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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县、康定县、九龙

县和雅安市的石棉县。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1°29ˊ—102°12 ˊ，北纬 29°01

ˊ—30°05ˊ之间，总面积为 409143.5hm
2。 

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海螺沟景区位于贡嘎山东坡，幅员面积

906.13 平方公里，由海螺沟、燕子沟、磨子沟、南门关沟、雅家埂、磨西台地

六个景区组成，拥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

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唯一的“冰川森林公园”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等多项顶桂冠，是“蜀山之王”贡嘎山的问鼎画卷和令人神往的“香巴拉门户”。 

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于 1988 年 8 月设立，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7 年 12 月设立， 2015 年 2 月批准成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2017 年 2 月批

准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海螺沟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为了更好的发挥景区的

宣传教育功能，展示保护区的资源保护成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川

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海螺沟景区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 

在 2017 年的环保督查工作中，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自然保护区专项督察突出问题整改总体推进方案>的

通知》（川委厅〔2017〕44 号）、《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的通知》（川环督办函〔2017〕126 号）和省住房

与城乡建设厅《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问题整改联席会议

纪要》（第 106 号）、《贡嘎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开问题整改实施专题会议纪要》

（第 109 号）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贡嘎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实际，按照“拆除一批、生态恢复一批、联合认定一批、整顿规范一批”

的原则，制定《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问

题整改实施方案》，并报省级联合审查小组，对省州督察督办和自查自纠的 68

个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对于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的项目，在编制环境、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综合评估报告后，报

省级联合审查小组会审认定。 

2018 年 4 月 4 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旅游开发问题整改成果认定的意见》[2018-325 号]原则同意《贡嘎山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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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问题整改实施方案》，同意保留

部分旅游设施。2019 年 5 月 16 日，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中央环保督

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涉林草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2019-11 号]，对于

涉及保护区试验区项目旅游类问题中保留类，海螺沟景区所涉及贡嘎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项目与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项目重叠，环保督察整改后，四

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了同意保留的文件。项目在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并要求项目业主积极与县、州、省相关部门对接， 

2019 年 12 月底前依法取得林业行政许可等重要资料，确保该项目依法依规保留。 

在接到环保督查整改通知后，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积极作为

解决相关问题，要求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国

家和省级林业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工程申请进入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

的行政许可时，必须提交工程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报告。为此，

甘孜州雪域温泉山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编制四川省

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四川贡嘎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报告。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接受委托以后，

于 2019 年 5~9 月组织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涉及自

然保护区区域及沿线周边范围进行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按照《自然保护区雪域

温泉二期改建工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LY/T 2242-2014）的技术要

求，于 2019 年 12 月编制形成本报告，形成如下评价结果： 

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位于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位于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海螺沟景

区内，总占地面积 0.7837hm
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0.00019155% ，全部为永久占

地，土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和林地。由于项目地点位于景区道路旁和保护区的边缘，

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熊猫、川金丝猴、云豹、雪豹、豹、林麝、高山麝、羚牛

不在本区域繁殖和活动，项目运营对其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基本不直接造成影

响；项目距离大雪山系贡嘎山较远，也不会对以大雪山系贡嘎山为主的山地生态

系统造成破坏；项目对保护区植物物种及植被类型没有明显的影响，不会有植物

物种和植被类型消失，不会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产生影响。项目对动物资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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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对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影响较小，项目对景观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 

对项目运营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业主方严格按照本报告所提出的“保护和

管理措施”进行运作，并将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工程运营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可得

到较好的控制，使不利影响程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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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雪域温泉（海螺沟一号营地）改建工程与自然保护区区位关系图 

附图 4  影响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图 5  雪域温泉（海螺沟一号营地）改建工程工程总平面图 

附图 6  建设项目工程拐点图 

附图 7  野外调查样线、样方分布图 

附图 8  影响评价区植被分布图 

附图 9  影响评价区保护动物分布示意图 

附图 10  影响评价区保护植物分布示意图 

附图 11  影响消减措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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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项目背景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

涉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泸定县、九龙县和雅安市的石棉县，保护区幅员

面积为 409143.5hm
2，所辖三县一市均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近年来，随着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假日经济的刺激、国人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旅游综合环境

的不断改善，使得休闲旅游越来越受到国内及国际的关注。与此同时，甘孜州海

螺沟景区也因为良好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的自然文化景观使得国

内外的人们对到海螺沟旅游度假充满热情。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海螺

沟景区是川西旅游线重要的节点和枢纽。发展独特的文化旅游产业，必须要建立

更加完备的相关配套设施，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雪域温

泉二期改建工程是配合我国十二、三五规划对康巴文化和木雅文化旅游的配套支

持。 

在 2017 年的环保督查工作中，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自然保护区专项督察突出问题整改总体推进方案>的

通知》（川委厅〔2017〕44 号）、《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的通知》（川环督办函〔2017〕126 号）和省住房

与城乡建设厅《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问题整改联席会议

纪要》（第 106 号）、《贡嘎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开问题整改实施专题会议纪要》

（第 109 号）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贡嘎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实际，按照“拆除一批、生态恢复一批、联合认定一批、整顿规范一批”

的原则，制定《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问

题整改实施方案》，并报省级联合审查小组，对省州督察督办和自查自纠的 68

个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已拆除项目 20 个，对于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贡嘎

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项目，在编制环境、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综合评估报告后，报省级联合审查小组会审认定。 

2018 年 4 月 4 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旅游开发问题整改成果认定的意见》[2018-325 号]原则同意《贡嘎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问题整改实施方案》，同意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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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2019 年 5 月 16 日，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中央环保督察及“回

头看”反馈意见涉林草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2019-11 号]，对于海螺沟景

区所涉及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项目与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项目

重叠，环保督察整改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了同意保留文件。在中央

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并要求项目业主积极与县、州、

省相关部门对接，按程序依法取得林业行政许可等重要资料，确保该项目依法依

规保留。 

2017 年 2 月 24 日，海螺沟景区被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评

定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成功后，每年景区游客增加较

大，如果本项目建成投入运营，也能为当地少数民族民众解决部分就业的机会，

为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和脱贫攻坚做出了贡献。 

1.2 任务由来 

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位于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国家环

保总局《关于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

林业局 2004 年第 3 号公告、四川省林业厅 2006 年第 1 号公告要求和四川省林业

厅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中《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特定活动（B 类）》

（2009 年 5 月）的要求，在提出进入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建设设施的行政许可申

请时，必须提交建设工程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报告。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涉林草

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2019-11 号]，对于涉及海螺沟景区所涉及贡嘎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项目与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项目重叠问题，环保督察

整改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了同意保留的文件。对于该项目在中央环

境保护督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并要求项目业积极与县、州、省

相关部门对接，依法取得林业行政许可等重要资料，确保该项目依法依规保留。 

为了尽快落实环保督查的要求，甘孜州雪域温泉山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编制该项目对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影响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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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接受委托以后，于 2019 年 5~9 月组织专家及专业技

术人员深入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

游基础设施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涉及自然保护区区域及沿线周边范围进行实

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并于 2019 年 12 月底形成本报告。 

1.3 评价目的 

自然保护区内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是为自然保护

区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时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主要目的包括： 

（1）预测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建设期和运营期可能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

样性造成的影响；由于本项目主体建筑已经建设完成，主要根据现状评估其运营

期的影响； 

（2）提出减缓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措施和建议； 

（3）提高建设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明确其保护责任。 

1.4 评价工作的组织和实施过程 

1.4.1 评价时段 

评价时段主要为施工期和运营期。 

1.4.2 主要参与人员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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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调查人员分工表 

参与人员 职称及专业 负责内容 主要工作内容 

尤继勇 
高级工程师 

生态学 
项目负责人 

全面负责报告的编制，主持项目调查，

负责人员协调和工作安排，召集项目咨

询会和工作讨论。 

鄢武先 
研究员 

森林培育 
报告技术负责人 

对报告质量总体把控，为报告技术负责

人，负责文本统稿。 

张小平 
教授级高工 

森林培育 

负责统稿、自然资源、

威胁因子调查与评价， 

负责统稿、自然资源、威胁因子调查与

评价。 

干少雄 
高级工程师 

植物分类学 

负责植被、景观调查与

评价内容，并负责评价

报告。 

负责植被、景观调查与评价内容，并负

责评价报告制图。 

杨育林 
高级工程师 

森林保护 

外业调查负责人，负责

项目相关资料收集。 

负责外业调查的实施、与地方部门的衔

接，同时承担保护区概况等资料收集与

整理。 

刘 洋 
研究员 

动物学 

负责兽类调查与评价内

容 

负责兽类外业调查、资料分析与评价相

关工作。 

唐明坤 
研究员 

鸟 类 

负责鸟类调查与评价内

容 
负责鸟类调查与评价内容。 

李佳泳 
工程师 

森林经理 

负责植物植被调查与评

价 

负责植物植被的外业调查、资料分析与

评价相关工作 

魏宗华 
高级工程师 

森林经理 

负责植物植被分类调查

与评价 

负责植被的外业调查、资料分析与评价

相关工作 

刁元彬 
工程师 

两栖爬行类 

负责两栖爬行动物调查

与评价内容 
负责两栖爬行类调查与评价内容。 

张 好 
工程师 

地理信息系统 
负责评价报告制图。 负责评价报告制图。 

1.4.3 时间安排 

本项目实施的时间安排见表 1-2。 

表 1-2 项目时间进度表 

项目实施阶段 工作内容 

2019.4-2019.5 前期协调阶段 

2019.5-2019.9 外业调查及收集相关资料阶段 

2019.10 资料及调查数据整理阶段，补充野外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报告编写 

2019.11-12 报告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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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原则、依据和方法 

2.1 评价原则 

（1）科学性：以保护生物学、生态学和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结合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行业规范，选取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指标；根据采集到的基

础数据和相关专家的专业知识，预测项目运营期对各项评价指标可能产生的影响； 

（2）客观性：采用现有的相关学科理论和技术，系统、准确地评价生物多

样性受影响的真实情况，尽量克服各种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要考虑到

学科发展的局限性； 

（3）全局性：综合考虑保护与发展的双重需求及其内在联系，合理地预测

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的潜在变化，服务于各级政府的战略管理

和决策需求； 

（4）可操作性：采用易于获取或预测的关键指标和参数，并提供相应的参

数测定技术，避免技术复杂、过程冗长、短期内难以准确测定的指标。 

2.2 评价依据 

2.2.1 法律、法规及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简称《森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7.2）；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12.25）；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7.2）； 

（7）《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6.26）；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12.7）； 

（9）《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10.7）；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10.7）； 

（11）《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11.1.8）； 

（12）《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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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9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14）《关于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1999〕172 号）； 

（15）《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6〕28

号）； 

（16）《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17）《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2001~2050

年）》； 

（18）《四川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10）； 

（19）《四川省生态功能区划》（2006.9）；  

（2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8）； 

（21）《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03.2.21）； 

（22）《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90.3）。 

2.2.2 规程、规范及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制》（GB12523-2011）； 

（5）《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08）； 

（6）《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2008）；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9）《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类型划分》（LY/T 1725-2008）； 

（10）《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 

（11）《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HJ/T129-2003）； 

（12）《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LY/T 1820-2009）； 

（13）《土地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 

（14）《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LY/T 

224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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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相关技术成果资料 

（1）《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2010 年）； 

（2）《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8-2029 年）》（2018 年）； 

（3）《甘孜州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 年）。 

2.3 调查与评价方法 

2.3.1 调查方法 

按照《自然保护区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LY/T2242-2014）章节 6.2 中所列自然保护区或评价区生态现状调查内容及调

查方法进行。 

2.3.1.1 景观调查 

在已有的相关调查研究成果基础上，以 2019 年卫星影像图为工作用图，采

用线路调查和主要景观地段重点观测相结合，区划记录评价区不同自然景观类型

（景观类型划分依据 GB/T18972）的范围、特征，分析景观和生态系统类型、景

观类型面积变化、斑块数量等。 

2.3.1.2 植物及植被调查 

（1）植物多样性 

野生植物多样性调查限于维管植物，重点是种子植物；保护植物和珍稀濒危

植物的范围包括菌类和维管植物。在项目规定的调查范围内不同海拔、不同区域

设置样线，记录样线上的物种。主要调查植物的种类、多度、生境特点、国家和

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省级特有的植物种类、数量、分布特点和生境信息等。

调查方法采用实地调查辅以资料检索，实地调查采用样线法。 

野生植物样方调查按表 A.1 格式记录，样线调查按表 A.2 格式记录。物种鉴

定依据《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四川植物志》和 Flora of China。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还要记录经纬度、海拔、生境和种群数量。名录的确定还参考

了相关区域历年发表的植物多样性和植被的专著和论文。 

（2）植被 

植被调查采用样线法与样方法。样线调查采用目测法，调查时根据森林、灌

丛、草本植物群落的优势种（建群种）确定群落类型，现地在 1:5 万地形图上勾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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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调查中，在重点调查区域各类植物群落中均要抽取样方，在一般调查区

域沿样线随机抽取样方。调查内容为群落的基本特征，包括以群系为描述单位的

植被类型、群落外貌、结构、优势种、郁闭度、群落微生境特点等。样方分成森

林、灌丛和草本植物群落三种类型，其大小一般分别为 20m×20m、5m×5m 和

1m×1m（高大草本植物群落为 2m×2m），或根据实地地形条件确定。样方数量一

般≥3 个。植物群落调查样方按表 A.1 格式记录。 

（3）陆生植物群落生物量 

森林生物量参考《四川森林》、以及针对不同林分生物量的研究成果等专著

和论文，通过现场测量乔木胸径、树高等指标，最后计算出生物量。 

灌丛和草本植物群落生物量在现场采用收割法进行实测，方法是收割灌丛和

草本植物群落标准样方内所有植物地上部分，称重，以收割的全部植物鲜重作为

生物量实测值。分析时记录群落名称、抽样面积和实测生物量。 

（4）调查样线、样方布置 

评价区海拔跨度为 2640 ~ 4850m，本次评价野外调查沿评价区内主公路设置

调查主样线，在主样线一侧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支样线，支样线的起点与主样线汇

合。主、支样线贯穿整个评价区域的主要植被类型。本次调查共计设定了 3 条调

查样线、8 个调查样方，基本涵盖了评价区的主要植被和生境类型。 

动物和植物调查样线基本相同，记录发现的动物、植物种类，在典型植物群

落设置样方，调查植物群落结构特征。样线、样方信息见表 2-1 和表 2-2。 

表 0-1 评价区调查样线信息汇总表 

编号 

起点 止点 

长度（m） 海拔 

（m） 
经度 纬度 

海拔 

（m） 
经度（°） 纬度（°） 

1 1992 
102° 4' 

53.639" E 

29° 36' 

20.639" N 
3412 

101° 59' 

16.762" E 

29° 34' 

45.293" N 
12894 

2 2778 
102° 1' 

43.161" E 

29° 35' 

21.725" N 
2835 

102° 1' 

11.520" E 

29° 35' 

43.649" N 
1178 

3 3112 
102° 0' 

17.509" E 

29° 34' 

46.335" N 
3249 

101° 59' 

28.926" E 

29° 34' 

3.486" N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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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评价区调查样方信息汇总表 

编号 地 类 海拔（m） 
地理坐标 

经度 纬度 

1 灌木林地 2091 102° 3' 59.815" E 29° 36' 12.554" N 

2 乔木林地 2286 102° 2' 59.270" E 29° 35' 47.730" N 

3 乔木林地 2510 102° 2' 15.076" E 29° 35' 25.229" N 

4 乔木林地 2890 102° 0' 47.224" E 29° 34' 47.514" N 

5 灌木林地 3009 101° 59' 46.589" E 29° 34' 34.111" N 

6 特殊用地 2677 102° 1' 37.429" E 29° 35' 22.553" N 

7 乔木林地 2892 102° 1' 17.788" E 29° 35' 36.323" N 

8 灌木林地 2941 101° 59' 41.831" E 29° 34' 8.667" N 

详细情况见附表植物样线、样方调查表。 

 

2.3.1.3 生态系统调查 

保护区范围的生态系统调查采用资料检索的方法确定保护区的生态系统类

型、分布情况；评价区域的生态系统类型调查采用室内和室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室内进行遥感界以判读，再通过室外样线调查确定遥感解译地块的具体属性体征，

进而确定评价区域的生态系统类型、分布。 

2.3.1.4 野生动物调查 

调查方法采用实地调查辅以资料检索和社区居民访谈的方法，实地调查采用

样线法。样线长度以一个或两个工作日计算，样线调查时穿越不同的生境，尽量

调查在不同生境内生活的动物物种种类。在样线上记录动物种类、数量、海拔、

生境等信息，对珍稀特有物种应用 GPS 进行定位，在样线上填写《野生动物样

线调查记录表》。对常见的大型兽类和鸟类需采用访问的形式进行补充。 

2.3.1.5 主要保护对象调查 

采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访问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保护区及评价区域内的主

要保护对象，同时本次野外进行了部分补充调查。 

2.3.1.6 生物安全调查 

结威胁生物安全因素的调查主要采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其中自然灾害发生情况通过收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确定；森林火灾和人为活

动影响通过样线和样方调查、实地走访及工程建设报告进行确定。 

2.3.1.7 社会因素调查 

通过访问、访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等方式，调查记录保护区管理人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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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管理人员、涉及的村寨居民对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的态度。 

2.3.2 评价方法 

在完成野外调查、数据整理和相关资料分析后，结合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

根据《自然保护区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LY/T2242-2014）中表 B.1 规定的评分标准评定各项指标的影响程度，再综合

得出最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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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保护区概况 

