、整合优化规则 

严格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

线的指导意见》精神，依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关

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关

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

护地内矿业权差别化管理的通知》、《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有关空

间矛盾冲突处理规则的补充通知》、《关于在全国开展“三区三线”划

定工作的函》、《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等系列文件，遵

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规则如下： 

（一）分类分级规则 

1、分类规则 

以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评估为基础，依据所在区域的自然属性、

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对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梳理归类，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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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大类。 

新宾满族自治县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包含 2 处自然保护区，2

处自然公园。 

2、分级规则 

将现有国家级、省级、市（州）级、县级等各级自然保护地，按

照生态系统重要程度和事权划分原则，实行分级设立、分级管理，分

为国家级和地方级。 

新宾满族自治县整合优化后均为地方级自然保护地。 

（二）整合归并规则 

以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系统性、持续性为原则，遵从保护面积

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性质不改变的要求，按照同级别保护

强度优先、不同级别低级别服从高级别的原则，对交叉重叠、相邻相

连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或结合资源禀赋、发展目标、管理基础等

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拆分，做到一个区域只有一个自然保护地、一套

机构、一块牌子。 

根据规则，将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抚顺猴石省

级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自然保护区；将与辽宁兴

京省级地质公园猴石片区交叉重叠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地质公园；将

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岗山片区与辽宁抚顺龙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交叉重叠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自然保护区，整合归并后，不再保留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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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 

将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

护区交叉重叠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自然保护区，剩余部分继续保留为

地质公园。 

（三）分区优化规则 

基于功能定位，按照各区域的生态价值、原真性、人类活动强度，

对自然保护地合理分区，实行差别化管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由

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组成，原则上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一

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自然公园按一般控制区管理。原则上，将现

有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转为核心保护区，实验区转为一般控

制区。 

新宾满族自治县整合优化后有 2 处自然保护区，依照分区优化规

则，将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转为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面积为 6186.24公顷；将实验区转为一般控制区，一般控制区面积为

8271.54公顷。整合优化后有 2 处自然公园，依照分区优化规则，均

为一般控制区，面积为 542.73公顷。 

（四）调入规则 

坚持生态优先、应划尽划，以自然保护空缺分析结果为指引，结

合国土三调最新成果，全域分析森林、湿地、海洋、地质遗迹等资源

分布，将现有自然保护地周边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富集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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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自然保护地，提升自然保护地空间完

整性和生态廊道连通性。 

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依据国土三调数据、林业资源数据，以及

结合卫星影像，优先选择生态系统完整、保护价值较高区域，尽量选

择集中连片地块，避免保护地过于破碎。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应保尽保

区域主要集中在现有保护地周边的生态林地，生态保护价值较高，有

必要划入保护地实施重点保护。 

（五）矛盾冲突处理规则 

坚持底线思维，优先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兼顾能源资源需

求，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相对合理的原

则，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冲突。对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国土空间治理

要求，将不符合管控要求的矛盾冲突空间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矛盾

冲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 

核心保护区内的耕地原则上不予调出，今后逐步转为生态用地。

一般控制区内集中连片的稳定耕地，因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需要，可以

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但零星分散的、承载保护生态和农耕文化双重

功能的梯田，不予调出，按一般耕地进行管理。 

新宾满族自治县现状自然保护地存在基本农田约 58.58公顷。 

2、人工商品林 

成片人工商品林可以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但位于重要江河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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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两岸、重要湿地和水库周边等五类重要生态区位的，不予调出。

