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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孔雀栖息地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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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 年 3 月 18 日，云南
小江河绿孔雀栖息地拍
摄到的野生绿孔雀。
© 奚志农 / 野性中国

概述

绿孔雀（Pavo muticus ）是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 IUCN 列为全球性濒危（EN）物种 1 等级，在《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中被列入附录 II，在云南发布的首个省级生物物种红色名录中，
绿孔雀被评为极危 2。绿孔雀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 3，目前野外种群数量估计不足 500 只，已经成为中
国最濒危的野生动物物种之一 。

这一极度濒危物种，从 90 年代初唯一一次专题分布调查 5 之后，近年再无系统性的生境调查。目前在云

南仅有位于大理巍山的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楚雄双柏的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是主要以绿孔
雀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其中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的绿孔雀种群数量达 60~70 只，其野生种群数
量是云南全省乃至全国所有自然保护区最多的。6

而在恐龙河保护区南部与其接壤的玉溪市新平县，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鸟类专家于 2016 年开展鸟类
监测时发现了绿孔雀栖息地。随后 2017 年 1 月，新平县及时开展了对绿孔雀的分布调查，拍摄到了 8599

张绿孔雀的相片，充分证明了新平县老厂乡、者竜乡及其周边地区确实是中国绿孔雀重要的分布区 7。

2017 年 3 月，生态工作者又在新平县和双柏县交界的河谷中亲自拍摄到了绿孔雀的身影。这些发现都表

明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区之外，也确实存在绿孔雀种群。而这些刚刚发现的保护区外的绿孔雀栖息地还没

来得及被系统调查，
就已面临水电开发、
道路修建等威胁，
有可能导致绿孔雀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
然而，
绿孔雀恐怕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因为这个珍贵的物种的种群数量已经极小且分布狭窄，属于极小种群物
种 8。任何一片栖息地的丧失都可能对绿孔雀造成灭顶之灾。拯救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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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 年 6 月 13 日，云南省红河上游石羊江及其支流河谷是绿孔雀最后的完整栖息地。© 易兰 / 绿色和平

为了进一步对绿孔雀的分布和保护现状进行分析，从而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提供依据，绿色和平

利用相关文献和研究者最新实地调查数据，结合过去十几年的森林变化数据和最新的卫星影像，对云南

省的绿孔雀分布区域和人为干扰做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相比于 90 年代绿孔雀在云南西部、南部的广

泛分布，
如今仅有红河流域上游干流的双柏县和新平县的石羊江及其支流是绿孔雀最后一片面积较大，
相对连续、完整的栖息地 9。绿色和平同时也利用最新的高清卫星影像和 10 年前的影像对双柏县和新

平县的绿孔雀栖息地的土地利用变迁进行了遥感对比分析，发现矿产开发、修路、水电站建设和蓄水带

来的河滩淹没、经济林种植等是绿孔雀栖息地主要的人为干扰因素。绿色和平还发现，甚至在恐龙河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一系列矿产开发和水电建设活动，涉嫌违法。

绿孔雀作为极小种群物种，其野外数量已不足 500 只。目前有保护状态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几经调界，

尚且存在违法开矿、修路的情况，保护力度极弱。而更多的绿孔雀栖息地都在保护区外，就更加处于无保
护状态，无法对抗各种开发建设需求。目前迫切需要对绿孔雀种群栖息地进行抢救性的调研工作，并以

此为基础明确划出其栖息地范围，严禁任何开发建设活动。对于保护区内现存的违法开发建设活动进行
专项整治，及时关停并进行生态修复。

目前各省正在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工作，红线一旦划定将按照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确保
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根据环保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2015》，除了目前已
有的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极小种群生境也应当被划入生态红线。我们希望云南省在划定自己的生态

保护红线时，能对绿孔雀这一极小种群物种进行生境调查，划出一条能确保绿孔雀长期生存的“红线”，
保住绿孔雀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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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孔雀栖息地变迁研究

绿孔雀栖息地变迁空间分析

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IUCN 红色名录列为濒危（EN）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入附录二
《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列为极小种群

绿孔雀在国际上种群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三个亚种中有一个可能已经灭绝，保护刻不容缓 10。在中