3.1 建设与管理概况 

3.1.1 自然保护区建立及晋级过程 

（1）1996 年 3 月甘孜州人民政府批准贡嘎山为州级自然保护区，同年又升

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2）1997 年经国务院以国函〔1997〕109 号文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2003 年 8 月，甘孜藏族自治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关于设立甘

孜藏族自治州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批复》（甘编发〔2003〕27 号）

确定保护区管理机构为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4）2000 年 12 月，石棉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以《关于同意设立贡嘎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石棉县管理处的批复》（石编发〔2000〕4 号），同意在石棉县设立

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棉管理处；2005 年 6 月，石棉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以《关

于成立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棉管理处机构级别和人员编制请示的批复》（石

编发〔2005〕10 号），确认机构为科级机构。 

3.1.2 自然保护区类型 

根据《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14529―93），贡嘎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为同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中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以及野生生物类

中的野生动物类型和野生植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3.1.3 主要保护对象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高山生物多样性及多元生态系统为主，

主要保护对象为： 

（1）以大雪山系贡嘎山为主的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区内的森林、草地、湿地、

高山流石滩、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类型。 

（2）大熊猫、川金丝猴、云豹、雪豹、豹、林麝、高山麝、羚牛等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以及红豆杉、南方红豆杉、独叶草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3）以海螺沟为代表的低海拔现代冰川。 

3.1.4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2003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甘编发〔2003〕27 号”文

确定保护区机构为“甘孜藏族自治州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甘孜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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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州林业局直属的全民所有制副县级事业单位，下设保护科、综合科，在康

定、泸定、九龙 3 县设立管理处，核定事业人员编制 20 人。2000 年 12 月，石棉

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以“石编发〔2000〕4 号”文批准在石棉县设立贡嘎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石棉管理处，核定事业人员编制 37 人；2005 年 6 月，石棉县机构编制委

员会以“石编发〔2005〕10 号”文，确定石棉管理处为科级机构，性质为事业单位，

人员编制不变。 

贡嘎山保护区地跨两市、州，四个县，即甘孜州康定、泸定、九龙，雅安市

石棉县。批准编制 57 人，现有在岗人员 53 人，其中研究生 4 名，本科生 12 名，

专科 5 人，专业主要是林学和园林。 

3.2 自然地理概况 

3.2.1 地理位置与范围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横断山系的大雪山中

段，位于大渡河与雅砻江之间。行政区划涉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泸定县、

九龙县和雅安市的石棉县。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1゜ 29 ˊ—102゜10 ˊ，北纬 29゜

01ˊ—30゜08ˊ之间。根据上期总规，保护区范围南北长 117.5km，东西宽 70.2km，

总面积为 409143.5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225105.0 公顷、缓冲区面积 67702.6 公

顷、实验区面积 116335.9 公顷。。主峰贡嘎山山势巍峨雄伟，海拔 7556 m，不仅

是“蜀山之王”，也是青藏高原东部的最高峰和东亚地区的第一高峰，以贡嘎山为

中心的大雪山脉以及东段横段山区，是我国西部和长江上游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 

3.2.2 地质 

保保护区地处甘孜-理塘结合带南段、稻城弧形构造的转折部位，底层区划属

巴彦喀拉地层区、玉树-中甸地层分区。出露最老地层为震旦-寒武系，之上发育有

上二叠统和三叠系，其间的奥陶系-下二叠统不明。三叠系在保护区广泛分布，总

体属造山带浅变质火山-沉积岩系，变形改造较为强烈，但变质程度不高。地质体

（岩片）多数成层有序，由东南到西北，出露地层有依次变新的趋势，并由上二

叠统和三叠系构成较完整的沟、弧、盆体系格局。第四系主要沿沟谷和山麓地带

分布，成因类型以冰和冲洪积为主，堆积地貌形态则主要表现为堤状、阶状和扇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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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地貌 

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山势巍峨雄伟，呈南北走

向。群峰簇拥中的贡嘎山主峰海拔 7556m，终年为冰雪覆盖，四周海拔 6000m 以

上高峰达 45 座，海拔 5000m 以上的极高山区占贡嘎山保护区面积的 1/6，由它们

构成了横断山脉的极高山区。 

保护区地质构造处于青藏（微）板块与扬子板块的交接带，境内东北向和西

北向两组断裂发育，并彼此交织形成一菱形断块。本区地貌格局深受大地构造的

控制，青藏板块与扬子板块的挤压，以及新构造运动强烈的差异性断块抬升，形

成了区内山脉河流的相向排列和南北走向，并造就了本区以高山峡谷为主的地貌。 

贡嘎山主脊线将这一地区分成了在地质构造、岩性和地貌形态都有显著差异

的东西坡。东坡因更接近两大板块交接带，加之大渡河急流的下切作用，形成了

岭谷高差大而陡峭的地貌。从主峰至磨西河口直线距离仅 30km，相对高差竟达

6466m；西坡亦属青藏高原的一部份，地壳抬升远胜于东坡，基面海拔高，河流

下切作用已较东坡弱，除部分高山峡谷外，多呈残山延绵的高原地貌，相对高差

多在 1000m 左右。 

山体高差大以及东西坡高差各异的特点，不仅构成了本地区明显而完整的山

地自然垂直带谱，同时也造成了东西坡垂直序列的差异。 

此外，因贡嘎山地区现代冰川的广泛发育，冰雪侵蚀与寒冻风化作用强也是

本区地质的另一大特点。 

3.2.4 气候 

保护区属温带高原气候，气候变化较大，每年 6-10 月为雨季，11 月至翌年 5

月为旱季。年降水量 800-900mm，多集中在 7、8、9 三月。夏季云量大，日温差

也大，在海拔 6000m 以上有时气温可达-20℃。旱季里天气晴朗，比同纬度其他地

区还要温和，一年里气温最高是 4、5 月份。 

贡嘎山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但因青藏高原的隆起，高耸于对流层中的

巨大山岭对气流的阻挡，影响并改变了环流形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气候类型。

由于该区的大气降水受控于西南季风、东南季风和西南风气流，因此年度中形成

了干季，气候冷、燥，天气晴朗而日照强烈，日温差大，而第二年 4 月出现雨水

增多，气候湿热，局部地区多雷雨、冰雹、大风的湿季气候。 

贡嘎山地势高低悬殊，整体而言自下而上有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亚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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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寒带、寒冷带、冰雪带 7 个气候区。巨大的谷岭高差和南北走向的山势，又

造成了气候垂直带谱明显，东西坡差异显著的特点。东坡气温年差较大，日差较

小，全年多云雾，日照少，雨量充沛，湿度大，风小，且多为东南风，气候垂直

带谱为：河谷亚热带—山地暖温带—山地寒温带—高山亚寒带—高山寒带—永久

积雪带；西坡气温年差较小，日差较大，天气晴朗，日照充足，云雾少，雨量与

湿度均较东坡少而干燥，气候垂直带谱为：山地寒温带—高山亚寒带—高山寒带

—永久积雪带，但西坡在同一等高线上，年均温较东坡高。 

3.2.5 土壤 

贡嘎山地区的地貌条件比较复杂，生物、气候要素区域差异明显，因而发育

了多种多样的土壤类型，且肥力状况差异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差

异性和垂直分异性特征。贡嘎山主脊线以东的高山深谷地区，包括大渡河谷区及

其主要支流磨西河、湾东河和田湾河下游区域，由于在地形和生物气候要素综合

作用下，形成相应的不同特性的土壤类型。大渡河谷区从田湾河口到瓦斯沟口出

现如下几种土类：山地黄壤、山地黄红壤和山地褐土。从磨西河口沿海螺沟至海

拔 4900m，形成了如下完整的土壤垂直带谱：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山地暗棕

壤、山地暗棕色针叶林土、山地草毡土、山地寒漠土。在磨西河上游的猪腰子海

冷杉林分布区出现以山地漂灰土代替山地暗棕色森林土的现象。 

山地黄棕壤，分布海拔为 1300——2600m，该类土壤有机质有较多的积累，

表层可达 5%~7%，淋溶作用明显，全剖面呈酸性反应，并表现出弱富铝化现象，

适宜于亚热带多种林木的生长发育。 

山地棕壤，分布海拔为 2300——2600m，带幅较窄，处于常绿阔叶与落叶混

交林亚带向针阔叶混交林带的过渡带上，呈不连续块状分布。该土类土壤呈酸性，

有机质含量较高，盐基饱和度低，土层较厚，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弱，宜林程度高。 

山地暗棕壤，其分布海拔为 2600~2800m，带幅不宽，处于针阔叶混交林带的

上部，土壤呈酸性反应，腐殖质积累和盐基离子的淋溶作用明显，土壤较厚，土

质疏松，呈粒—块状结构，适宜于森林植被的生长发育。 

山地暗棕色森林土，其分布海拔为 2800（3000）——3500（3600）m，带幅

比较宽，是云杉为主的暗针叶林带分布区。土壤酸度较高，土壤矿物质的生物化

学酸性水解作用较强，而矿物质化学风化强度较弱，机械淋溶作用强烈，淋溶层

SiO2 含量高，而 Fe 和 Al 含量低，表土生物积累显著，有机质含量可达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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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地砂粘适中，结构力松紧适度，酸度和活性铝量偏高。 

贡嘎山主脊线以西的高山深谷和山原地貌区，包括折多河中上游和田湾河中

上游（含莫溪沟）流域区以及子梅山以西的玉农溪流域的河谷区土壤（亦所谓土

壤基带）比较复杂。在田湾河中上游，从下往上发育了山地棕壤，山地暗棕壤和

山地暗棕色森林土。另外，在子梅山以西的玉农溪谷地及贡嘎山乡至沙德一带，

尽管其海拔高程处于 2800——3500m，但由于降水量较少，河谷区土壤从下游往

上游依次为山地淋溶褐土、山地棕壤和山地暗棕壤。 

3.2.6 水文 

保护区处于大渡河和雅砻江之间，绝大部分属于大渡河水系，只有保护区斜

卡、汤古的两部分区域属于雅砻江水系。区内河流多、密度大，主要河流有磨西

河、湾东河、田湾河、松林河、斜卡河等。区内径流总量为 46.42 亿立方米。其

中，东坡为 29.36 亿立方米，占全区径流总量的 63.2%；西坡为 17.06 亿立方米，

占全区径流总量的 36.8%。 

磨西河：主流有 2 条，一条发源于黑海子，纳大杆沟、小河子沟、喇嘛沟，

流经雅家埂，称为雅家河；另一条为冰川型河源，发源于贡嘎山北坡冰川雪山口，

为燕子沟、纳南门关沟、磨子沟、海螺沟。两支流于磨西镇吊嘴汇合，称磨西河，

流经大乌科，从金光、繁荣两地之间穿过汇入大渡河。磨西河全长 43km，有支流

26 条，流域面积 923km²，首尾落差 3000m，比降 51.3‰，年均流量 23.26m³/s，

枯水量 9m³/s。 

湾东河：源于贡嘎山东麓，又称大沟，是石棉县和泸定县的界河，主要支流

有板棚沟、飞水沟，在石棉县田湾乡刘大坪北注入大渡河。湾东河主流长 42km，

年均流量 4.72m³/s，枯水量近 2m³/s，流域面积 334.7km²。 

田湾河：发源于贡嘎山西坡海拔 5084m 的无名峰南麓，上游称莫溪沟，向南

在贡嘎山西南麓纳赤梅沟、滕增沟、巴王沟、然洼沟、子干沟后转向东绕贡嘎山

南麓，在康定与石棉县交界处最大支流环河后称田湾河，在石棉县境内右岸纳入

砻家沟、油房沟、唐家沟、摆楼沟、大泥口沟，左岸纳入喇嘛沟，倪厂沟等 13 条

大小支流，流经一碗水注入大渡河。田湾河全长 86km，流域面积 1441km²，首尾

落差 3580m，比降 41.6‰，年均流量 42m³/s。 

松林河：起源于九龙县海拔 5267m 的万年雪峰东北麓，向北流经湾坝乡后称

湾坝河，在七龙洞附近进入石棉县后称为松林河，又叫安顺河。保护区范围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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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河流的湾坝河段，流域面积 621.1km²，年均流量 7.7m³/s。 

九龙沟：又名呷尔河、龙溪河、甲乌儿河，是九龙县的主要河流。全长 128km，

流域面积 3116km²。保护区范围内只涉及支流踏卡河上游和九龙河源头汇水区，

面积大约为 205km²。 

折多河和康定河：折多河发源于折多山，由西南向北流穿越康定城，在城东

郭达山麓与雅拉河汇合后称康定河，康定河在瓦斯沟沟口汇入大渡河。折多河和

康定河沿保护区北界流过，未穿越保护区。两条河流全长 58km，流域面积 2896km²。 

这些河流的共同特点是：属雨水、冰雪消融水和地下水混合补给型河流，年

径流变化不大，河床狭窄、比降大，水流急、水位变幅大、侵蚀作用强烈，河床

纵断面呈阶梯状，河床中常有急滩和瀑布，水能异常丰富。 

据科考初步调查，区内有各类高山湖泊(冰蚀湖、冰碛湖和堰塞湖)38 个。其

中，最大的人中海约 1km²，小的仅几十平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面积较小，海

拔较高，处于降水丰沛、气温低、蒸发小的地带，因而矿化度低。由于面积和容

积较小，所以调蓄作用不大，对径流情势影响甚微。 

 区内海拔 5000m 以上的山地终年积雪，冰川颇为发育，有复式山谷冰川、

冰斗冰川和悬冰川等多种类型，其中山谷冰川最为发育。贡嘎山地区冰雪区面积

近 360km
2，占总面积的 9.4%，储水量估计在 180 亿 m³以上。冰雪的积累和消融

随气候变迁、季节变化而交替出现，这对本区的径流影响较大。 

3.3 生物多样性概况 

3.3.1 生态系统 

保护区的生态系统主要有森林、灌丛、高山草甸、高山流石滩、冰川、湿地

等 6 大类型，它们使保护区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多样性。 

（1）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是本区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此类生态系统在该

区域的分布海拔介于 1400～3600 m，组成该系统的群落有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

交林和亚高山针叶林。常绿阔叶林群落分布于海拔 1400～2200 m 之间，主要以樟、

楠、包石栎、青冈等植物为主；针阔叶混交林群落分布于海拔 2200～2500 m 之间，

主要以铁杉、云杉、桦木、槭树等为主；亚高山针叶林群落分布于海拔 2500～3600 

m 之间，主要以冷杉、云杉等为主。森林生态系统状况良好，生境层次丰富，分

布有大量陆生脊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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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丛生态系统  

灌丛生态系统主要分布于森林上界，海拔 3600-4100m，但常与高山草甸交错

镶嵌，植被以冷箭竹、悬钩子、峨眉蔷薇、绢毛蔷薇等组成的灌丛为主；西坡分

布约在海拔 4000-4300m，上接高山草甸，下与针叶林相连，植被以多种杜鹃、柳

等灌丛为主。分布区内气温受冰川影响较大。植物生长期中气温较低，但总热量

又较高山草甸带为好，故草本植物生长也十分繁茂。 

灌高山灌丛在保护区内或成片独立分布，或在林缘、林下及山坡等地分布，与

森林、草甸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有密切的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灌丛

生态系统在多样性方面不及森林生态系统，所以提供的食物不如后者丰富，且结

构层次性差，不能为动物提供隐蔽性好的生境。生活在灌丛生态系统中的兽类主

要是一些消息兽类，如鼠兔、姬鼠、高原兔等，常见鸟类主要是一些莺科、画眉

科、雀科及岩鹨科的一些鸟类。    

（3）高山草甸生态系统  

分布的海拔高度东坡为 4100-4600m；西坡为 4300-4800m 左右，多见于分水岭

或宽谷缓坡地带，分布广、面积大。上接高山流石滩，下达森林线。主要建群种

或优势种由高山嵩草、羊茅、珠芽蓼、细叶蓼、康定委陵菜等组成。其多样性不

如森林及灌丛生态系统丰富。该生态系统土壤类型为高山草甸土，成土母质以残

坡积物和冰积物为主，土层厚薄不一，有机质含量丰富。草甸生态系统所处区域

气候寒冷，因此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不如森林和灌丛高，土壤中有机质分解慢，进

入物质循环慢，不能充分利用，所以能聚积起来。 

草甸生态系统中常见鸟类有绿尾虹雉、橙翅噪鹛、棕胸岩鹨、棕背黑头鸫、小

云雀等，常见的哺乳动物有鼠兔类，岩羊也会出现在山谷间的草地上，到夏秋季，

马麝和扭角羚也会出现。 

（4）高山流石滩生态系统 

主要分布于海拔 4600-5200m 之间（东坡为 4600m，西坡 4800m 至雪线以下），

上接永久积雪线。该区属于季风性融冻区，气候十分恶劣。常年寒冷，植物生理

干旱严重。除苔藓、地衣外，仅有少数十分耐寒、耐旱的高山植物。如紫堇 

（Corydalis spp.）、风毛菊（Saussurea spp.）、红景天（Rhodiola spp.）等，组成稀

疏的植被。物理风化强烈，布满岩石碎屑，形成流石滩。故移动迅速，土层浅薄，

且不呈连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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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态系统的存在，丰富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增加了高山动植物区

系成分，对保存高海拔区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高山流石滩植被是长期适应高山流石滩的环境而形成的，就流石滩而言，石块

的移动和堆积经常发生，这种移动和堆积不可能摧毁其上的植物，另外，高山流

石滩生态系统目前尚未直接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因而高山流石滩生态系统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和稳定性。 