鼓励地方政府通过租赁、置换、赎买、合作等方式，对自然保护地内

的人工商品林进行统一管理，维护产权人权益，实现多元化保护，逐

步转为生态公益林。今后核心保护区内的人工商品林因防灾救灾、栖

息地优化等需要，经审批后可以进行树种更替和林相改造；一般控制

区内的人工商品林，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抚育采伐。 

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现状存在集体人工商品林约 648.44

公顷。 

3、矿业权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矿业权原则上不予调出。一般控制区

内的矿业权，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关于矿业权分类处置规定的可以保留

在自然保护地内；其他矿业权，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响的可调出

自然保护地范围，造成明显影响的如露天砂石粘土矿不予调出。已依

法设立的油气探矿权，在满足有关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

可继续开展勘查活动，当探明储量并大比例压缩范围后，可将开采活

动占用的地面空间调出自然保护地。 

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现状存在采矿权 2处，面积为 10.27

公顷；存在探矿权 1 处，面积为 546.44 公顷。 

4、开发区和城镇村 

自然保护地内的开发区和城镇、人口密集的村屯，可以调出自然

保护地范围；零星分散的自然村落、居民点不予调出。今后结合城镇

化和乡村规划的实施，严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允许原住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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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在不扩大规模的前提下，修缮必要的生产生活设施，

适度开展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活动。 

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内不存在开发区，存在国土三调中的

城镇用地约 0.08 公顷，村庄用地约 11.89 公顷。 

5、项目设施用地 

衔接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对照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要求，部分选址明确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以及一

些精准扶贫或乡村振兴项目、已立项或已建成但与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要求冲突的项目设施用地，经举证后可以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另外，

部分省份涉海自然保护地内的确权养殖用海，经举证后可以调出保护

地范围。 

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内不存在需调整的项目设施用地。 

6、其他 

对因调出各类矛盾冲突连带产生的破碎地块，以及过去因技术原

因引起的数据、图件与现地不符等地块，可予以纠正。 

四、整合优化成果 

整合优化后，新宾满族自治县共有 4个自然保护地，分别为辽宁

抚顺猴石·三块石地方级自然保护区（新宾片区）、辽宁抚顺龙岗山

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辽宁抚顺兴京地方级地质公园及辽宁抚顺长岭子

地方级湿地公园，总面积为 15000.5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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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级分类 

整合优化后，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有 2处自然保护区，均

为地方级，面积为 14457.78 公顷；有 2 处自然公园，其中湿地公园

1 处，级别为地方级，面积为 54.53 公顷；地质公园 1 处，级别为地

方级，面积为 488.20 公顷。  

表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情况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总计 4 15000.51 

2 自然保护区 2 14457.78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2 14457.78 

3 自然公园 2 542.73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2 542.73 

33 地质公园 1 488.20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1 0 

34 湿地公园 1 54.53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1 54.53 

（二）分区管控 

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合理分区，实行差别化管控。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分别由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组成，自然公园属一般控制区。

原则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 

整合优化后，新宾满族自治县有 2处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面

积为 6186.24 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42.79%；一般控制区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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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1.54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57.21%。有 2 处自然公园，按一般

控制区管理，面积为 542.73 公顷。 

表 自然保护地管控分区概况表 

自然保护地 总面积 核心保护区 一般控制区 

合计 15000.51 6186.24 8814.27 

自然保护区 14457.78 6186.24 8271.54 

   国家级 0 0 0 

   地方级 14457.78 6186.24 8271.54 

自然公园 542.73 0 542.73 

（三）整合归并 

新宾满族自治县现状 5 处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后剩余 4处自然

保护地，其中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整体归并至其他自然保护地中。 

将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

护区交叉重叠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自然保护区，整合归并面积为

2085.48公顷；将与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猴石片区交叉重叠区域全

部整合归并至地质公园，整合归并面积为 217.56 公顷；将辽宁猴石

国家森林公园岗山片区与辽宁抚顺龙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

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自然保护区，整合归并面积为 814.85 公顷。整

合归并后，不再保留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 

将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猴石片区与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

护区交叉重叠区域全部整合归并至自然保护区，整合归并面积为

1329.44公顷，剩余部分继续保留为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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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入和调出 