国，绿孔雀的分布仅限于云南。90 年代大概分布于云南 27 个县市，数量在 800-1100 只 11。这一数量到

2013 年左右已经下降到不足 500 只 12，且隔离为多个小种群。2017 年 5 月，在云南发布的首个省级生物
物种红色名录中，绿孔雀被评为极危 13。

由于对绿孔雀分布和种群数量的专题研究并不多，
尤其是近十年对这一物种的生存情况的调查十分缺乏，
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绿孔雀的生存现状。为此，绿色和平利用卫星影像和遥感技术，对云南省绿孔雀分

布区域做了初步分析。绿色和平选取了相关专家学者最新实地调查收集到的绿孔雀分布县市，对可能的

绿孔雀现在分布区域做了模拟并分析了这些区域近 15 年的植被变迁。结果显示，在 2001 年 -2015 年
这 15 年中，这些地区的天然林面积共减少了 85,619 公顷，相当于其天然林面积的 2.7%。其中天然林

减少比例 14 最小的 5 个县市依次为：南涧（0.44%），南华（0.58%），双柏（1.04%），永德（1.12%），

新平（1.16%）。空间分析结果显示，双柏县和新平县天然林受到人为干扰较少，且连片面积最大，可能
是绿孔雀目前最完整的栖息地。

图表 I

90 年代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与云南省林业厅合作进

行的绿孔雀分布专题调查。

绿孔雀大概分布于云南 27 个
绿孔雀在中国的分布图 (Fig·1 The range of Green Peafowl in China.)

县市，数量在 800-1100 只。

80 年代中期以前由分布的地区（regions in which Green Peafowl occured before the middle of 1980s）
80 年代中期以后由分布的地区（regions in which Green Peafowl occurs after the middle of 1980s）

一直有分布的地区（regions in which Green Peafowl occu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middle of 1980s）

? 当地群众反映有分布，尚待证实（regions in which local people said Green Peafowl occurs but need further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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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5年

怒江

绿孔雀栖息地县市

天然林减少比例分析

南华

保山

图例：
主要河流
0.438% - 0.577%

施甸
龙陵

南涧

昌宁

景东

陇川

禄丰

楚雄
双柏
峨山

永德

新平

0.578% - 1.037%

元江
景谷

1.038% - 1.171%
1.172% - 1.393%
1.394% - 1.721%
1.722% - 1.786%

墨江

红河

澜沧

1.787% - 1.925%
1.926% - 3.225%
3.226% - 6.317%
6.318% - 11.973%

图表 II 绿孔雀栖息地县市 2001-2015 年天然林减少比例分析 © 制图：绿色和平

数据来源：天然林数据 - 全国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森林减少数据 -Global Forest Watch/ Forest loss，行政区域和水系 -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2.2

绿孔雀栖息地主要人为干扰因素分析

目前认为红河流域上游干流的石羊江及其支流是绿孔雀最后一片相对连续、完整的栖息地。绿色和平对

这些区域十年的土地利用变迁进行分析，发现开矿、修路、水电站建设和蓄水带来的河滩淹没、经济林种

植等是绿孔雀栖息地主要的人为干扰因素。绿色和平的研究发现，这些人为干扰既有发生在自然保护区
甚至是核心区内的，也有发生在保护区外的。这些干扰破坏了绿孔雀栖息地的完整性，影响其觅食、繁殖

等生存需求，使原本就种群数量极小的绿孔雀生存环境更加窘迫。开矿、修路等活动带来植被的破坏，对
绿孔雀造成巨大干扰，水电站蓄水淹没的河滩使绿孔雀丧失求偶繁殖的场所，而经济林种植以及林种的

更替也会对绿孔雀及其栖息地带来大量的人为干扰。如此多持续不断的干扰因素使绿孔雀的生存四面
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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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保护区内的影响：矿产开发和小水电

云南楚雄州双柏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是现存绿孔雀种群密度和数量最大的栖息地。2007 年对保护区内
绿孔雀的研究显示，在石羊江和小江河峡谷有 53 只至 61 只绿孔雀分布 15。恐龙河保护区作为一个州级
保护区，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保护问题，工程项目开发是对该保护区带来影响最大的问题。该保护区管理