（5）冰川生态系统 

保护区内还分布有冰川生态系统，其主要分布于保护区海拔 5200m 以上的区

域。据 1990 年中苏联合考察，调查显示贡嘎山山区共有现代冰川 74 条，面积约

为 255.1km2，冰川集中发育在主山脊两侧，呈羽状分布。东坡有冰川 33 条，冰川

面积 154.65 km。冰川雪线一般在 4800-5000m，其中以燕子沟冰川面积最大，为

32.07 km2，长 10.5 km；磨子沟冰川次之，长 11.6 km，面积 26.84 km，均为山

谷冰川。西坡有冰川 4l 条，冰川面积 110.45 km，冰川雪线一般在 5000-5200m。

其中大贡巴冰川最大，长 11.0km，面积 20.22km，为山谷冰川。 

冰川生态系统具有消融、侵蚀与沉积等特点：冰川消融开始于 3 月底，结束

于 11月中，5-10月为冰川的主要消融期，在海拔 3600m处平均消融达 632cm，冰

川主要消融期 5-9月的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70％，冰川强烈消融期在 7-9月，其

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57％，例如，海螺沟冰川径流深为 2670 mm，冰川径流模数

130cm3／(s·km2)，而冰川融水则是长江水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冰川底部处于压力

融点，易于实现底部滑动，因而具有强大的侵蚀能力，常在当地形成各种冰蚀地

貌，如冰斗、刀脊、角峰、悬谷等，在海拔 3000m 以上的冰谷、高阶地或古冰斗

地区常有湖泊分布，是山区稳定的水源地；冰融水夹带大量悬移质及推移质沿河

床下泄，在河口处因坡度骤降，地势开敞，大量沉积，形成典型的冲积扇，组成

一套以花岗岩砾石为主、夹含少量砂粒泥土的大面积深厚沉积，这就是典型的冰

水搬运沉积。而由于近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有强烈消融后退的情况（1923-1993

这 70年间冰川退却了 1400m，平均每年退却 20m），加上大量的冰碛堆积物，形成

了破坏程度较大的泥石流，不仅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还对当地居

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6）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主要的植物群落为高山柳灌丛、杜鹃灌丛。分布于雅家梗沟各支

流的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水质较好。于天药水瓶附近分布有泥炭沼泽，此类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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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湿地生态系统主要的植物群落有铁杉混交林群落，植物物种有铁杉、川西

云杉、刺榛、西南樱桃、枸子、杜鹃、花楸等。栖息于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动物种

类主要有白鹭、绿翅鸭、赤麻鸭、普通翠鸟、西藏山溪鲵、沙坪角蟾、中华蟾蜍

和四川湍蛙。 

3.3.2 物种 

3.3.2.1 野生植物资源 

保护区内高等植物共计 151 科，688 属，2472 种（包括种以下的分类等级），

其中苔藓植物 8 科，12 属，26 种；蕨类植物 23 科，45 属，123 种；裸子植物 4

科，10 属，33 种；被子植物 116 科，621 属，2290 种。其中，种子植物 120 科，

占四川总科数的 62.8%，占全国总科数的 39.9% ；属 631 个，占四川的 42.0%，

占全国属数的 21.2%；种 2323 个占四川总种数的 27.2%，占全国的 9.5% 。 

保护区有保护植物 13 种，其中国家 I 级重点保护植物有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var. chinensis (Pilg.) Florin）、南方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var. mairei 

(Leme & H. Lv.) L. K. Fu）、独叶草（Kingdonia uniflora Balf.f. et W. W. Sm）等 3 种，

II 级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有 油 麦 吊 云 杉 （ Picea brachytyla (Franch.) Pritz. 

var. complanata (Mast.) Cheng ex Rehd）、连香树（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Sieb. Et 

Zucc）、水青树（Tetracentron sinense Oliv）、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 Oliv）、

川黄檗（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西康玉兰（Magnolia wilsonii (Finet et 

Gagn) Rehd）、油樟（Cinnamomum longipaniculatum (Gamble) N.Chao ex H.W.Li ）、

金荞麦（Fagopyrum dibotrys (D. Don) Hara）、虫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和

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 (lto et lmai) Singer）等 10 种。 

3.3.2.2 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区有兽类 97 种，分属 7 目 26 科。种类最多的是啮齿目，有 27 种，占保

护区兽类的 27.8%；其次是食肉目，有 26 种，占保护区兽类的 26.8%；第三是食

虫目，有 17 种，占保护区兽类的 17.5%。有鸟类 17 目 52 科 326 种，其中非雀形

目鸟类 22 科 94 种，雀形目鸟类 29 科 232 种。包括留鸟计有 184 种，占总数的

56.44％；夏候鸟有 109 种，占总数的 33.44％；旅鸟有 18 种，占总数的 5.52％；

冬候鸟有 15 种，占总数的 4.60％。繁殖鸟有 293 种，占保护区鸟类的 89.88%，

鸟类居留型以繁殖鸟为主。保护区内有两栖动物 20 个物种，隶属于 2 目 6 科，分

别是小鲵科、蝾螈科、角蟾科、蟾蜍科、树蟾科、蛙科。有爬行动物 1 目 2 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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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 28 种。有鱼类 2 目 3 科 3 属 3 种，分别为贝氏高原鳅 (Triplophysa bleekeri)、

齐口裂腹鱼 (Schizothorax prenanti)、青石爬鮡 ( Euchiloglanis davidi )。还记录到

昆虫纲 15 目 52 科 1255 种，蛛形纲 2 目 15 科 69 种，软体动物的腹足纲 4 目 14

科 41 种。 

从区系构成上看，在保护区 97 种兽类中，东洋界种类有 62 种，占保护区兽

类的 63.9%；古北界 31 种，占 32.0%；不易分类的广布种有 4 种，占 4.1%。可见，

以东洋界种类占优势。有鸟类 17 目 52 科 326 种，属非雀形目的鸟类有 22 科 94

种。属雀形目的鸟类有 29 科 232 种，保护区的鸟类以雀形目类群为主。从居留类

型上分析，留鸟计有 184 种，占总数的 56.44％；夏候鸟有 109 种，占总数的 33.44％；

旅鸟有 18 种，占总数的 5.52％；冬候鸟有 15 种，占总数的 4.60％。繁殖鸟有 293

种，占保护区鸟类的 89.88%，鸟类居留型以繁殖鸟为主。从鸟类区系的分布型构

成看，保护区鸟类有 11 类分布型，以喜马拉雅-横断山型 102 种和东洋型 70 种占

绝对优势。有两栖动物 20 个物种，隶属于 2 目 6 科。这六个科分别是小鲵科、蝾

螈科、角蟾科、蟾蜍科、树蟾科、蛙科。两栖动物的分布型共有 5 种，即喜马拉

雅-横断山型、南中国型、东洋型、高地型、东北-华北型。其中喜马拉雅-横断山

型的两栖动物在保护区内占主体，共有 16 个物种，达到总物种数的 80%；其余四

种分布型分别只有一个物种，即属于南中国型的华西蟾蜍、属于东洋型的华西树

蟾、属于高地型的倭蛙、属于东北-华北型的中国林蛙。有爬行动物 1 目 2 亚目 4

科 28 种。其中包括蜥蜴亚目下的鬣蜥科、石龙子科，蛇亚目下的游蛇科、蝰科。

爬行动物的分布型共有 5 种，即喜马拉雅-横断山型、南中国型、东洋型、古北型、

季风型。喜马拉雅-横断山型和南中国型的爬行动物在保护区内占主体，共占到总

物种数的 75%。无脊椎动物已记录种类 15 目 52 科 1255 种（其中以森林昆虫为主，

部分物种名录见后附表）。同时，蛛形纲已记录 2 目 15 科 69 种。另外还记录了软

体动物的腹足纲 4 目 14 科 41 种。 

 珍稀动物 

根据最新科考资料，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兽类 27 种，占保护区兽类的

27.8%，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兽类 8 种，它们是川金丝猴（Pygathrix roxellanae）、大

熊猫(Ailuopoda melanolcuca)、豹（Panthera pardus）、云豹（Neofelis nebulosa）、

雪豹（Panthera  unica）、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

羚牛(Budorcas taxicolor)。国家Ⅱ级保护兽类 18 种，如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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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Macaca mulatta)、豺(Cuon alpinus)、小熊猫(Ailurus fulgens)、黑熊(Ursus 

thibetanus) 、水獭（ Lutra lutra ）、鬣羚 (Naemorhedus sumatraensis) 和斑羚

(Naemorhedus goral)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物种中以羚牛、藏酋猴、黑熊、小熊猫、

斑羚和鬣羚的分布范围较广，最为常见。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藏沙狐(Vulpes 

ferrilatas)、赤狐（Vulpes vulpus）、伶鼬 (Mustela nivalis)、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和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等 5 种。完全或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兽

类有 36 种，占保护区兽类的 36.1%，其中我国特有兽类 25 种，如川西缺齿鼩鼹、

纹背鼩鼱、长尾鼩鼹、藏酋猴、大熊猫、林麝、岩松鼠等；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兽

类 11 种，如小熊猫、毛冠鹿、鬣羚、羚牛、岩羊、白喉岩松鼠、中华绒鼠、黑腹

绒鼠等。 

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33 种，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7 种，中国

特有种 14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6 种：金鵰（Aquila chrysaetos）、白尾

海雕 (Haliaeetus albicilla)、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斑尾榛鸡（Bonasa 

sewerzowi）、四川雉鹑（Tetraophasis szechenyii）、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7 种：黑冠鹃隼（Aviceda leuphotes）、鸢（Milvus 

migrans）、苍鹰（Accipiter gentilis）、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雀鹰（Accipiter 

nisus）、日本松雀鹰（Accipiter gularis）、大鵟（Buteo hemilasius）、普通鵟（Buteo 

buteo）、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秃鹫（Aegypius monachus）、白尾鹞（Circus 

cyaneus）、猎隼（Falco cherrug）、红隼（Falco tinnunculus）、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白马鸡

（Crossoptilon crossptilon）、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楔尾绿鸠（Treron sphenura）、大紫胸鹦鹉（Psittacula derbiana）、领

角鸮（Otus bakkamoena）、鵰鸮（Bubo bubo）、领鸺鹠（Glaucidium brodiei）、斑

头鸺鹠（Glaucidium cuculoides）、灰林鸮（Strix aluco）和四川林鸮（Strix davidi）

等。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7 种，为小鸊鷉（Tachybaptus ruficollis）、普通燕鸥

（Sterna hirundo）、鹰鹃（Cuculus sparverioides）、棕腹杜鹃（Cuculus nisicolor）、

普通夜鹰（Caprimulgus indicus）、白喉针尾雨燕（Aerodramus caudacutus）和大拟

啄木鸟（Megalaima virens）。 

3.3.3 植被 

根据《四川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资料，贡嘎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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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等植物共计 151 科，688 属，2472 种。其中苔藓植物 8 科，12 属，26 种；蕨

类植物 23 科，45 属，123 种；裸子植物 4 科，10 属，33 种；被子植物 116 科，

621 属，2290 种。种子植物 120 科，占四川总科数的 62.8%； 631 个属，占四川

的 42.0%； 2323 个种，占四川总种数的 27.2%。巨大的谷岭高差和东西环境条件

的差异使植被带谱完整而复杂，且东西坡垂直带谱结构差异明显，植被可划分为

14 个植被类型，67 个群系。 

表 3-2 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在四川和全国区系中的地位 

地  区 贡嘎山 四   川 全     国 

种  类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裸子植物 4 10 33 9 28 100 10 34 238 

被子植物 116 621 2290 182 1474 8453 291 2940 24300 

合  计 120 631 2323 191 1502 8553 301 2974 24538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国家 I 级重点保护植物 4 种，即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 Pilger ) Rehd、南方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独叶草 Kingdonia uniflora，

高寒水韭 Isoetes hypsophila Hand.-Mazz。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植物 10 种，即油麦吊

云杉 Picea brachytyla、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

香果树 Emmenopterys henryi、川黄檗（黄皮树）Phellodendron chinense、西康玉兰

Magnolia wilsonii、油樟 Cinnamomum longepaniculatum、金荞麦 Fagopyrum dibotrys、

虫草 Cordyceps sinensis、松茸 Tricholoma matsutake。 

 植物区系 

根据吴征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的原则以及《四川植物志》

的描述，可以将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 631 属分到 15 个类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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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四川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种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和变型 属数 占属总数 种数 占种总数 

比例 (%) 比例 (%) 

1.世界分布 51 8.1 327 14.1 

2.泛热带分布 75 11.9 178 7.7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8 1.3 23 1.0 

4.旧世界热带分布 20 3.2 41 1.8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12 1.9 26 1.1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26 4.1 41 1.8 

7.热带亚洲分布 21 3.3 38 1.6 

8.北温带分布 175 27.7 1080 46.5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35 5.5 95 4.1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48 7.6 149 6.4 

11.温带亚洲分布 14 2.2 32 1.4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东亚 6 1.0 9 0.4 

13 中亚分布 5 0.8 7 0.3 

14.东亚分布 113 17.9 241 10.4 

15.中国特有分布 22 3.5 36 1.5 

合    计 631 100.0 2323 100.0 

 

3.4 保护区功能区划 

3.4.1 核心区 

核心区面积 225105.0 公顷，占总面积的 55.02%，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东北部，主要包括蛇海子山、白海子山、黑海子山、大盐井、小盐井、尖尖山

一带的山体上部；第二部分以贡嘎山为核心的莫溪沟、海螺沟、燕子沟、南门关

沟的上部；第三部分为南部九龙县境内的小沟、正沟、娃娃沟、三四沟、庙儿沟、

盐水沟、季努沟、瓦灰山、环河、磨房沟等地。 

核心区的南部区域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和区内的珍稀野生动植

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区的山地垂直带谱在区内得到较完整的反映，从温带到寒

带，垂直带谱齐全。该区野生动物种类丰富，种群密度大，主要栖息有雪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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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林麝、马麝、黑熊、岩羊、黑颈鹤、金雕、秃鹫、绿尾虹雉等珍稀野生动物，

同时该区还有大熊猫分布。 

3.4.2 缓冲区 

缓冲区位于保护区的实验区与核心区之间，缓冲区面积 67702.6 公顷，占保

护区总面积的 16.55%，缓冲区主要包括保护区大部分原始生态系统，暗针叶林和

针阔混交林是本区的主要植被。 

3.4.3 实验区 

实验区面积 116335.9 公顷，占总面积的 28.43%。主要是解放沟、野人沟、日

乌且沟的下部；康定市六巴乡接界的大莫西沟的部分区域；六巴乡和贡嘎寺的人

为活动影响区域；仁中海、巴王海旅游景点的涉及范围；地方政府所规划的水电

建设工程的用地范围；榆林乡经雪门坎、猪腰子海至南门关旅游环线公路两边人

为影响的范围；海螺沟、燕子沟下部两岸 1500m 的范围；洪坝乡和汤古乡与保护

区交界的部分区域；同时，还包括贡嘎山的两条登山线路下部与乡村集体林区交

界地带。 

3.5 社会经济概况 

3.5.1 保护区所在市、县概况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行政隶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泸定县、

九龙县和雅安市的石棉县，在康定市的面积为 151561.1 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7.05%，在泸定县的面积为107901.0公顷，占26.37%， 在九龙县的面积为110027.4

公顷，占 26.89%；在石棉县的面积为 39654.0 公顷，占 9.69%。 

3.5.2 保护区周边社区社会经济概况 

（1）康定市 

康定市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地跨北纬 29°08′～30°46′，东

经 101°02′～102°30′，幅员面积 11600km²。康定市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

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藏汉交汇中心。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政治、经济、

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康定市辖 2 个街道办事处（炉城、榆林）、5

个镇（姑咱、新都桥、金汤、沙德、塔公）、14 个乡（雅拉、时济、鱼通、麦崩、

三合、捧塔、吉居、瓦泽、呷巴、普沙绒、甲根坝、朋布西、孔玉、贡嘎山），共

235 个村、5 个社区、4 个居民委员会。 

康定市以藏族为主，汉、回、彝、羌等多民族聚居。2018 年，康定市共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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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其中藏族 79180 人，占 71.54%；汉族 29764 人，占 26.89%；回族 740

人，占 0.67%；彝族 473 人，占 0.43%；其他民族 515 人，占 0.47%。 

2018 年，康定地区生产总值 697742 万元，增长 15.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 51170 万元，增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363191 万元，增长 26.7%；第三产业

增加值 283381 万元，增长 5.9%。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7%、81.5%、

16.9%，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12.3 个百分点、2.6 个百分点。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 51357 元，增长 25.5%。 

（2）泸定县 

泸定县隶属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二郎山西麓、甘孜藏族自治州

东南部，界于邛崃山脉与大雪山脉之间。泸定县东距四川省会成都 285km，西距

州府所在地康定 49km，南距石棉县 97km，北距丹巴县 125km。地理介于东经

101°46′－102°25′，北纬 29°54′－30°10′。南北长 69.2km，东西宽 49.9km，川藏公

路穿越东北部，是进藏出川的咽喉要道，素有甘孜州东大门之称。泸定县辖 7 个

镇，5 个乡：泸桥镇、冷碛镇、兴隆镇、岚安乡、烹坝镇、田坝乡、杵坭乡、加

郡乡、德威乡、燕子沟镇、得妥乡。共 7 个社区，19 个居民小组，145 个村，179

个村民小组。 

2018 年末全县总户数 31700 户，总人口 88387 人。其中：农业人口 67321 人，

占总人口的 76.2%；非农业人口 21066 人，占总人口的 23.8%。全县出生人口 979

人，人口出生率 9.09‰，死亡人口 347 人， 人口死亡率 4.93‰。 

2018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5265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0053 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93608 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61604 万元。按常住