1、调入生态空间 

本次整合优化，将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护区、辽宁抚顺龙岗

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优质林地资源调入了自然保护地，调入总面

积为 2851.82 公顷。 

2、调出矛盾冲突 

本次整合优化共计调出用地 1125.70公顷，其中调出永久基本农

田及耕地 82.46公顷；调出集体人工商品林 1020.40公顷；调出矿业

权用地 2.03公顷；调出村庄用地 17.70 公顷；调出其他用地 3.11 公

顷，为自然保护地超出行政区边界部分及调出各类矛盾冲突后产生的

零碎地块。 

现状自然保护地名称 耕地 

人工

商品

林 

矿业

权 
开发区 城镇 村庄 

项目

用地 
其他 

辽宁抚顺猴石省级自然保护区 15.06 0.10 —— —— —— 17.70 —— —— 

辽宁抚顺龙岗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 
60.22 378.60 2.03 —— —— —— —— 0.40 

辽宁猴石国家森林公园 0.01 —— —— —— —— —— —— 1.44 

辽宁抚顺长岭子省级湿地公园 7.17 —— —— —— —— —— —— —— 

辽宁兴京省级地质公园 —— 641.70 —— —— —— —— —— 1.27 

五、成效分析 

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将市域内现有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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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进行了全面的优化与整合，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矛盾冲突，

科学界定自然保护地范围，优化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将提升新宾满

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整体形象为目标，着重体现新宾满族自治县特有

的自然景观要素，协调推进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全面升级。 

（一）提升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质量 

本次整合优化立足于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现状，本着应保尽

保的原则，将境内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地系统中的优质生态资源

2851.82公顷纳入到自然保护地当中，坚持保护优先，适当修复，合

理开发，填补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系统中的薄弱之处，对于提升自然

保护地生态系统质量，保护物种多样性，提升生态屏障功能，构建生

态安全的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夯实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基础 

整合优化摸清了新宾满族自治县内自然保护地数量、结构、分布

等基本情况，全面掌握了自然保护地内人口分布、土地分类、矿产开

发等经济社会现状，形成了统一完备的自然保护地基础信息数据库，

并为每一个自然保护地制作了范围及分区空间矢量图，构建了新宾满

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地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 

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之间空间不再重叠，边界范围更加清晰、

类型定位更加明确、功能分区更加科学，管控规则和管理制度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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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完善，为依法、高效开展自然保护地监测、评估、考核、执法、

监管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促进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整合优化从自然保护地内调出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人工商品林、

矿业权和城镇村等空间矛盾冲突，最大程度地缓解了居民生产生活与

政府进行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与 “三区三线”划定统筹部署、

协同推进，成果无缝对接，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在县域国土空间中的生态功能格局更为

合理，有利于未来对县域内重要生态区域和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开展全

面保护，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利于落实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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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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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陆域海域面积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自然保护地面积 

总面积 陆域面积 海域面积 
保护地陆域占陆域

国土面积比例 

新宾满族自治县 15000.51 15000.51 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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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优化前后自然保护地情况对比 

单位：个，公顷 

整合优化前 整合优化后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5 177728.17 国家公园 4 15000.51 

自然保护区 

小计 2 12337.53 

自然保护区 

小计 2 14457.78 

国家级 0 0 国家级 0 0 

省级 2 12337.53 

地方级 2 14457.78 

市县级 0 0 

    

自然公园 

小计 2 542.73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2 542.73 

风景名胜区 

小计   

风景名胜区 

小计 0 0 

国家级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地方级 0 0 

森林公园 

小计 1 3128.06 

森林公园 

小计 0 0 

国家级 1 3128.06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0 0 地方级 0 0 

地质公园 

小计 1 2200.87 

地质公园 

小计 1 488.20 

国家级 0 0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1 2200.87 地方级 1 488.20 

湿地公园 

小计 1 61.70 

湿地公园 

小计 1 54.53 

国家级 0 0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1 61.70 地方级 1 54.53 

海洋特别保护区 

（含海洋公园） 

小计 0 0 

海洋公园 

小计 0 0 

国家级 0 0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0 0 地方级 0 0 

沙漠（石漠）公园 

小计  0 

沙漠（石漠）公园 

小计 0 0 

国家级  0 国家级 0 0 

   地方级 0 0 

合计  5 177728.17   4 150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