所谢以昌所长在 2016 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献中表示工程项目开发导致绿孔雀栖息地退化和丧失，恐龙河
保护区涉及大湾电站、小江河电站、阳太窝拖地铁矿、银洋矿业老石羊矿区等工程项目，因这些项目的开
发建设，对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使保护区面积由原来的 10 391 公顷缩减为目前的 9 521.4 公顷，共调
减了 869.6 公顷。这些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对绿孔雀的影响直接表现在：

1) 项目工地破坏林地植被、侵占绿孔雀固有栖息地，导致绿孔雀适宜栖息地进一步退化和丧失；
2) 施工作业产生的粉尘、噪音、灯光、震动及“三废”对绿孔雀繁衍生存产生影响；
3) 施工、运输道路的修建破坏植被，对绿孔雀的活动产生阻隔作用。16

绿色和平对保护区范围内 2017 年 4 月的最新卫星影像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的部分矿产开发和水电建
设工程项目甚至发生在已经调界后的保护区核心区的小江河河谷两岸，涉嫌违法。

绿色和平注意到，在 2017 年 5 月 8 日，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文给双柏县人民政府以及相关州直部

门 17，文件名称为《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双柏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通知》，通
知里提到，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规和政策，对检查发现的违法开发建设
活动进行专项整治。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开展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实验区内禁

止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生产设施。对不符合法规规定的建设项目，要坚决取缔，并恢复原状。对开
发活动造成生态破坏的，要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绿色和平希望双柏县在全面检查保护区内

的存在的开发建设活动后，按通知要求对社会公布检查结果。并严格对保护区内的破坏活动依法依规查
处并规划实施生态恢复方案。
一、 矿产开发

在小江河河谷北侧的保护区核心区中，在 2013 年后，由于双柏县银洋矿业的《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银

铅锌矿勘探》和《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铅锌银矿勘探》两个探矿项目，在核心区内修建了探矿道路、矿洞、
炸药库，严重违反《自然保护区条例》和《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图表 III 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业权人勘察开采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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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厂矿区在明清时有过民采，但解放后的基础地质调查显示该地找矿潜力有限，没有开展过系统的地

质勘查。
但在 2013 年，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313 队对该地的找矿勘查取得了新的进展。
截至 2015 年 4 月，
已新增银 748 吨，铅 24 万吨，伴生锌 1 万吨，使其矿床规模达到了中型，且远景资源量有望达到大型或
18
超大型。

双柏县银洋矿业于 2013 年下半年通过探矿权转让的方式取得了石羊场的两个探矿权 19、20，同时，该项目
也是 2012 年双柏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一 21。

2017 年 6 月 14 日。在进入矿山的途中，并列树立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告示牌和银洋矿业有限公司（石羊矿山）的指路牌。© 绿色和平

2017 年 6 月 14 日，银洋矿业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探矿而修建的道路、矿井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也对绿孔雀的适宜生
境造成了严重破坏。©Aaron/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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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洋公司的两个探矿权和保护区位置关系
图例：
恐龙河保护区核心区
恐龙河保护区实验区
探矿权：
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铅锌银矿勘探
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银铅锌矿勘探
数据来源：
保护区边界：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探矿权边界：全国矿业权人勘察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2006年保护区内水电站区域遥感影像

2017年保护区内水电站区域遥感影像

通过空间分析，绿色和
平确认这两个探矿权和
恐龙河保护区核心区大
面积重合。
而通过遥感分析，在取
得探矿权后，该公司先
后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内实施了一系
列的矿业开发活动，其
中包括了修建道路，挖
掘矿洞，和设立炸药库。
图表 IV 银洋公司两个探矿权和保护区位置关系以及遥感影像分析 © 制图：绿色和平

探矿设立的炸药库
2013年后新修建的
探矿道路和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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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自然保护区条例》
和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的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法
律允许的个别例外情形除外）。
保护区核心区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而银洋矿业在恐龙河保护区核心区
所进行的矿业开发涉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对保护区核心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云南省相关职能部门也认识到了该矿的违法违规行为，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云南省国土资源
22
厅关于勘查实施方案评审结果的公告》中，这两个探矿权的状态是延续但缩小勘探范围。