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 20961 元。 

（3）九龙县 

九龙县隶属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

贡嘎山西南，处在雅安、凉山、甘孜三市州的结合部，地理坐标介于北纬 28°19′

－29°20′，东经 101°07′－102°10′。全县幅员面积 6770km
2。全县辖 1 个镇（呷尔

镇）、10 个乡（乃渠乡、汤古乡、三岩龙乡、八窝龙乡、上团乡、斜卡乡、烟袋

乡、魁多乡、乌拉溪乡、洪坝乡）、7 个民族乡（子耳彝族乡、三垭彝族乡、俄尔

彝族乡、朵洛彝族乡、踏卡彝族乡、小金彝族乡、湾坝彝族乡）。 

2018 年末全县总户数 21266 户，总人口 674757 人。其中：农业人口 5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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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总人口的 86.1%；非农业人口 9235 人，占总人口的 13.9%。全县出生人口

6669 人，人口出生率 10.04‰，死亡人口 1594 人，人口死亡率 2.4‰。 

2018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14035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27999

万元，第二产业 138983 万元，第三产业 47053 万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

总值 32221 元。 

（4）石棉县 

石棉县地处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最南端，地理坐标为东经 101°55'—102°31'，

北纬 28°51'—29°31'。东连汉源县、甘洛县，南接越西县、冕宁县，西依九龙县、

康定市、北与泸定县毗邻。距离省会成都 260km，距雅安市城区 165 km。幅员面

积 2678km²。2018 年末，石棉县辖 1 个街道（棉城街道）、1 个镇（新棉镇）、5

个乡（永和乡、美罗乡、迎政乡、宰羊乡、丰乐乡）、10 个民族乡(草科藏族乡、

田湾彝族乡、挖角彝族藏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栗子坪彝族乡、擦罗彝族乡、

回隆彝族乡、蟹螺藏族乡、安顺彝族乡、先锋藏族乡)。 

2018 年末全县总户数 45139 户，总人口 122371 人。其中：农业人口 89512

人，占总人口的 73.1%；非农业人口 32859 人，占总人口的 26.9%。 

2018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760309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56064

万元，第二产业 544878 万元，第三产业 159367 万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

产总值 621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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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概况 

4.1 项目位置 

该项目位于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的实验区内（四

川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海螺沟景区）。 

4.2 工程内容、规模与布局 

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以《关于对“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项目的核

准意见》甘发改 [2011]307 号对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项目进行核准。项目为原址

改建，占地面积 7837.57 ㎡。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20000 ㎡，环保督察整改保留建筑

面积 15554 ㎡，其中综合楼（温泉中心）面积 7677.04 ㎡，员工宿舍面积 1476.08

㎡，汽车楼面积 5146.36 ㎡。目前，综合楼（温泉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工，员工

宿舍、汽车楼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为新建项目。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总平面图 

 

 

 

 



 

35 
 

 

表 4-1   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 

 

（1）综合楼（温泉中心） 

建筑面积 7677.04 ㎡，含主楼和裙楼（为生态大厅），平面功能布置分为主楼

和生态大厅，主楼地面四层，生态大厅地面一层。一层生态大厅层高 9m,总高 10.50m；

主楼一层、二层层高 4.5m,三层层高 4.3m，四层层高 3.3m，总高 22.20m。 

生态大厅为 9m 挑高自选购物大厅，主楼一层布置更衣区；二层布置 VIP 休息

室、SPA 保健室及中央休息大厅；三层中部布置餐厅，四周布置包间、厨房及服

务台；四层为回廊布置，中部为三层餐厅中庭。 

 

综合楼（温泉中心）平面图（主楼已建） 

（2）汽车楼 

建筑面积 5146.36 ㎡，地面三层，一二三层退台式布置，层高 3.5m，总高 10.95m。

一层布置室内停车场和温泉处理设备用房、水泵房；二层、三层布置室内停车场，

共设停车位 83 辆。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立项批复 建设时间 
占地面

积(M
2
) 

总投资（万

元） 

1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 
泸计经 [1987]基字第 14 号 1987 

7837.57 20671.98 
甘发改 [2011]307 号 2011-2013 

小计       7837.57 206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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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楼平面图（新建） 

（3）职工宿舍 

地面两层地下一层建筑，地面层高 3m，总高 7m，地上建筑面积 1476.08 ㎡，

地下建筑面积 1254.47 ㎡。 

 

职工宿舍平面图（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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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改建前照片（一） 

 

 

 

酒店改建前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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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沟一号营地酒店二期改建中现状图 

项目占地 7837.57 平方米，全部为永久占地。 

表 4-2 建设项目工程拐点坐标 

序号 
经纬度坐标 

备注 
东经 北纬 

1 102° 3' 56.929" E 29° 36' 14.709" N  

2 102° 3' 56.208" E 29° 36' 13.083" N  

3 102° 3' 57.581" E 29° 36' 12.889" N  

4 102° 3' 58.243" E 29° 36' 12.678" N  

5 102° 3' 58.744" E 29° 36' 13.808" N  

6 102° 3' 52.499" E 29° 36' 11.606" N  

7 102° 3' 51.348" E 29° 36' 10.656" N  

8 102° 3' 51.756" E 29° 36' 10.278" N  

9 102° 3' 52.951" E 29° 36' 11.188" N  

10 102° 3' 56.712" E 29° 36' 12.300" N  

11 102° 3' 56.475" E 29° 36' 11.306" N  

12 102° 3' 59.299" E 29° 36' 11.242" N  

13 102° 3' 59.144" E 29° 36' 12.130" N  

14 102° 3' 57.955" E 29° 36' 12.060" N  

4.3 自然保护区内用地情况 

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已经修建完工，并投入

使用。项目位于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永久占地面积为 7837.57 平方

米，土地类型全部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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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项目在自然保护区内用地情况 

序号 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M
2
) 土地类型 林地审批文件号 

林地审

批面积

(M
2
) 

占地

性质 

1 综合楼（温泉中心） 
2620.14 

林地 
川林地（2001）0109

号 
4460 

永久 

占地 
2 员工宿舍 738.04 

林地 川林地（2003）062 号 1200 

3 汽车楼 2118.29 
林地 川林地（2001）0121

号 
5787 

4 附属设施 2361.1 
林地 

小计 
 

7837.57   11447  

 

4.4 项目设计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 

4.4.1 环境影响分析 

（1）项目建设期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扬尘对环境的影响：在整个施工期，产生扬尘的作业有土地平整、打桩、

回填、砼灌注、建材运输、露天堆放、装卸和搅拌等过程，如遇干旱无雨季节，加

上大风，施工扬尘将更严重。 

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施工的噪声源主要有挖土机、推土机、装卸机、吊车、

沙轮机、电钻、电梯、切割机及各种车辆等。 

施工排水、弃土及垃圾对环境的影响：施工期间，施工过程中的砂石洗涤水为

外排污水的主要来源，此外，施工人员日常生活需排放一定量的生活废水；施工过

程中将产生一定量的建筑废弃物，同时在建设施工期间需要挖土、运输弃土，运输

各种土筑材料，如砂石、水泥、砖瓦、木料等。 

（2）项目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水环境影响分析：本项目产生的废污水为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商业厕所、盥洗间

排放。 

声环境影响分析：本项目为商业建筑，主要噪声影响是进出该区域的机动车产

生的噪声；人群活动噪声，无大型设备和其他噪声源。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运营期废气主要为进出车辆产生的机动车尾气，主要污染

物为CO、NO2、HC；餐饮油烟；垃圾集中收集点散发的恶臭。 

固废物影响分析：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商业垃圾 

4.4.2 环境保护措施 

 

4.4.2.1 建设期污染治理方案 

1、建设期废气污染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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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期间的料堆、土堆等应加防起尘的措施，挖出的土壤等固体废弃物

应及时清运，运输车辆要采用防止散落和尘土飞扬的措施；工地周围用围墙或防护

板围护，减少工地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2）保持出入口的路面清洁、湿润，以减少汽车车轮滚动引起的扬尘，并尽

量减缓行驶速度； 

（3）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提高其环保意识，提倡文明施工。 

2、施工期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1）施工中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施工，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高噪声施工尽可能安排在昼间时段，如果工艺要求必须

连续作业的强噪声施工，应首先征得当地环保、城管等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及时公

告周围的居民和单位，以免发生噪声扰民纠纷； 

（2）合理进行施工总平布置。施工单位必须合理设计施工总平面图，将木工

房、钢筋加工间等产生高噪声的作业点布置于项目的中央，以有效利用施工场区的

距离衰减，从而减少对项目周边的影响； 

（3）项目采取打围施工，施工场地周围设置临时声屏障，将高噪设备用隔声

屏障围起来，以减少设备运行时产生的高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规定运输车辆出入路线，尽量避开居民区。 

3、施工废水污染控制措施 

（1）施工期工地废弃物应指定地点堆放并及时组织清运，以避免大雨时被地

面径流冲入下水道，流入水体； 

（2）施工现场要严格规定排水去向，或安排简易排水管道，严禁污水遍地横

流； 

（3）严禁将施工泥浆排入下水道，以免引起排水不畅而导致周围地区积水内

涝。 

4、固废污染治理措施 

（1）施工生产的废料首先应考虑废料的回收利用，对钢筋、钢板、木材等下

角料可分类回收，交废物收购站处理；对不能回收的建筑垃圾，如混凝土废料、含

砖、石、砂的杂土等应集中堆放，定时清运到指定垃圾场，以免影响环境质量。建

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输过程中应使用篷布遮盖，运至指定地点，不得随意倾倒，避免

固体废物遗洒对沿线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2）按施工高峰期场地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放入垃圾桶内，统一



 

41 
 

管理，及时清运，密闭运输。集中收集后委托当地市政环卫送往垃圾处理厂进行卫

生填埋处理，不可就地填埋或燃烧，以避免对区域环境空气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构成

潜在的影响因素。 

5、施工期清洁生产与综合污染防治对策 

（1）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 

（2）加强施工管理； 

（3）采用预制装配施工方案； 

（4）采用先进的施工机械设备； 

（5）采用优质、环保型的工程材料。 

6、对周围居民的保护方案 

为减少施工噪音等污染对周围居民的影响，项目应严格按当地有关标准及规定

进行安全、文明施工。施工现场与居民区的距离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以确保

安全文明施工，减少项目施工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现场周边设立围护设施，严格按

规定设置施工标牌；做好施工组织设计。 

4.4.2.1 运营期污染物治理方案 

新建工程建成运行后，主要污染物是进出车辆尾气、厨房油烟气、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设备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1、废气污染治理方案 

（1）天然气燃烧废气 

天然气属于国家要求替代燃煤燃料的清洁燃料之一，燃烧后污染物排放量较少，

其使用不会对建设区域及周围的环境空气造成影响。 

（2）油烟废气 

本项目饮食油烟主要由餐饮产生。餐饮项目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法规要求向当地环保部门另行申

报相关环保手续。 

（3）恶臭 

在垃圾的运转过程中，部分易腐败的有机垃圾由于其分解会发出异味，对环境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恶臭，恶臭污染物根据国家标准，主要指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

人们不愉快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 

本项目设有垃圾收集桶，用于处理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垃圾经收集至垃圾

暂存点再统一运至市政垃圾暂存点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垃圾暂存点还应做防渗



 

42 
 

处理，避免垃圾渗滤液污染地下水。 

2、噪声污染治理方案 

(1)设备运行噪声 

本项目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有：污水泵、空调等，为降低设备对周围敏感点的

影响，项目在设计时对以上设备进行了以下隔声、减振措施： 

①空调采用低噪声型，且其吊装设备采用减振吊架、落地式安装设备采用弹簧

减振器或橡胶减振垫，进出口设软接头。 

②污水泵加装减振器，进水管道设可曲挠管道橡胶伸缩接头以减小水锤冲击和

水泵振动产生噪声，连接水泵进出口的水管、进出机房隔墙处与运转设备连接的管

道均采用减振吊架。 

以上隔声、减振措施可使上述设备的噪声源强下降 10-15dB(A)，污水泵置于

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中，其对噪声的消减量在 40 dB(A)以上，因此设备噪声在采取

上述措施治理后，设备噪声值仅为 25-40dB(A)，完全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 

 (2)进出车辆交通噪声 

项目建成营运后，应加强对进出车辆的管理。车辆噪声一般在 65-75 dB(A)，

规范停车场的停车秩序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车辆噪声，实现达标排放。 

（3）商铺营业噪声 

商铺营业噪声不稳定，不连续，因此其源强难以估算，但由于其这一特点，其

防治措施主要是加强管理。项目所引进商铺性质、布局、营业时间等都将对项目周

边地区造成影响，因此，项目应加强对商业店铺营运的规范管理，对商业店铺经营

位置进行合理布局，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强化其内部隔声：严格管理，规定营业时间，

商铺早上不宜开张过早，商铺晚上 10 点后停止营业。 

3、污水治理方案 

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后（其中餐饮项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经

隔油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后汇入污水管网进行集中收

集，由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4、固体废弃物治理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各商家在商铺内设小型垃圾收集桶，专人负责将垃圾清理

至垃圾暂存点，由环卫部门将收集的垃圾清运至城市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通过以

上措施，运营期固废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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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设项目对所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1）项目所在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磨西镇，属于少数民族偏远地区，

区域几乎无工业，但旅游资源极其丰富。该项目的建成完善了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

提升当地旅游吸引力，随着旅游品牌的提升，将促进和提升甘孜州旅游产业发展。 

（2）项目的建设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直接或者间接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牧

民收入。 

（3）项目的开发建设将加快甘孜州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和产

业结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旅游业和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以及第三产

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4.6 建设项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行业规划的关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十六章第二节指出：积极发展旅游业。全面发展国内

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有序发展出境旅游。坚持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并重，加

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点旅游区，旅游线路建设。推动旅游特色化发展和旅

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全面推动生态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中国旅游业“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旅游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在多

个方面对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如积极组织中小旅游企业争取国家的融资、

财政、税收、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落实国家出台的“引导和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特殊货币政策、“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

政策以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等政策，建立中小旅

游企业发展专项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科教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各类基金。 

《四川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设 10 大旅游目的地、10 大

精品旅游线路。发展 3 条旅游经济发展带中包括川藏旅游经济带。进一步提升贡嘎

山旅游环线旅游精品的国际化水平。 

《甘孜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结合本州的具体情

况，提出了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以稻城亚丁、海螺沟为龙头，整合资源、抱团发展，

串珠成链，构建环线，形成旅游产业集群，建成川西的旅游集散中心，打造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8-2027）中明确提出“根据贡

嘎山自然保护区的性质、保护对象及保护区特色，生态旅游业发展要积极稳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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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明显，有控制地向游客开放，满足人类对优美自然环境游憩以及回归质朴和谐的

自然环境的需求，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的自觉性，促进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4-2030）中指出贡嘎山风景

名胜区是以有着蜀山之王美誉的贡嘎山主峰及周围雪峰、冰川为主体的风景名胜区，

景源类型丰富、景观特异度很高、观赏性极强，是世界级的生态旅游、科学考察、

极高山探险目的地，是四川省风景名胜体系的核心区域之一。海螺沟景区开发活动

需要限制在贡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外，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位于自

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为原址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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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评价区生物多样性现状 

5.1 影响评价区划定 

5.1.1 影响评价区划定的原则和方法 

（1）原则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T 19-2011）和《自然保护

区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LY/T 2242-2014）有

关评价区确定方法的规定，评价工作范围应依据评价项目对生态因子的影响方式、

影响度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确定。 

（2）方法 

根据有关评价区确定方法规定，结合项目占地范围、生态因子受影响范围、

生态系统完整性受影响范围、人为活动范围和该保护区的实际，依据工程的影响

方式、影响程度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综合考虑当地气候过程、水文

过程、生物过程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和生态完整性，将保护

区内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按规划占地边界周边直线距离≥1000m 的区域确定为

评价区，局部地方根据地形等因素，如溪沟及保护区界等。 

5.1.2 影响评价区划定的范围和面积 

根据影响评价区划定的原则和方法，将保护区内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建筑

物按实际边界周边直线距离 1000m 为基准（两侧以山脊为界），将这一区域划定

为影响评价区域。 

影响评价区总面积为 7703.05 hm
2，其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88%。地理坐标

介于东经 101°56′48″~ 102°04′58″和北纬 29°31′32″~ 29°37′32″

之间，评价区域海拔高度为 1898~4850m。 

5.2 景观/生态系统 

5.2.1 生态系统 

5.2.1.1 生态系统类型及面积 

评价区内生态系统类型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

统、冰川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五种类型。各生态系统的面积和比例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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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评价区域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和比例 

生态系统类型 面积(hm
2
) 占总面积比例(%) 

森林生态系统 2561.77 33.26 

草甸生态系统 2526.19 32.79 

灌丛生态系统 2188.17 28.41 

冰川生态系统 393.77 5.11 

人工生态系统 33.15 0.43 

合计 7703.05 100.00 

从上表可知，上述各类生态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最大，占评价 

区总面积的 33.26%，在评价区各海拔地带广泛分布，主要包括评价区内的针叶

林和阔叶林及混交林；草甸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次之，包括评价区内高山杂草草

甸，其面积为评价区总面积的 32.79%；灌丛生态系统分布面积位居第三，主要

是分布于高山地带的小叶杜鹃灌丛和道路边小面积的落叶阔叶灌丛，其面积为评

价区总面积的 28.41%；冰川生态系统分布面积位居第四，其面积为评价区总面

积的 5.11%； 人工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最小，包括评价区内的旅游道路和一、

二、三、四号营地房屋及基础配套设施，其面积仅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0.43%。 