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铅锌银矿勘探实施方案

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银铅锌矿勘探实施方案

双柏银洋矿业有限公司

双柏银洋矿业有限公司

T53120081102018790

T53120091102036056

延续、缩小勘查范围

延续、缩小勘查范围

图表 V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勘查实施方案评审结果的公告》中关于银洋矿业两个探矿权的评审结果

通过

通过

在两周后的 12 月 26 日，双柏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组织县级国土、水利、林业、电力、经信、环保等部门相关
人员就双柏银洋矿业有限公司石羊厂铅银矿勘探等项目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召开现场工作会，并
集中在县环保局会议室召开了双柏县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改工作会议，安排部署违法生产企业依法
关闭、整改工作。23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业权人勘察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24 的查询，银洋矿业所有的这两个探矿权已经

分别在 2017 年 2 月和 3 月到期，并没有延续。这个现状令人暂时松了一口气。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
环保执法的力度加大，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开发的资金紧缺。绿色和平的现场调查也表明在恐龙河
保护区中矿业活动目前处于暂停的阶段。

2017 年 6 月 17 日。云南省双柏县境内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银洋矿业在山体上留下的矿井和倾倒废渣。© 李玮 /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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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孔雀栖息地变迁研究
保护区内的影响矿产开发和小水电

然而银洋矿业究竟是否会彻底关停并进行生态修复还不得而知。
绿色和平希望双柏县严格按照州政府要
求，在保护区违法开发建设专项整治中彻底关停保护区内的矿产开发，并按通知要求对社会公布。

最后，这个案例最令人不解的是，绿色和平在桌面调研中还发现了早在 2010 年楚雄州林业局在到双柏检
查工作时就首先到恐龙河州级保护区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老石羊一线及阳太窝拖地查看了保护区资源
情况及保护区管护情况 25，而仅仅过了几年，这两处保护区中绿孔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竟然都开始了

矿产项目的招商和实施。26 在矿产开发的利益相关方眼里，这里的金山银山无疑要比绿孔雀赖以生存的
绿水青山更为重要。

二、 小水电

在小江河河谷南侧，有两条为小水电工程配套的道路修进了恐龙河保护区，其中一条在核心区。这些宽
约 5-6 米道路，西向联通了小江河一二级电站和疑似小江河新的电站建筑，东向联通了保护区外的现存
道路 , 涉嫌违法。

2017 年 6 月 17 日，通向小江河新建的电站建筑的道路穿越了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李玮 /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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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江河新建电站和道路与保护区位置关系
图例：

恐龙河保护区核心区
恐龙河保护区实验区

数据来源：
保护区边界：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06年保护区内水电站区域遥感影像

2017年保护区内水电站区域遥感影像

小水电工程建筑
在保护区核心区和
实验区内新建的道路

在小江河河谷南侧，有两条为小水电工程配套的道路修进了恐龙河保护区，其中一条在核心区。然而这些宽约5-6米道路，西
向联通了小江河一二级电站和小江河二级电站的附加工程，东向联通了保护区外的现存道路, 涉嫌违法。
图 VI 2017 年 6 月 17 日。云南省双柏县境内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银洋矿业在山体上留下的矿井和倾倒废渣。© 李玮 / 绿色和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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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关于水电涉嫌违法的发现并非孤例。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从成立以来，已经因为当地经济发展

被调整三次，现在保护区面积仅为最初建立时面积的 91.6%27。2008 年，为了大湾电站建设，保护区核

心区被调减了 655 公顷。2010 年，为了小江河一、二级水电站的建设，保护区再次将其核心区的一部分
调整出去，造成了绿孔雀和水电施工”比邻而居“。于是在《小江河二级电站公示简本》中竟然出现了这

样的字眼：
“厂房为绿孔雀的活动区，禁止施工人员捕杀野生动物。”小江河一二级电站就在这样跟绿孔

雀“亲密接触”中进行着施工建设，施工的噪音、粉尘和废弃物等对绿孔雀的干扰可想而知。2017 年，国
内环保组织和生态工作者又在小江河河谷发现了另一个小水电工程正在施工，这一建筑紧邻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也正是我们从卫星图片上所见的保护区内道路所通向的终点。虽然该工程可能并不在已经调
界后的保护区内，但为其配套的道路却横穿了保护区的核心区。

2017 年 6 月 17 日，云南

省双柏县小江河新建电站
的废弃配套设施。

© 肖诗白 / 绿色和平

2017 年 6 月 17 日，小江河新建电站建筑位于石羊江的支流小江河河谷中，

虽然该建筑只是和保护区接壤，但与其连接的道路横穿了保护区核心区。© 李玮 /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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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保护区外的影响：大水电和经济林种植
一、 大水电

除了恐龙河保护区内的小江河河谷，绿色和平根据历史卫星影像的分析，恐龙河保护区北侧的双柏县的
礼社江河谷和东侧的新平县石羊江河谷和的生境保存得较为完好，特别是石羊江河谷，由于基本没有道
路的干扰，从石羊江大桥到大湾电站这段约五十公里的干流人迹罕至，河谷两岸中低海拔的植被大部分

未受侵扰。这些保护区外的河谷雨林也是绿孔雀的栖息地。
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1995 年的文章中，
也建议保护区外的“双柏、新平等市县境内的礼社江（石羊江）、马龙河、太和江（绿汁江下游）流域”作
为绿孔雀栖息地应该被保护起来 28。

2017 年 6 月 17 日，俯瞰云南省新平县至双柏县境内的河谷，这里至石羊江上游源头的河谷是中国绿孔雀最后而且最完整的生存
环境。© 李玮 / 绿色和平

然而，在这片水量并不丰富的河谷区域，新的梯级水电站还在不断建设。2015 年，大湾电站的建设淹没

了礼杜江河谷的大片河滩，
2017年，
位于石羊江河谷尾端的戛洒江一级电站又在大搞施工，
根据其环评报告，

在其完工后，将会淹没上游石羊江和绿汁江部分河滩和河谷低海拔森林。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电站的建设，
绿孔雀的最后且最好的栖息地正在逐步破碎和消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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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8 日，俯瞰云南省新平县戛洒江一级电站施工现场。电站修建对山体和河谷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 李玮 / 绿色和平

2017 年 6 月 17 日，俯瞰云南省新平县戛洒江一级电站施工现场。

电站完工后将会淹没上游石羊江和绿汁江部分河滩和河谷低海拔森林。© 李玮 /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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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7 日，云南省新平县戛洒江一级电站施工现场。

电站对山体的破坏、施工现场噪音以及完工后蓄水等人为侵扰因素都将对绿孔雀等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造成威胁。© 肖诗白 / 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利用现场的航拍照片和国际上普遍使用的 STRM 高程数据模拟了戛洒江一级电站正常蓄水后的

淹没区域。从这些图片上可以看出，在戛洒江一级电站达到正常蓄水位（675 米）后，石羊江河谷的大面积
河滩和河谷两岸保持完好的森林将会被淹没，而这些正是绿孔雀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 VII 蓝色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正常蓄水后的模拟石羊江河谷和小江河河谷淹没区域 © 制图：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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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孔雀体型较大，开屏求偶都需要较为开阔的生境。而在云南的深切河谷中，河谷中山势陡峭，这些开阔

的沙滩就成为绿孔雀开屏、求偶、觅食的理想场所。此外，作为雉类，绿孔雀需要在沙子中洗澡（沙浴）来
保持洁净。河谷中沙滩上和鹅卵石的缝隙中会生活很多昆虫的幼虫，比如一些脉翅目昆虫的幼虫，是绿

孔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另外在红河中上游河谷的绿孔雀栖息地，
其季雨林内较为高大的乔木
（胸径较粗）
经常沿着河谷生长在河水的消落带之上（沿着岸边生长）。这些大乔木是绿孔雀重要的夜宿地（绿孔雀通
常选择胸径较大，周围空旷的大乔木作为其夜宿地）。同时，河岸边多生长着各种榕属植物，例如聚果榕

（Ficus racemosa ）等。这些榕属植物的果实是绿孔雀重要的食物来源。河滩和河谷两岸季雨林的淹没
无疑对绿孔雀觅食、繁衍等生存需求造成重大威胁。
二、经济林种植