从评价区各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和稳定性分析，森林、草甸和灌丛生态系统

是本评价区的控制性生态系统类型，其面积占评价区总面积的比例达 94.46%。

其中针阔叶森林群落的结构相对最为稳定，抗干扰能力和自身调节能力较强，为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提供了保障。 

5.2.1.2 生态系统特征 

（1）森林生态系统 

评价区内森林生态系统总面积为 2561.77hm
2，约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33.26%，

是评价区内分布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从森林生态系统的植物群落类型组成

看，该区森林主要包括冷杉林、川西云杉林、桦木林、包果柯与桦槭林，其建群

树种分别为冷杉、川西云杉、糙皮桦、包果柯、白桦、槭树等，阔叶树林内还分

布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连香树。森林下分布的灌木层和草本层较不发达，地被层

的长势在不同林内差异较大。虽然评价区内以寒温性常绿针叶林和山地落叶阔叶

林为代表的森林生态系统相对于低海拔处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结构较简单、自

我调节能力较弱、生物多样性指数较低，但是评价区内的树林年龄一般达数百年，

林中上千年的大树也有分布，所以评价区的森林仍是评价区内功能最强、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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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综合指数最高、结构最为完善的生态系统类型，评价区内分布的绝大部分兽

类、鸟类和爬行类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均有分布。评价区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和

能量交流频繁，内部食物链丰富而且彼此交叉成结构复杂的食物网，表现出最高

的稳定性。森林被破坏后容易直接向蔷薇、悬钩子、密蒙花类灌丛或蒿、香薷类

灌草丛转变，而这些灌丛和灌草丛在自然条件下要演替成森林则需要较长的过程，

根据海螺沟的具体情况通常需 80 年以上时间方能完成向较为稳定森林生态系统

的演替过程。 

（2）草甸生态系统 

评价区的草甸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高海拔地带分布的以杂草草甸为主的高山

草甸，分布面积达 2526.19hm
2 ，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32.79%，略低于灌丛生态系

统的分布面积。草甸生态系统基本位于海拔 3000m 以上，距离建设区较远。 

（3）灌丛生态系统 

灌丛生态系统主要是分布在评价区的高山地带的杜鹃灌丛和森林林缘、道路

边的红泡刺藤、密蒙花、香薷等灌丛共同组成。评价区内灌丛生态系统面积为

2188.17 hm
2，约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28.41%，在评价区内分布面积明显少于森林

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内植物物种数少、层次简单、植被覆盖率较森林低，由

此表现出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也低于森林生态系统。评价区内高海拔地带的杜

鹃灌丛彼此相互连接，物质和能量交流较为容易，距离本项目建设区域较远；低

海拔地带的落叶阔叶灌丛生态系统分布比较孤立，加之森林、公路等的切割作用，

各个灌丛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流相对森林较少，遭到破坏后容易变为纯草地或裸

露地；但由于评价区在海螺沟位于降雨/雪较丰富地带，水源充足，从裸地次生

演替为灌草丛或灌丛的速度是比较迅速的。 

森林生态系统与灌丛生态系统间关系密切，灌丛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在

评价区内彼此间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关系密切；而森林生态系统一旦被毁坏，将

退化为灌丛生态系统，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人类干扰和地质灾害消失

后，灌丛将在自然状态下经过较长的时间逐步演替为森林生态系统。森林和灌丛

生态系统对维持评价区生态环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4）冰川生态系统 

评价区内冰川生态系统面积为 393.77 hm
2，约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5.11%，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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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区内海螺沟沟内，其水土条件基本不能适合植物生长。大型鸟类只能从其附近

飞过，兽类、爬行类也无法在冰区生存栖息。 

（5）人工生态系统 

评价区内的人工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海螺沟景区旅游道路及旅游服务设施，是

评价区分布面积最小的生态系统类型，仅有 33.15hm
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0.43%。 

综上所述，评价区内生态系统类型较多，除森林生态系统外其它生态系统结

构简单，各类型分布面积差异特别明显、植被覆盖率高是评价区生态系统现状的

明显特征。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方面整体分析评价区生态系统较为稳定，

这是由于本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受人为活动影响很小的结果。本区植被的大环境是

高寒山地森林区域，评价区的植被基本保持了既有植被的原始性和天然性，各林

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树种和数量较多的大树存在，无人工植被分布。此外，各生

态系统的连接较好，道路和河流基本不能将两侧的生态环境分割开来。 

5.2.2 景观 

5.2.2.1 

斑块代表景观类型的多样化，根据野外植被调查以及土地利用现状，评价区

域内的斑块类型可划分为草甸、灌丛、建筑、交通、冰川和森林景观 6 类。以

Arcmap 为平台，制作景观分布图，并利用景观分析软件 Fragstats 对各类景观斑

块进行分类、计数和分析（表 5-2）。 

表 5-2 评价区域景观斑块类型及面积 

斑块类型 数量 比例（%） 面积（hm
2） 

比例

（%） 

平均斑块面

积（hm
2
/块） 

斑块密度

（块/hm
2） 

草甸景观 12 11.88 2526.19 32.79 210.52 0.005 

灌丛景观 61 60.40 2188.17 28.41 35.87 0.028 

建筑景观 14 13.86 9.83 0.13 0.70 1.424 

交通景观 1 0.99 23.32 0.30 23.32 0.043 

冰川景观 1 0.99 393.77 5.11 393.77 0.003 

森林景观 12 11.88 2561.77 33.26 213.48 0.005 

合计 101 100.00 7703.05 100.00 76.27 0.013 

从上表可以看出，评价区域森林景观斑块最大，面积为 2561.77 hm
2，占到

了总面积的 33.26%；草甸景观斑块面积为 2526.19hm
2，占总面积的 32.79%；灌

丛斑块景观面积为 2188.17hm
2，占总面积的 28.41%。其它三类景观类型面积较

小，但这些类型却丰富了区域内的景观类型，提高了景观多样性。从斑块数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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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灌丛的斑块数量最多，为 61 块，其它几类景观类型的斑块数都较少。 

5.3 生物群落 

5.3.1 概述 

（一）评价区植被概述 

评价区海拔跨度达 2952m，即 1898~4850m，因此植被垂直带谱分布明显，

评价区植被自高到低主要由高山草甸、寒温性常绿针叶林（以云杉、冷杉、铁杉

林为代表）、山地落叶阔叶林（以桦木林、桦槭林等为代表）、常绿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以包果柯林等为代表）和落叶阔叶灌丛（以蔷薇灌丛为代表）等自然植被

组成，无人工栽植植被。本项目影响评价区所处地带地理位置较高和气候条件较

差，降雨相对于保护区西坡和北坡充足、年平均气温较低，植被生长、演替相对

较慢，因而适合生长的植物种类较少；近三十多年海螺沟来人为活动开始变强，

主要体现在游客人数逐年增多，而常住居民均居住在评价区外的下游地带。 

（二）评价区植被类型 

评价区植被类型隶属于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细化为青藏高东南部山地寒

温性针叶林植被亚区域东部边缘。 

依据《中国植被》的分类原则、单位及方法，对工程影响评价区植被进行分

类，评价区的自然植被可分为 6 个植被型，6 个植被亚型和 8 个群系。 

针叶林 

I 常绿针叶林 

一、寒温性常绿针叶林 

1．冷杉林(Form. Abiess fabri) 

2．川西云杉林(Form. Picea balfouriana) 

3．铁杉林（Form. Tsuga chinensis） 

阔叶林 

II 落叶阔叶叶林 

二、山地杨桦林 

4．桦木林(Form. Betula spp.) 

III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三、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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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包果柯、桦槭林(Form. Lithocarpus cleistocarpus, Betula spp., Acer spp.) 

灌丛和灌草丛 

IV 落叶阔叶灌丛 

四、温性落叶阔叶灌丛 

6．红泡刺藤灌丛(Form. Rubus niveus) 

V 革叶灌丛 

五、常绿革叶灌丛 

7．小叶型杜鹃灌丛(Form. Rhododendron spp.) 

草甸 

VI 高山草甸 

六、高山杂草草甸 

8．杂草草甸 

5.3.2 植被描述 

（1）冷杉林(Form. Abiess fabri) 

冷杉林在评价区内分布于海螺沟左侧海拔 2800m 以上山坡阴湿地带。土壤多

为亚高山灰化土，土层通常很薄，酸性。 

群落外貌为深蓝灰色，林冠呈锯齿状；树高在 28-35m 之间，最高接近 40m；

胸径通常为 40-90cm，现场实测最大胸径为 128cm；乔木层总郁闭度为 0.60-0.85。

除冷杉外，乔木层还混生有少量阔叶树种，如糙皮桦(Betula utilis)、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陕甘花楸(Sorbus koehneana)、西康花楸(Sorbus pratii)、石灰花楸

(Sorbus folgneri)等；林下灌木层长势较好，高度在 2-6m，物种组成丰富，盖度

很大，多在 70%以上，主要灌木有丰实箭竹(Fargesia ferax)、宝兴栒子(Cotoneaster 

moupinensis)、绢毛蔷薇(Rosa sericea)、华西蔷薇(Rosa moyesii)、峨眉蔷薇(Rosa 

omiensis) 、美 容杜 鹃 (Rhododendron calophytum) 、 问客 杜鹃 (Rododendron 

ambiguum)、柳叶忍冬(Lonicera lanceolata)、刚毛忍冬(Lonicera hispida)、毛花忍

冬(Lonicera trichosantha)等；草本层长势稀疏且不均匀，盖度多在 20%以下，高

度多在 10-45cm 之间，常见草本物种有珠芽蓼(Polygonum viviparum)、川滇苔草

(Carex schneideri)、宝兴报春(Primula moupinensis)、黑籽重楼(Paris thibetica)、

卷叶黄精(Polygonatum cirrhifolium)、窄瓣鹿药(Smilacina paniculata)和鳞毛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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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opteris spp.)、冷水花属(Pilea spp.)、艾麻属(Laportea spp.)、鹿蹄草属(Pyrola 

spp.)物种等；地被层以苔藓最多，盖度通常超过 75%，以山羽藓(Abietinella 

abietina)、锦丝藓(Actinothuidium hookeri)、疣小金发藓(Pogonatum urnigerum)、

卵叶紫萼藓(Grimmia ovalis)最为多见；层外植物常见有长松萝(Usnea longissima)

悬挂。 

冷杉林边缘与川西云杉林和高山草甸相接，彼此之间以混交林和矮林为过渡

植被。这些边缘地带物种更加丰富，群落结构为渐变，介于相邻两种类型之间。 

（2）川西云杉林(Form. Picea balfouriana) 

川西云杉林广泛分布于评价区海拔 2600m 以上的阴坡、半阴坡地带，下缘与

桦木林形成针阔混交林。土壤类型有山地棕壤和暗棕壤，少量为山地棕褐壤。 

群落外貌为暗绿色，林冠整齐，树梢呈较标准锥形；树高在 23-33m 之间，

最高为 33m；胸径通常为 45-85cm，现场实测最大胸径为 116cm；乔木层总郁闭

度为 0.65-0.80。乔木层的树种以川西云杉数量最多，为该群落的建群种，其它伴

生树种主要有黄果云杉 (Picea balfouriana var. hirtella)、丽江云杉 (Picea 

likiangensis)、黄果冷杉(Abies ernestii)、白桦(Betula platyphylla)、糙皮桦、槭树(Acer 

spp.)等；林下灌木层生长稀疏，盖度在 15-40%之间，物种数量也较少，常见灌

木有北方雪层杜鹃(Rhododendron nivale subsp. boreale)、刚毛杜鹃(Rhododendron 

radendum)、陇塞忍冬 (Lonicera tangutica)、柳叶忍冬、高山绣线菊 (Spiraea 

schneideriana)、冰川茶藨子(Ribes glaciale)、尖叶栒子(Cotoneaster acuminatus)、

峨眉蔷薇、华西蔷薇等；林下草本层长势较好，盖度介于 35-70%之间，主要草

本植物有糙野青茅(Deyeuxia scabrescens)、羊茅(Festuca ovina)、紫花碎米荠

(Cardamine tangutorum)、珠芽蓼、升麻(Cimicifuga foetida)、高原唐松草(Thalictrum 

cultratum)、甘青老鹳草(Geranium pylzowianum)、圆萼刺参(Morina chinensis)、

垂头虎耳草(Saxifraga nigroglandulifera)、暗鳞鳞毛蕨(Dryopteris atrata)、假冷蕨

(Pseudocystopteris spinulosa)和橐吾属(Ligularia spp.)、龙胆属(Gentiana spp.)、马

先蒿属(Pedicuaris spp.)等物种；地被层极稀疏，盖度多在 10%以下，以锦丝藓分

布最多；层外植物常见有长松萝。 

评价区内还有以黄果云杉和丽江云杉为建群树种的树林，每块面积小于

100m
2，林下植被组成与川西云杉林极相似，在植被图现场勾绘中均并入川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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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 

 

冷杉林内仰视图                云杉林内群落结构实景 

（3）铁杉林（Form. Tsuga chinensis） 

主要分布在海拔2000～3200 m 温暖的谷坡或阶地。本类型生境较特殊，位 

于山地终年云雾缭绕的地带，气候温和而潮湿。年平均温度7.5～10℃，1 月平 

均温度0.5～－2℃，7 月平均温度15～19℃，≥10℃的年积温1000～2500℃。本

类型处于降水高峰地带，雨量充沛，年降水量为1600～1800 mm。土壤多为冰碛

物或坡积物发育而成的山地黄棕壤和棕壤，以山地棕壤为主，酸性，pH 值5.5～

6.0。 

群落外貌呈现深绿、浅绿相嵌的色彩，郁闭度0.5～0.6，树高25～30 m，胸

径40～80 cm。林内常有麦吊云杉、糙皮桦、疏花槭Acer laxiflorum、扇叶槭

Acerflabellatum、房县槭Acer franchetii、青榨槭Acer davidii、四蕊槭Aceretramerum、

领春木Euptelea pleiospermum 等树种。另外，在海拔较低的群落下段，还可见曼

青冈Cyclobalanopsis oxyodon、红果树Stranvaesia davidiana 等常绿阔叶树种的分

布。 

灌 木 层 常 有 绒 毛 杜 鹃 Rhododendron pachytrichum 、 银 叶 杜 鹃

Rhododendronargyrophyllum、繁花杜鹃 Rhododendron floribundum、云南冬青

Ilexyunnanensis、显脉荚蒾 Viburnum nervosum、扫把竹 Fargesia fractiflexa、毛叶

吊钟花 Enkianthusdeflexus 、西南卫矛 Euonymus hamiltonianus 、青荚叶

Helwingiajaponica 等。 

组成草本层的种类丰富，主要有多种鳞毛蕨Dryopteris、紫萁smundajaponica、

间型沿阶草Ophiopogon intermedius、岩匙Berneuxia thibetica、两色瓦韦Lepisorus 

bicolor 、多叶重楼Paris polyphylla 、一把伞南星Arisaemaconsanguineum、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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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Epimedium davidii 等。 

（4）桦木林(Form. Betula spp.) 

桦木林在评价区分布于海拔 2300-3200m 的山坡及沟谷，上接川西云杉林，

下接包果柯(Lithocarpus cleistocarpus)、桦槭林，在林型变化地带分别形成针阔混

交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其土壤多为山地棕壤，为弱酸性。本项目建设区

基本位于该林内。 

桦木林夏季外貌为暗绿色，到秋季变为金黄色，林冠很整齐，评价区内的桦

树以糙皮桦分布最多，白桦、红桦、香桦(Betula insignis)和亮叶桦(Betula luminifera)

也有分布但数量相对较少，乔木树种除桦树外还可见到槭树、川西云杉、黄果云

杉等针阔叶树种与之混生，近河谷的桦木林中还偶尔见到连香树(Cercidiphyllum 

japonicum)，连香树明显高出桦林林冠；桦树树高在 15-20m 居多，最高的糙皮

桦可达 28m；胸又红又专多在 20-55cm，实测最大一株胸径为 62cm(糙皮桦)；桦

木林下灌木层盖度较低，在 20-40%之间，高度多在 4m 以下，主要物种有千里

香杜鹃(Rhododendron thymifolium)、光亮杜鹃(Rhododendron nitidulum)、毛蕊杜

鹃(Rhododendron websterianum)、大白杜鹃(Rhododendron decorum)、陇蜀杜鹃

(Rhododendron przewalskii)、峨眉蔷薇、绢毛蔷薇、黄泡刺藤(Rubus niveus)、尖

叶栒子、茶藨子属(Ribes spp.)、刚毛忍冬等；林下草本层长势优于云冷杉林内，

草本层总盖度通常在 20-60%，林窗下和林缘地带盖度更高，主要草本植物有华

蟹甲草(Sinacalia tangutica)、紫花碎米荠、糙野青茅、数种橐吾属、苔草属以及

冷水花属物种；地被层植物生长极不发达，难以见到苔藓分布；层外植物有时可

见到长松萝。 

（5）包果柯、桦槭林(Form. Lithocarpus cleistocarpus, Betula spp., Acer spp.) 

包果柯，俗名有“包槲柯”、“苞槲柯”、“包果石栎”、“猪栎树”等，常绿乔木，

评价区内的包果柯与落叶类的桦树和槭树混生形成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树林，该

植被群落在评价区内分布于海拔约 2150-2400m 的向阳山谷，上与桦木林相接，

下接评价区外更低海拔地带的包果柯林（属常绿阔叶林类型）。其土壤类型为山

地棕壤。 

该群落外貌夏季为浓绿色，到秋季呈现出红、黄、绿等各色镶嵌的彩林景观，

该群落的乔木组成较为繁多，林冠也十分不整齐，林内结构分层明显。乔木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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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从 7-8m 到近 30m，总郁闭度在 0.7-0.8 之间，最高可达 0.9 以上，常绿树种除

包果柯外还有曼青冈 (Cyclobalanopsis oxyodon) 、滇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川钓樟 (Lindera pulcherrima var. hemsleyana)、刺叶冬青 (Ilex 

bioritsensis)、巴东栎(Quercus engleriana)、木姜子(Litsea spp.)、西康玉兰等，落

叶阔叶树种常见有糙皮桦、香桦、扇叶槭 (Acer flabellatum)、五尖槭 (Acer 

maximowiczii)、色木槭(Acer mono)、川滇长尾槭(Acer caudatum var. pratii)、连香

树等；林下灌木层生长茂密，总盖度在 50-80%之间，以丰实箭竹为主，高度在

3-7m，竹径通常在 2-3cm，灌木层其它常见物种有星毛杜鹃 (Rhododendron 

asterochnoum)、多鳞杜鹃 (Rhododendron polylepis)、黄花杜鹃 (Rhododendron 

lutescens)、繁花杜鹃(Rhododendron floribundum)、猫儿刺(Ilex pernyi)、云南冬青

(Ilex yunnanensis)、尖瓣瑞香(Daphne acutiloba)、桦叶荚蒾(Viburnum betulifolium)、

甘肃荚蒾(Viburnum kansuensis)以及一些忍冬属(Lonicera spp.)灌木等，这些灌木

零星分散于丰实箭竹之间，长势较差；草本层生长相对稀疏，总盖度一般在 25-50%

之间，高度多在 10-40cm，主要有荚果蕨(Matteuccia struthiopteris)、陇蜀鳞毛蕨

(Dryopteris thibetica)、暗鳞鳞毛蕨、石松(Lycopodium japonicum)等蕨类和刺柄南

星(Ariseama asperatum)、花南星(ariseama lobatum)、七叶一枝花(Paris polyphylla)、

卵叶韭(Allium ovalifolium)、滇黄精(Polygonatum kingianum)、大百合(Cardiocrinum 

giganteum)、七筋姑(Aspidistra udensis)、沿阶草(Ophiopogon japonica)、鹿药

(Smilacina japonica)、黄水枝(Tiarella polyphylla)、亮绿苔草(Carex finitima)、长

芒苔草(Carex davidii)、西南细辛(Asarum himalaicum)、紫花碎米荠等；草本层下

的地被层生长较好，以锦丝藓、丛藓(Pottia truncate)、扭叶藓(Trachypus bicolor)、

明叶鞭苔(Bazzania albicans)等为主，盖度在 45-70%，厚度在 5-20cm，部分苔藓

甚至生长在腐朽的树干外表皮；藤本植物在该林内有分布，如串果藤

(Sinofranchetia chinensis)、藤山柳 (Clematoclethra lasioclada)、狗枣猕猴桃

(Actinidia kolomik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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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木林                  包果柯林外观 

（6）红泡刺藤灌丛(Form. Rubus niveus) 

评价区内的落叶阔叶灌丛主要分布在旅游道路两侧的阔叶树林林缘，以红泡

刺藤灌丛分布相对集中和单丛面积相对较大，该灌丛以红泡刺藤为建群种，其它

物种很少见；灌丛平均高度为 1.5-2.4m，总盖度超过 90%；灌丛下草本层盖度通

常低于 10%，主要物种有沿阶草、苔草、鹿药、七叶一枝花、刺柄南星等；地被

层极稀疏且薄，以山羽藓最多。 

旅游道路两侧还常见到其它落叶阔叶类灌丛，如密蒙花(Buddleja officinalis)、

香薷(Elsholtzia ciliata)、蒿属(Artemisia)等为建群种的灌丛，这些灌丛沿道路不连

续分布，宽度为 0.5-4m，高度在 0.5-3m，灌丛盖度多在 80%以上，其草本层和

地被层均不发达甚至无。 

  

红泡刺藤灌丛                      密蒙花+蒿灌丛 

（7）小叶型杜鹃灌丛(Form. Rhododendron spp.) 

该杜鹃灌丛在评价区多分布于海拔 3600m 以上地带，最低海拔为 3000m，在

阴坡和半阴坡有较多分布。土壤为高山草甸土。 

评价区的杜鹃灌丛为小叶型，主要建群种有凝毛栎叶杜鹃(Rhododen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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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eochrysum var. agglutinztum)和毛喉杜鹃(Rhododendron cephalanthum)；群落为

灰绿色至深绿色，整齐，生长很密，株高多在 20-35cm，少数植株呈匍匐状；除

杜鹃外，灌木植物还有毛叶绣线菊 (Spiraea mollifolia)、刺红珠 (Berberis 

dictyophylla)、金露梅(Potentilla fruticosa)、匍匐栒子(Cotoneaster adpressus)、峨

眉蔷薇、华西蔷薇等；灌丛间缝隙处生长有草本植物，总盖度在 10-25%，高度

为 3-30cm，常见草本物种有珠芽蓼、截形嵩草(Kobresia cuneata)、黄三七(Souliea 

vaginata)、葱状灯心草(Juncus concinnus)、车前状垂头菊(Cremanthodium ellisii)、

戟叶垂头菊(Cremanthodium potaninii)、黄腺香青(Anaphalis aureo-punctata)、乳白

香青(Anaphalis lactea)、珠光香青(Anaphalis margaritacea)、龙胆属、柳叶菜

(Epilobium hirsutum)、太白韭(Allium prattii)等；苔藓层较发达，盖度有时大于 50%，

最高可达 70%，最厚为 6cm，主要为锦丝藓和山羽藓。 

（8）杂草草甸 

评价区海拔特别高处还分布有草甸，草甸以杂草居多，禾草分布相对明显较

少；分布于海拔 300m 以上的阳坡、半阳坡地带；土壤为亚高山草甸土和高山草

甸土。 

草甸总盖度在 70-95%之间，其上主要生长的杂草和禾草物种有珠芽蓼、圆

穗蓼(Polygonum macrophyllum)、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野青茅(Deyeuxia 

arundinacea)、糙野青茅(Deyeuxia scabrescens)、紫羊茅(Festuca rubra)、羊茅

(Festuca ovina)、柳兰(Epilobium angustifolium)、钝裂银莲花(Anemone obtusiloba)、

草玉梅(Anemone rivularis)、展毛银莲花(Anemone demissa)、蓝钟花(Cyananthus 

hookeri)、钉柱委陵菜(Potentilla saundersiana)、椭圆叶花锚(Halenia elliptica)、四

川香青(Anaphalis szechuanensis)、淡黄香青(Anaphalis flavescens)、金沙绢毛菊

(Soroseris gillii)、川西小黄菊 (Pyrethrum tatsienense)、丽江风毛菊 (Saussurea 

likiangensis)、禾叶风毛菊(Saussurea graminea)、太白韭(Allium prattii)、马先蒿属

(Pedicularis spp.)、早熟禾属(Poa spp.)、剪股颖属(Agrostis sp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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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型杜鹃灌丛和草甸近拍 

综上所述，评价范围内的植物多样性和植被有以下特点： 

a) 评价面积较大、分布海拔较高、物种数量相对较多。 

b) 评价范围内植被主要类型有云冷杉针叶林、桦木林、包果柯林、小叶杜鹃

灌丛、红泡刺藤灌丛和高山杂草草甸等，无人工植被。 

c) 本项目规划的建设区域，是泸定县境内较为著名的旅游景区——海螺沟风

景区的组成部分，以桦木、槭树为建群种的山地落叶阔叶林是评价区森林植被的

重要组成成分，建设物资的运输要经过下游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区域，建设

区域不涉及更为原始的寒温性常绿针叶林、高山草甸。 

5.4 物种 

5.4.1 植物 

5.4.1.1 植物物种组成 

经过对评价区内的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资料（主要文献资料有《中国植物志》、

《四川植物志》、《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等），整理

出评价区维管束植物名录，见附录二。统计结果显示，评价区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93 科 241 属 455 种，其中蕨类植物 15 科 19 属 28 种，裸子植物 3 科 6 属 12 种，

被子植物 75 科 216 属 415 种(表 4-7)。 

表 4-7 评价区野生维管束植物物种组成统计表 

门类 科数 所占比例(%) 属数 所占比例(%) 种数 所占比例(%) 

蕨类植物 15 16.13 19 7.88 28 6.15 

种子

植物 

裸子植物 3 3.23 6 2.49 12 2.64 

被子植物 75 80.64 216 89.63 415 91.21 

合计 93 100.00 241 100.00 45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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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管植物各科所含种数的多少，将评价区的植物科划为 5 个等级：单种

科(含 1 种)、少种科(含 2~9 种)、中等科(含 10~19 种)、较大科(含 20~49 种)、大

科(≥50 种)。 

统计结果表明：本评价区维管植物 93 科中，所含种数在 10 种以下的科为

81 个，占总科数的 87.10%，这 81 科含物种 230 种，占评价区维管植物物种总数

的 50.55%；在评价区分布物种数在 10种及以上的科有 12个，占总科数的 12.90%，

这 12 个科所含种数有 225 种，占本评价区维管植物物种总数的 49.45%；评价区

内无任何一科分布物种数达 50 种及以上。这表明评价区内少种科和单种科在科

级水平上数量优势明显，这与评价区所跨越的海拔地带较大相关；同时多种科（含

10 种及以上）的单科数量优势度明显，表现为评价区内每科所含种类平均数量

较多。(表 4-8)。 

表 4-8 评价区维管植物科的级别统计 

级别 蕨类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总数 占总科数比例 

单种科(1 种) 8 1 16 25 26.88 

少种科(2-9 种) 7 2 47 56 60.22 

中等科(10-19 种) 0 0 8 8 8.60 

较大科(20-49 种) 0 0 4 4 4.30 

大科(≥50 种) 0 0 0 0 0.00 

合计 Total 15 3 75 93 100.00 

按照评价区内各属所分布物种的数量将维管植物属分为 4 个等级：大属(10

种以上)、中等属(6~10 种)、少种属(2~5 种)、单种属(1 种)。根据统计结果分析

评价区 241 属中大属仅杜鹃花属(Rhododendron，16 种)1 属；中等属有马先蒿属

（Pedicularis，7 种）、蓼属（Polygonum，6 种）、桦属（Betula，6 种）和栒子属

（Cotoneaster，6 种）6 属；少种属有 90 个共含物种 268 种，占评价区维管植物

总属数和物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37.34%和 58.90%；单种属有 146 个，其属数远

多于少种属。综上所述，本评价区植物区系属级水平上以单种属和少种属为主。 

5.4.1.2 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1） 科、属的区系分析 

评价区内有种子植物 78 科、222 属。根据李锡文对中国种子植物科所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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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区类型和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所划分的分布区类型，评价区域内的种

子植物科与属的主要类型划分如下表。 

表 4-9 种子植物科与属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 属 

数量 占总科数百分比(%)* 数量 占总属数百分比(%)* 

1. 世界广布 19 --.-- 27 --.-- 

2. 热带分布 26 44.07 57 29.23 

3. 温带分布 33 55.93 137 70.26 

 4. 中国特有分布 0 0.00 1 0.51 

共计* 59 100.00 195 100.00 

注：“*”不含世界广布类型 

由上表可见，评价区种子植物区系性质为温带分布类型为主体的温带性质，

这与本区地处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大环境的特征相符。 

（2）植物区系特征 

评价区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 

a 评价区面积大，海拔地带较高跨度也较大，区内生长的维管束植物种类较

多，而所隶属科与属的数量相应较少。草本的种类相对较多，而灌木、乔木的种

类相对明显较少且灌木物种数量略多于乔木，藤本植物物种数最少。 

b 种子植物区系性质从总体上表现为以温带分布类型占主体、其他类型较少

的温带分布格局，这与评价区所处的地带植被大环境相符合，因此其植物区系定

性为温带分布性质。 

5.4.1.3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 

根据野外调查和保护区内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资料查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 1999 年 8 月 4 日国函 92 号文(国务院关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第一批)》的批复)中所列物种，评价区内分布有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

豆杉 (Taxus chinensis)，有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植物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西康玉兰(Magnolia wilsonii)、油麦吊云杉（Picea brachytyla）、香果

树（Emmenopterys henryi Oliv），其中西康玉兰为人工栽植，有 1 丛独叶草

(Kingdonia uniflora)分布于评价区外西南 2.2km 之外，根据评价区内的生境现状

分析，评价区内有独叶草分布的可能性较大。经现场多次调查反复核实，评价区

内分布的保护植物地理位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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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评价区重点保护植物分布信息表 

序号 种名 东经/° 北纬/° 海拔/m 株数 

1 红豆杉 102.030140 29.592500 2685  2 

2 独叶草 101.993780 29.573540 3025  1 丛 

3 连香树 102.040300 29.591300 2395  6 

4 连香树 102.049460 29.593390 2307  约 50 

5 连香树 102.059720 29.600030 2143  约 25 

6 西康玉兰 102.046110 29.595340 2332  20 

7 西康玉兰 102.021129 29.567793 3435  约 30 

8 油麦吊云杉 102.045544 29.577669 3399  1 

9 独叶草 102.040965 29.598652 2427  1 丛 

10 连香树 102.071190 29.583888 3185  5 

11 香果树 102.076780 29.609449 2505  1 

评价区域范围内分布有 20 株连香大树和人工栽植的连香幼树（约 50 株、平

均株高 1m）、西康玉兰幼树（30-40 株、平均株高 2m），详细分布情况见上表，

评价区还分布有数量更多的连香树及红豆杉、独叶草、油麦吊云杉等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除已挂牌的连香古树外，现场调查建设区域内及周边 100m 范围内还有树径

较大的阔叶树（见下图），这些大树虽未挂牌保护，但其树龄仍可达百年之久，

现场实测最大一株胸径为 125cm，多数大树的胸径在 75-110cm 之间；评价区其

它区域还分布有更多的大树，除连香树进行挂牌外，其它树种均没有挂牌。 

   

建设区域及附近周边分布的古树 

5.4.1.4 濒危野生植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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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附录 II 和附录 III》中所列物

种名录，评价区内分布有红豆杉，其分布情况见上表 4-4，除此之外无其它野生

物种分布。 

5.4.2 动物 

海螺沟景区现有一条内部景区公路从沟口经过一号营地、二号营地到达三号

营地，评价区被该景区公路从中间分割，工程直接占地均位于景区公路两侧和景

区营地附近。 

海螺沟景区一年四季游客较多，游客数量比较均匀，冬春季节游客多去高山

赏雪、泡温泉，夏秋季节多去享受凉意、观赏森林景观。因此，旅游车辆和游客

对评价区的影响持续存在。再加之评价区的海螺沟右侧地势陡峭，有连片绝壁和

裸岩存在，左侧相对要缓和，但公路几乎从沟口至海螺沟尾部，这些因素造成了

评价区的大中型野生动物较少，且分布不均匀，越是河谷越少，山脊顶部相对丰

富的特点。 

通过现场调查、访问并结合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资料、近年来的巡护监

测资料，经初步统计，评价区域内脊椎动物 20 目 49 科 134 种。从类群看，评价

区有两栖类 2 目 4 科 5 种，爬行类 1 目 3 科 3 种，鸟类 11 目 29 科 102 种，兽类

6 目 13 科 24 种。（见附表两栖、爬行、鸟类和兽类名录）。 

5.4.2.1 鱼类资源 

据 2010 年由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四家单

位完成的《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虽然保护区内河

流、湖泊众多，水质良好，但鱼类的分布范围非常有限，大部分水体中没有发现

鱼类的分布。 

调查和访问得知仅在保护区田湾河的中下游（草科乡—大渡河汇合口）发现

齐口裂腹鱼、青石爬鮡和贝氏高原鳅的分布，其它区域却没有鱼类分布。根据本

次调查、访问及科考资料，海螺沟和燕子沟及其支流的调查中未发现鱼类分布，

评价区也未发现鱼类。 

5.4.2.2 两栖类 

（1）种类及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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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地调查、访问并结合相关资料，整个评价区有两栖动物 2 目 4 科 5 种

（见附录 3）。其中无尾目有 3 科 4 种，占总种数的 80%；有尾目有 1 科 1 种，

约占 25%。以西藏山溪鲵（Batrachuperus tibetanus）、华西蟾蜍（Bufo gargarizans）

和西藏蟾蜍（Bufo tibetans）较为常见，沙坪角蟾（Megophrys shapingensis）和

四川湍蛙（Amolops mantzorum）较少见。 

两栖类 4 种都为东洋界种。 

（2）生态分布 

评价区有 3 种生态类型。 

林栖流溪繁殖型 西藏山溪鲵、沙坪角蟾属这一生态类型。 

西藏山溪鲵分布于燕子沟的天药沟、天药沟、小南门关沟尾部山溪内，以溪

内的虾类和水生昆虫为食，繁殖期 5-7 月。 

沙坪角蟾生活于海拔 2400～3200m 乔木或灌木繁茂的山溪或其附近。4～5 

月成蟾栖于溪流岸边石下，繁殖盛期可能在 6 月；调查发现在支沟流溪岸边的

石块下可见到正在变态的幼体。 

穴栖静水繁殖型 华西蟾蜍和西藏蟾蜍属这一生态类型。成体多栖息于评价

区海拔 2200～4300m 多种生态环境的草丛间或石下，白天常隐蔽在土穴、泥窝

和松土内。 

急流流溪型  四川湍蛙属这一生态类型。一般多生活于评价区海拔 2280～

3800m 的湍急的山溪或河边，白天常栖于溪河岸边石下，夜间出外活动，多蹲

在溪内或岸边石上，常常头向溪内；繁殖季节较长，而且随海拔高低有所不同。

访问该区域有四川湍蛙存在，但本项目评估野外调查未发现实体及蝌蚪。 

表 4-11 评价区两栖类分布 

种类 生境分布 
海拔分布

(m) 
种群数量 数据来源 

西藏山溪鲵 支沟尾部溪流 2600-4300 + 调查 

沙坪角蟾 乔木或灌木繁茂的山溪或其附近 2400-3500 + 调查 

华西蟾蜍 
生活在多种生态环境的草丛间或

石下 
2280-3500 ++ 调查 

西藏蟾蜍 
高原草地、农田及林缘的乱石或杂

草丛中 
2300-4300 ++  

四川湍蛙 山溪河流两侧的溪段内 2280-3800 + 科考资料 

注：+ 表示当地稀有种，数量少； ++表示当地普通种，数量较多； +++ 表示当地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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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多。 