在绿色和平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双柏县和新平县的经济林正在大面积地更替为目前市场收益更高的橙

树种植林。在更替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林被大面积皆伐，并伴有整地等大量人为活动，有专家学者认为
这些活动也会对绿孔雀及其栖息地带来负面影响。

2017 年 6 月 18 日，云南省新平县戛洒江沿江山脊上，天然林和更新的人工经济林对比。经济林大面积更新也是绿孔雀栖息地主
要的人为干扰因素之一，破坏绿孔雀栖息地的完整性，影响其觅食、繁殖等生存需求。© 李玮 /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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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由于资源过

度利用、栖息地破坏、生境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等因素，使众多珍稀物种数量减少、
种质资源流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29。要扭转这一趋势，需要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消除这些威

胁物种生存的不利因素。目前正在进行的生态红线划定工作或许能为物种栖息地的保护提供机会。

2017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规定全国各省要在 2018

年底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在 2020 年勘界定标，基本建立起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这是推进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建设生态文明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将生态功能重要区
域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红线进行管制，能够保护良好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有效弥补目
前自然保护区等保护措施对物种保护的不足。根据环保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2015》，对于极

小种群，应“采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可能分布范围，结合物种实际分布情况最终划定确保物种长期存活
的保护红线。”

对于绿孔雀来说，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并未能完整覆盖其栖息地。同时，保护区的调整在州政府即可被顺

利地通过以让位于水电、矿产等开发项目。保护区外的绿孔雀栖息地更是”法外之地“处于保护空白。这

样的保护现状和力度无疑很难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也很难与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行
动相匹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可复得，人类将永远失去绿孔雀。

2020 年，中国将首次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2020 年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到期的一年，

预计各国将在北京对其各项目标的进展进行回顾。爱知目标第 12 条规定，
“到 2020 年，防止已知濒危
物种免遭灭绝，且其保护状况（尤其是其中减少最严重的物种的保护状况）得到改善和维持。”绿孔雀作

为极小种群物种，不仅是云南的旅游名片，对于维持全球绿孔雀物种种群数量也具有关键意义。中国作

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办国，更应拿出具体的措施使绿孔雀等濒危物种免遭灭绝。
希望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对绿孔雀的抢救性生境调查，借由目前正在进行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将其

栖息地纳入生态红线，禁止不合理开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希望云南省能划出绿孔雀的“生命红线”
，
保存这些绿水青山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为绿孔雀留出生存繁衍的自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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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7 日，云南省新平县俯瞰石羊江。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修建之后的蓄水将淹没这片中国仅存绿孔雀的栖息地的河滩和临近的原生植被。© 肖诗白 / 绿色和平

附录

1. 极小种群物种

极小种群物种是指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断分布，长期受到外界因素胁迫干扰，呈现出种群退化和数量持

续减少，
种群
（population）
及个体
（individual）
数量都极少，
已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的最小生存种群
（MVP）
，
而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极小种群物种具有种群数量小、分布生境狭窄、人为干扰严重、濒
临灭绝的特点。
《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 生态保护红线

2017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规定全国各省要在 2018

年底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在 2020 年勘界定标，基本建立起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各省要按生态
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与脆弱性划定红线并落实到国土空间。除了已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等各类保护地，还有大量保护地以外的生态空间，它们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或属于生态敏感
或脆弱区域，生态红线的划定为这样的区域提供了保护的契机。绿孔雀作为极小种群物种，其栖息地理
应作为生态重要区域被划入生态红线。一旦划入，将按照禁止开发区的要求进行管控，确保红线区生态
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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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保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2015》关于极小种群的规定
7.4 其他

其他未列入上述范围、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包括生态公益林、重要湿
地和草原、极小种群生境等。

8.1.4（3）依据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评估与分级结果，将生物多样性极重要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针

对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区的国家一、 二级保护动植物、极小种群以及未纳入保护名录的其他珍稀濒危
物种，采用 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可能分布范围，结合物种实际分布情况最终划定确保物种长期存活的
保护红线。

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二十七条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因科学研究的需要，
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
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

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5.《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
因科学研究确需进入的，应当经同级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建设与保护无关的任何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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