（3）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评价区未发现国家级和四川省重点保护的两栖动物。 

5.4.2.3 爬行类 

（1）种类及区系组成 

整个评价区内有爬行动物有 1 目 3 科 3 种，其中，蜥蜴亚目 1 科 1 种，

蛇亚目 2 科 2 种。3 种都是东洋界的种类。 

（2）生态类型及分布 

陆栖地上型 多见于陆地草丛、石堆或有裂缝的石岩处。评价区域内有康定

滑蜥（Scincella potanini）和棕网腹链蛇（Amphiesma johannis）3 种。 

康定滑蜥：多见于高海拔地区、常发现于森林下溪旁杂草间及山坡碎石块下、

或有稀疏灌丛杂草亦浅的潮湿地、朽木下、浸水沼泽地、朽木下石堆下以及灌木

丛下泥缝间松土里。其生存的海拔范围为 1600 至 3500 米。 

棕网腹链蛇：多生活于海拔 2000m 左右，湿润山地落叶阔叶林下或草、灌

丛中。 

表 4-12 评价区爬行类分布 

种类 生境分布 
海拔分布

(m) 

种群数量 

 

数据来源 

 

康定滑蜥 

 

森林下溪旁杂草间及山坡碎

石块下、或有稀疏灌丛杂草

亦浅的潮湿地、朽木下 

2280-3500 

 

+ 

 

调查 

 

棕网腹链蛇 
湿润山地落叶阔叶林下或

草、灌丛中 

1900-2300 

 

+ 

 
资料 

菜花原矛 

头蝮 

 

荒草坪、耕地、路边、乱石

堆中、灌木丛内、溪边草丛

或干树枝上 

2800-3160 

 

+ 

 
资料 

注：+ 表示当地稀有种，数量少； ++表示当地普通种，数量较多； +++ 表示当地优势种，

数量多。 

树栖类型：多在山区灌木上活动。如菜花原矛头蝮（Protobothrops jerdonii）。

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山区或高原、常栖于荒草坪、耕地内、路边草丛中、乱石堆

中或灌木下以及亦见于溪沟附近草丛中或干树枝上。其生存的海拔上限为 3160 

米。 

其在评价区内的栖息生境、种群数量及海拔区间见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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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鸟类 

（1）物种、居留类型 

评价区域分布有鸟类 11 目 29 科 102 种，其中，鹳形目 1 科 1 种，隼形目 1

科 2 种，鸡形目 1 科 1 种，鹤形目 1 科 2 种，鸽形目 1 科 2 种，鹃形目 1 科 4

种，鸮形目 1 科 1 种，戴胜目 1 科 1 种，鴷形目 1 科 4 种，雀形目 20 科 83 种。 

从鸟类的组成看，非雀形目鸟类 19 种，占评价区域鸟类总数的 18.63%；雀

形目鸟类 83 种，占总数的 81.37%，由此可以看出，评价区域以雀形目鸟类占优

势。 

从居留类型上看，区域内有留鸟 66 种，占 64.71%；夏候鸟 28 种，占 27.45%；

冬候鸟 3 种，占 2.94%，旅鸟 5 种，占 4.9%。由此可以看出，评价区以留鸟和

夏候鸟为主，共有 94 种，占总数的 92.16%。 

（2）生态分布 

根据植被状况和鸟类的分布特点，把评价区的鸟类生境类型大致划分为 4 种。

即是森林生境、灌丛生境、河流湿地、高山草甸生境。 

森林生境：该生境主要是评价区内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偶见到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灰头绿啄木鸟（Picus canus）、星头啄木鸟（Picoides 

canicapillus）、松鸦（Garrulus glandarius）、红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hyncha）、

星鸦（Nucifraga caryocatactes）、橙斑翅柳莺（Phylloscopus  pulcher）、冠纹柳

莺（Phylloscopus  reguloides）、普通鳾（Sitta  europaea）等，保护鸟类普通鵟

（Buteo buteo）、棕腹杜鹃（Cuculus nisicolor）、灰林鸮（Strix aluco）等也主要

栖息于该生境中。 

灌丛生境：评价区灌丛多为各种次生灌丛和林下部分灌丛，其中常见的鸟类

有戴胜 （Upupa epops）、灰鹡鸰（Motacilla cinerea）、棕背伯劳（Lanius schach）、

灰背伯劳（Lanius tephronotus）、鹪鹩（Troglodytes troglodytes）、方尾鹟

（Culicicapa  ceylonensis）、大噪鹛（Garrulax maximus）、橙翅噪鹛（Garrulax 

elliotii）、红腹山雀（Parus  davidi）、大山雀（Parus major）等种类。 

河流湿地生境：评价区内河流是海螺沟主沟和其支沟青石板沟、2 号营地所

在支沟。海螺沟主沟水量较大而 2 条支沟水量较小。偶见牛背鹭（Bubulcus ibis）、

白腰草鹬（Tringa ochropus）、白鹡鸰（Motacilla alba）、河乌（Cinclus cin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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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河乌（Cinclus pallasii）、红尾水鸲  （Phoenicurus fuliginosus）、白顶溪鸲

（Chaimarrornis leucocephalus）等种类。 

高山杂草草甸生境：评价区山脊部分有少量的高山草甸。偶见小云雀（Alauda 

gulgula）、达乌里寒鸦（Corvusdauuricus）、棕背黑头鸫（Turdus kessleri）、赭红

尾鸲（Phoenicurus ochruros）、花彩雀莺（Leptopoecile  sophiae）等。 

5.4.2.5 兽 类 

（1）物种 

评价区内有兽类 6 目 13 科 24 种，其中，食虫目 2 科 5 种，灵长目 1 科 1

种，食肉目 2 科 2 种，偶蹄目 3 科 4 种，啮齿目 4 科 11 种、兔形目 1 科 2 种（见

附录 5）。 

（2）生态分布 

根据植被状况和兽类的分布特点，把评价区的兽类生境类型大致划分为 3 种。

即是森林生境、灌丛生境和高山草甸及裸岩生境。 

森林生境：该生境主要是评价区内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偶见到野猪（Sus 

scrofa）、隐纹花鼠（Tamiops swinhoei）、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anus）、毛冠

鹿（Elaphodus cephalophu）、黄鼬（Mustela sibirica）、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

等大中型动物，还有龙姬鼠（Apodemus draco）、大耳姬鼠（Apodemus latronum）、

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中华绒鼠（Eothenomys chinensis）、西南绒鼠

（Eothenomys custos）等分布。 

灌丛生境：评价区灌丛以杜鹃灌丛、红泡刺藤灌丛为主，森林下还有竹灌丛，

其中以小型兽类为主，常见有长吻鼩鼹（Uropsilus gracilis）、黑齿鼩鼱（Blarinella  

quadraticauda）、黑腹绒鼠（Eothenomys melanogaster）、中华绒鼠（Eothenomys 

chinensis）等种类。 

高山杂草草甸：分布于评价区海螺沟左侧山坡上部，主要以间颅鼠兔

（Ochotona cansus）、藏鼠兔（Ochotona thibetana）、高山姬鼠（Apodemus chevrieri）

等小型兽类为主。 

5.5 主要保护对象 

5.5.1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生长现状 

评价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连香树、西康玉兰、香果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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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吊云杉分布（独叶草分布地在评价区外西侧），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4-4。其中，

在评价区域内分布有连香树 20 株和一些人工栽植的西康玉兰幼树，在规划的入

口广场北侧现有旅游道路旁的有一株连香树已挂牌（见下图）；这些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目前长势较好，调查到的连香树多处于壮年期，西康玉兰为幼年期。 

  

连香树 

除连香树外，评价区内及附近周边还分布有数量较多的古树，多为落叶阔叶

类树种（在 4.3.2.1 的第三部分已有介绍和附图），这些古树目前长势良好，其生

长环境还保持着相对天然的状态，人为影响程度较小。 

5.5.2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现状 

5.5.2.1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及四川特有种或主要分布于四川的鸟类 

（1）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评价区有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鸟类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普通鵟

（Buteo buteo）、血雉（Ithaginis  cruentus）和灰林鸮（Strix aluco）4 种，有四

川省级保护鸟类棕腹杜鹃（Cuculus nisicolor）1 种。 

这 5 种保护鸟类在评价区出现和分布情况不一样，其中高山兀鹫、血雉和灰

林鸮为留鸟，棕腹杜鹃为夏候鸟，普通鵟为冬候鸟。高山兀鹫、普通鵟、棕腹杜

鹃在整个评价区上空飞过或偶尔停息；灰林鸮在直接占地区未发现，仅访问在评

价区青石板沟距离道路较远的中山坡森林中曾经有发现；血雉多栖息于雪线附近

的高山针叶林、混交林及杜鹃灌丛中，有明显的季节性的垂直迁徙现象，夏季有

时可上到海拔 3500～4500m 的高山灌丛地带，冬季多在海拔 2000～3000m 的中

低山和亚高山地区越冬，在直接影响区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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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组成及分布情况 

种类 

种群

相对

数量 

保

护

级

别 

分布 调查发现点及数量 生活习性 
栖息地

范围 
栖息地状况 

普 通

鵟 

+ II 冬季偶见

于整个海

螺沟谷 

调 查 记 录 点 ：

29.577650° ，

102.001802°，发现 1

只，在海螺沟右侧山谷

上空盘旋。 

以森林鼠类、蛙、蜥蜴、

蛇、野兔、小鸟和大型

昆虫等动物性食物。评

价区为冬候鸟。 

整个评

价区 

景区公路穿

过评价区、频

繁受游客活

动影响 

高 山

兀鹫 

++ II 整个海螺

沟常年可

见 

调 查 记 录 点 ：

29.574160° ，

101.993594°，发现 2

只，在海螺沟右侧山脊

上空盘旋。 

常翱翔于 6000 米高

空、长时间在空中寻找

动物尸体或动物病残

体，发现后落地撕食。 

整个评

价区 

景区公路穿

过评价区、频

繁受游客活

动影响 

灰 林

鸮 

+ II 访 问 得

知：海螺

沟两岸离

公路较远

的林中 

被访问者曾经在青石

板沟中上部森林中发

现。 

栖息在落叶疏林，有时

会在针叶林中。夜行

性，白天通常在隐蔽的

地方睡觉。它们吃啮齿

类、兔子、鸟类等不同

种类的猎物。 

整个评

价区 

山坡中上部

受影响较小 

血雉 + II 海螺沟左

侧 1-2 号

营地间中

高缓坡地

带 

访问 栖息于雪线附近的高

山针叶林、混交林及杜

鹃灌丛中，食物主要以

植物为主。 

整个评

价区 

山坡中上部

受影响较小 

棕 腹

杜鹃 

+ 省 海螺沟两

侧 

访问 棕腹杜鹃栖息于山地

森林和林缘灌丛地带。

猎捕昆虫、巢中幼虫及

小型脊椎动物为食。 

整个评

价区  

景区公路穿

过评价区、频

繁受游客活

动影响 

表注：调查记录的某种鸟类个体数占统计个体总数的百分比可以表示该种鸟类的相对数量，

根据其百分比可将鸟类划分为优势种（＞10%，用+++表示）、普通种（＜10%、＞1%，用

++表示＝和稀有种（＜1%，用+表示＝（郑光美，《鸟类学》-1995）。 

（2）四川特有鸟类或主要分布于四川的鸟类 

评价区无四川特有鸟类和主要分布于四川的鸟类。 

5.5.2.2 国家重点保护兽类及四川特有种或主要分布于四川的兽类 

（1）国家重点保护兽类 

评价区有国家 II级重点保护兽类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 ）和岩羊（Pseudois 

nayaur）2 种，有豹猫省级保护动物。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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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国家重点保护兽类组成及分布情况 

种

类 

种群

相对

数量 

保护

级别 
分布 

调查发现点及数

量 
生活习性 

栖息地

范围 

栖息地

状况 

藏

酋

猴 

+ II 主要在

海螺沟

1 号营

地至 2

号营地

之间活

动 

调查记录点：在

29.577328° 

～ 102.017462°

至 29.584067°～

102.026874° 间

调查发现有 20

只左右。 

在地面活动，在崖壁缝

隙、陡崖或大树上过

夜。以多种植物的叶、

芽、果、枝及竹笋为食。

遇到游客和车辆停下，

迅速靠近游客求食或

抢食。 

评价区

沟谷地

带 

景 区 公

路 穿 过

评价区、

频 繁 受

游 客 活

动影响 

岩

羊 

++ II 海螺沟

两侧山

脊顶部 

访问 高山裸岩地带，主要以

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

植物和杜鹃等灌木的

枝叶为食 

整个评

价区 

山 脊 两

侧 上 部

基 本 不

受影响 

（2）四川特有兽类或主要分布于四川的兽类 

评价区无四川特有或主要分布于四川的兽类。 

5.6 评价区生物多样性变化情况 

5.6.1 评价区植物调查情况 

根据《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统计，贡嘎山自然

保护区内高等植物共计 151 科，688 属，2472 种。其中苔藓植物 8 科，12 属，

26 种；蕨类植物 23 科，45 属，123 种；裸子植物 4 科，10 属，33 种；被子植

物 116 科，621 属，2290 种。种子植物 120 科，占四川总科数的 62.8%，631 个

属，占四川的 42.0%， 2323 个种，占四川总种数的 27.2%。在海螺沟区域分布

有国家 I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国家 II级重点保护植物连香树、西康玉兰、

油麦吊云杉和丛独叶草。《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中贡嘎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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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报告中珍稀植物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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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评价区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93 科 241 属 455

种，其中蕨类植物 15 科 19 属 28 种，裸子植物 3 科 6 属 12 种，被子植物 75 科

216 属 415 种。在评价区实地地调查后，发现有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

杉，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植物连香树、西康玉兰、油麦吊云杉和丛独叶草。评价

区内分布的保护植物地理位置见下表： 

表 4-17 评价区重点保护植物分布信息表 

序号 种名 东经/° 北纬/° 海拔/m 株数 

1 红豆杉 102.030140 29.592500 2685  2 

2 独叶草 101.993780 29.573540 3025  1 丛 

3 连香树 102.040300 29.591300 2395  6 

4 连香树 102.049460 29.593390 2307  约 50 

5 连香树 102.059720 29.600030 2143  约 25 

6 西康玉兰 102.046110 29.595340 2332  20 

7 西康玉兰 102.021129 29.567793 3435  约 30 

8 油麦吊云杉 102.045544 29.577669 3399  1 

9 独叶草 102.040965 29.598652 2427  1 丛 

10 连香树 102.071190 29.583888 3185  5 

11 香果树 102.076780 29.609449 2505  1 

通过本次调查，评价区主要植物分布与《科学考察报告》统计对比，植物科

属种均未发生变化，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植物

连香树、西康玉兰、油麦吊云杉和丛独叶草均在现场实地调查发现，并采集了植

物分布点坐标。在修建的旅游设施附近植被生长良好，说明旅游达标基础设施项

目在建设期和后期运用并未对生态系统和景观系统以及珍稀植物造成影响。 

5.6.2 评价区动物调查情况 

根据《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统计，保护区有兽

类 97种，分属 7目 26科。种类最多的是啮齿目，有 27种，占保护区兽类的 27.8%；

其次是食肉目，有 26 种，占保护区兽类的 26.8%；第三是食虫目，有 17 种，占

保护区兽类的 17.5%。有鸟类 17 目 52 科 326 种，其中非雀形目鸟类 22 科 94 种，

雀形目鸟类 29 科 232 种。包括留鸟计有 184 种，占总数的 56.44％；夏候鸟有

109 种，占总数的 33.44％；旅鸟有 18 种，占总数的 5.52％；冬候鸟有 15 种，

占总数的 4.60％。繁殖鸟有 293 种，占保护区鸟类的 89.88%，鸟类居留型以繁

殖鸟为主。保护区内有两栖动物 20 个物种，隶属于 2 目 6 科，分别是小鲵科、

蝾螈科、角蟾科、蟾蜍科、树蟾科、蛙科。有爬行动物 1 目 2 亚目 4 科 2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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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鱼类 2 目 3 科 3 属 3 种，分别为贝氏高原鳅 (Triplophysa bleekeri)、齐口裂腹

鱼 (Schizothorax prenanti)、青石爬鮡 ( Euchiloglanis davidi )。还记录到昆虫纲

15 目 52 科 1255 种，蛛形纲 2 目 15 科 69 种，软体动物的腹足纲 4 目 14 科 41

种。 

（1）珍稀与特有动物 

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兽类27种（见表2），占保护区兽类的27.8%，其中

国家Ⅰ级保护兽类9种，它们是川金丝猴（Pygathrix roxellanae）、大熊猫

(Ailuopoda melanolcuca)、豹（Panthera pardus）、云豹（Neofelis nebulosa）、

雪豹（Panthera unica）、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高山麝(Moschus 

chrysogaster)、羚牛(Budorcas taxicolor)和白唇鹿（Cervus albirostris）。

国家Ⅱ级保护兽类18种，如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猕猴(Macaca mulatta)、

豺(Cuon alpinus)、小熊猫(Ailurus fulgens)、黑熊(Ursus thibetanus)、水

獭（Lutra lutra）、鬣羚(Naemorhedus sumatraensis)和斑羚(Naemorhedus goral)

等。这些种类中以羚牛、藏酋猴、黑熊、小熊猫、斑羚和鬣羚的分布范围较广，

最为常见。 

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藏沙狐(Vulpes ferrilatas)、赤狐（Vulpes 

vulpus）、伶鼬(Mustela nivalis)、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和毛

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等5种。 

完全或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兽类有35种（张荣祖，1999），占保护区兽类的36.1%，

其中完全分布于我国的兽类有25种，如川西缺齿鼩鼹、纹背鼩鼱、长尾鼩鼹、藏

酋猴、川金丝猴、大熊猫、林麝、岩松鼠等；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兽类11种，如小

熊猫、毛冠鹿、鬣羚、羚牛、岩羊、白喉岩松鼠、中华绒鼠、黑腹绒鼠等。 

表 4-18  保护区保护动物及特有种名录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级别 特有种 

1）川金丝猴 Pygathrix roxellanae Ⅰ  

2）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Ⅰ Y 

3）豹 Panthera pardus Ⅰ  

4）云豹 Neofelis nebulosa Ⅰ  

5）雪豹 Panthera unica Ⅰ  

6）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Ⅰ  

7）高山麝    Moschus chrysogaster Ⅰ  

8）白唇鹿   Cervus albirostris Ⅰ Y 

9）羚牛 Budorcas taxicolor Ⅰ  



 

72 
 

10）猕猴 Macaca mulatta Ⅱ  

11）藏酋猴     Macaca thibetana Ⅱ Y 

12）豺 Cuon alpinus Ⅱ  

13）黑熊 Ursus thibetanus Ⅱ  

14）棕熊 Ursus arctos Ⅱ  

15）小熊猫 Ailurus fulgens Ⅱ  

16）青鼬 Martes flavigula Ⅱ  

17）水獭  Lutra lutra Ⅱ  

18）大灵猫 Viverra zibetha     Ⅱ  

19）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Ⅱ  

20）斑灵狸 Prionodon paricolor Ⅱ  

21）金猫 Catopuma temmincki Ⅱ  

22）漠猫 Felis bieti      Ⅱ  

23）水鹿 Cervus unicolor Ⅱ  

24）马鹿     Cervus elaphus Ⅱ  

25）斑羚 Naemorhedus caudatus Ⅱ  

26）鬣羚 Naemorhedus sumatraensis Ⅱ  

27）岩羊 Pseudois nayaur Ⅱ  

28）藏沙狐 Vulpes ferrilata 省级 Y 

29）赤狐 Vulpes vulpus 省级  

30）伶鼬 Mustela nivalis 省级  

31）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省级  

32）毛冠鹿 Elaphodus cephalophus 省级  

33）长尾鼩鼹 Scaptonyx fusicaudus  Y 

34）宽齿鼹    Euroscaptor grandis  Y 

35）长吻鼹 Euroscaptor longirostris  Y 

36）陕西鼩鼱 Sorex sinalis      Y 

37）云南鼩鼱 Sorex excelsus  Y 

38）小纹背鼩鼱 Sorex bedfordiae  Y 

39）黑齿鼩鼱 Blarinella quadraticauda  Y 

40）川西缺齿鼩鼱 Chodsigoa hypsibia  Y 

41）斯氏缺齿鼩鼱 Chodsigoa smithii    Y 

42）灰腹水鼩 Chimmarogale styani     Y 

43）西南中麝鼩 Crocidura vorax  Y 

44）岩松鼠 Sciurotamias davidianus  Y 

45）白喉岩松鼠 Sciurotamias forresti  Y 

46）复齿鼯鼠    Trogopterus xanthipes  Y 

47）灰鼯鼠 Petaurista xanthotis  Y 

48）中华鼢鼠 Myospalax fontanierii  Y 

49）黑腹绒鼠 Eothenomys melanogaster  Y 

50）中华绒鼠 Eothenomys chinensis  Y 

51）西南绒鼠 Eothenomys custo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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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洮洲绒鼠 Caryomys eva  Y 

53）高原松田鼠 Pitymys irene  Y 

54）大耳姬鼠 Apodemus latronum  Y 

55）中华姬鼠 Apodemus draco  Y 

56）高山姬鼠 Apodemus chevrieri  Y 

57）川西白腹鼠 Niviventer excelsior  Y 

58）安氏白腹鼠 Niviventer andersoni  Y 

59）中华竹鼠 Rhizomys sinensis  Y 

60）四川林跳鼠 Eozapus setchuanus  Y 

61）藏鼠兔 Ochotona thibetana  Y 

62）间颅鼠兔 Ochotona cancas  Y 

63）高原兔 Lepus oiostolus  Y 

注：I 代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I 代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III 代表四川省保护动物；Y 代表中国特有

种。 

根据《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统计，在海螺沟评价区

仅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藏酋猴分布。 

（2）重点保护及特有鸟类 

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33 种，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7 种，中

国特有种 14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6 种：金鵰（Aquila chrysaetos）、

白尾海雕(Haliaeetus albicilla)、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斑尾榛鸡（Bonasa 

sewerzowi）、四川雉鹑（Tetraophasis szechenyii）、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7 种：黑冠鹃隼（Aviceda leuphotes）、鸢（Milvus 

migrans）、苍鹰（Accipiter gentilis）、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雀鹰（Accipiter 

nisus）、日本松雀鹰（Accipiter gularis）、大鵟（Buteo hemilasius）、普通鵟（Buteo 

buteo）、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秃鹫（Aegypius monachus）、白尾鹞（Circus 

cyaneus）、猎隼（Falco cherrug）、红隼（Falco tinnunculus）、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白马鸡

（Crossoptilon crossptilon）、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楔尾绿鸠（Treron sphenura）、大紫胸鹦鹉（Psittacula derbiana）、

领角鸮（Otus bakkamoena）、鵰鸮（Bubo bubo）、领鸺鹠（Glaucidium brodiei）、

斑头鸺鹠（Glaucidium cuculoides）、灰林鸮（Strix aluco）和四川林鸮（Strix davidi）

等。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7 种，为小鸊鷉（Tachybaptus ruficollis）、普通燕

鸥（Sterna hirundo）、鹰鹃（Cuculus sparverioides）、棕腹杜鹃（Cuculus nisicolor）、

普通夜鹰（Caprimulgus indicus）、白喉针尾雨燕（Aerodramus caudacutus）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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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啄木鸟（Megalaima virens）。 

表 4-18  保护区重点保护及特有鸟类名录 

科名 拉丁名 种名 拉丁名 级别 特有 

鹰  科 Accipitridae 
金  鵰 Aquila chrysaetos Ⅰ  

胡兀鹫 Gypaetus barbatus Ⅰ  

  白尾海雕 Haliaeetus albicilla Ⅰ  

松鸡科 Tetraonidae 斑尾榛鸡 Bonasa sewerzowi Ⅰ Y 

雉  科 Phasianidae 

四川雉鹑 Tetraophasis szechenyii Ⅰ Y 

绿尾虹雉 Lophophorus lhuysii Ⅰ Y 

藏雪鸡 Tetraogallus tibetanus Ⅱ  

血  雉 Ithaginis cruentus Ⅱ  

红腹角雉 Tragopan temminckii Ⅱ  

白马鸡 Crossoptilon crossptilon Ⅱ Y 

勺  鸡 Pucrasia macrolopha Ⅱ  

白腹锦鸡 Chrysolophus amherstiae Ⅱ  

鹰  科 Accipitridae 

普通鵟 Buteo buteo Ⅱ  

高山兀鹫 Gyps himalayensis Ⅱ  

秃  鹫 Aegypius monachus Ⅱ  

白尾鹞 Circus cyaneus Ⅱ  

猎  隼 Falco cherrug Ⅱ  

红  隼 Falco tinnunculus Ⅱ  

黑冠鹃隼 Aviceda leuphotes Ⅱ  

鸢 Milvus migrans Ⅱ  

苍  鹰 Accipiter gentilis Ⅱ  

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 Ⅱ  

雀  鹰 Accipiter nisus Ⅱ  

日本松雀鹰 Accipiter gularis Ⅱ  

大  鵟 Buteo hemilasius Ⅱ  

鸠鸽科 Columbidae 楔尾绿鸠 Treron sphenura Ⅱ  

鹦鹉科 Psittacidae 大紫胸鹦鹉 Psittacula derbiana Ⅱ  

鸱鸮科 Strigidae 

领角鸮 Otus bakkamoena Ⅱ  

鵰  鸮 Bubo bubo Ⅱ  

领鸺鹠 Glaucidium brodiei Ⅱ  

灰林鸮 Strix aluco Ⅱ  

四川林鸮 Strix davidi Ⅱ Y 

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Ⅱ  

鸊鷉科 Podicipedidae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Ⅲ  

燕鸥科 Sternidae 普通燕鸥 Sterna hirundo Ⅲ  

杜鹃科 Cuculidae 
鹰鹃 Cuculus sparverioides Ⅲ  

棕腹杜鹃 Cuculus nisicolor Ⅲ  

夜鹰科 Caprimulgidae 普通夜鹰 Caprimulgus indicus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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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燕科 Apodidae 白喉针尾雨燕 Aerodramus caudacutus Ⅲ  

须鴷科 Capitonidae 大拟啄木鸟 Megalaima virens Ⅲ  

鸫  科 Turdidae 宝兴歌鸫 Turdus mupinensis  Y 

画眉科 Timaliidae 

大噪鹛 Garrulax maximus  Y 

橙翅噪鹛 Garrulax elliotii  Y 

高山雀鹛 Alcippe striaticollis  Y 

鸦雀科 Paradoxornithidae 暗色鸦雀 Paradoxornis zappeyi  Y 

莺  科 Silviidae 凤头雀莺 Leptopoecile elegans  Y 

山雀科 Paridae 

黄腹山雀 Parus venustulus  Y 

白眉山雀 Parus superciliosus  Y 

红腹山雀 Parus davidi  Y 

注：I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I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Ⅲ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鸟类；Y 中国特有

种。 

通过现场调查、访问并结合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资料、近年来的巡护监

测资料，经统计，评价区域内脊椎动物 20 目 49 科 134 种。从类群看，评价区有

两栖类 2 目 4 科 5 种，爬行类 1 目 3 科 3 种，鸟类 11 目 29 科 102 种，兽类 6 目

13 科 24 种。现场调查，在评价区发现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藏酋猴，通过访问，

在该区域还有岩羊分布；与《科学考察报告》统计的该区域动物分布对比，动物

科属种均未发生变化。在《科学考察报告》中，国家重点鸟类的分布未作详细描

述；通过调查和访问，本次评价区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高山兀鹫、普通鵟、

血雉和灰林鸮 4 种，有四川省级保护鸟类棕腹杜鹃 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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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影响评价 

6.1 对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 

6.1.1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预测 

6.1.1.1 对生态系统面积的影响预测 

本项目在保护区内占地面积为 0.7837 hm
2，全部属于灌丛生态系统。 

表 6 1 项目建设前后评价区生态系统面积变化表 

生态系统类型 现状面积（hm
2） 施工后面积（hm

2） 变化面积（hm
2） 变化比例（%） 

草甸生态系统 2526.19 2526.19 0 0 

灌丛生态系统 2188.17 2187.38 0.7837 0.0358 

冰川生态系统 393.77 393.77 0 0 

人工生态系统 33.15 33.15 0 0 

森林生态系统 2561.77 2561.77 0 0 

合计 7703.05 7703.05 0 0 

项目总占地面积 0.7837hm
2，全部为永久建筑物占地，占地区域为建设用地

和林地，由于面积较小，对生态系统的面积影响较小。项目建设不会导致保护区

的生态系统类型发生变化，受影响的生态系统类型非中国特有也非本地特有。由

于项目占地面积相对较小，不会对原景观斑块造成切割，评价区人工景观斑块数

和斑块面积略微增加外，其它景观斑块数量和面积变化不大。因此项目建设也不

会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完整性及多样性带来不利影响，对生态系统的面积

和功能影响预测为小。 

6.1.1.2 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预测 

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评价，主要考虑生态系统是否能够抵抗项目建设带来的

各项影响，项目建设完工后是否能够通过自身调控能力逐步恢复。由于项目是在

原特殊用地上进行新建和改造，因此项目建设前后评价区内的森林、灌丛和水体

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总量没有变化。工程建成进行运营后，经过几年的运营，

评价区生态系统的群落基础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生态系统仍然可以维持原有的

生产力水平和自身调节能力。所以，工程运营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影响小，

工程建设不会导致评价区生态失衡。 

6.1.1.3 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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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完整性是在生物完整性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因“系统”的

特性，其内涵更加丰富。从系统的角度考察完整性，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组成系

统的成分是否完整，即系统是否具有本生的全部物种，二是系统的组织结构是否

完整，三是系统的功能是否健康。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项目建设是在原聚落生态系统上进行新建和改造，评价

区内生态系统面积不变，且这些区域紧邻道路两侧或建筑附近，对周边环境的新

增间接干扰较弱，生态系统内的物种组成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项目建设对生

态系统组成成分完整性的影响极小。 

从第二个层次来看，项目建成后，建设区及周边生态系统原有生境变化极小，

以这些生境为依托的动植物关系、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关系、食物链及能流渠道都

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项目建设对生态系统组织结构完整性的影响极小。 

从第三个层次来看，本项目仅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的局部区域带来侵占和干扰

影响，不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功能的崩溃，且生态系统仍然具有良好的自我调控

能力。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不会从本质上破坏评价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6.1.1.4 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预测 

生态系统多样性指的是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化程度，是一个区域不同生态系

统类型的总和。评价区共有 2 类主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聚落生态系统类型，

项目建设不会导致评价区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减少。项目建成后，景观工程有利

于增加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且随着整个旅游服务区设施的提升改造，方便对游客

进行服务及管理，有利于周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只是在施工期间，保护区

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和现场的施工监管，严禁将弃渣或其它污

染物倒入水体，严禁施工人员进入森林，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海螺沟的生态环境。

因此，项目建成后评价区内的生态系统组成类型不会减少，从长远来看，项目建

设对生态系统多样性有积极的影响。 

6.1.2 景观生态体系的影响预测 

由于本项目施工在评价区内不新占用林地，有的在原特殊用地上进行恢复重

建和改造，现有各生态系统类型面积不会出现下降，本项目的建设对现有景观生

态体系的格局和动态影响十分有限，不会导致斑块破碎化和异质性程度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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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斑块和廊道的连通性受影响不明显，也不会改变组成景观生态体系的各类生态

系统的物质、能量和生物群落动态。 

6.1.2.1 斑块的变化 

由于部分项目基地位于原特殊用地上，预期现有斑块的数量和性质不会发生

改变，因此施工前后景观生态体系结构不会发生数量变化，即森林、灌丛、水体、

交通用地、建筑用地等斑块数量和分布面积预期不会改变，仍然保持现有水平。 

6.1.2.2 廊道的变化 

评价区内的廊道分河流和道路两种。海螺沟属带状廊道，项目建设不会改变

道路的宽度和走向等。因为是旅游服务设施整体提升项目，随着施工的结束，能

提高景区旅游服务品质，增强游客体验感和舒适度。 

6.1.2.3 景观优势度的变化 

本项目在保护区内基地面积为 0.7837 hm
2，大部分项目位于原特殊用地之上，

不会占用森林面积，评价区其他各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不会改变，所以本项目建

设前后评价区景观要素组成特征预期基本不变，各景观类型的优势度值也基本不

变，各景观格局指数顺序结果不变。工程建设和运行不会对评价区的景观生态体

系产生显著不利影响。对景观生态体系的影响总体预测为小。 

6.1.2.4 景观协调性影响预测 

本次项目不是简单模仿藏式建筑或者简单的提炼某一个符号。从成都到海螺

沟，沿途游客可以接触很多具有当地特色的藏式建筑，我们希望营地的建筑是一

个特色的，具有世界性的，而不是一个怪异、没有根据、随意的一个形式。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景观/生态系统各指标影响程度评分见表 6-1，综合

评分为 54 分，属中低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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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价评分表 

二级指标 影响程度 a
 

分值

（Nj） 
简要说明 b

 
权重

（Wj） 
得分 

景观/生态系统类型及其

特有程度（A1） 

●中低度影响 

50 

生态系统非地方

特有，也非中国特

有 

0.10 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景观类型面积变化（A2） 

●中低度影响 

50 
景观类型面积变

化幅度较小 
0.23 11.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景观类型斑块数量 

（A3） 

●中低度影响 

50 

保护区内有占地，

斑块数量变化幅

度小 

0.27 13.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景观美学价值 

（A4） 

●中低度影响 

50 
对原景观原貌产

生一定的影响 
0.05 2.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土壤侵蚀及地质灾害

（A5） 

●中低度影响 

50 

导致土壤侵蚀及

发生地质灾害可

能性小 

0.15 7.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自然植被覆盖 

（A6） 

中低度影响 

70 
占地面积小，影响

程度小 
0.20 14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合  计 1 (Si)=54 

a 将评定的影响程度等级用图标“●”标出； 

b 简单描述支持评定影响程度等级的最直接、最重要理由。 

6.2 对生物群落的影响 

6.2.1 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评价区植被类型复杂，项目永久占地面积为 0.7837 hm
2。根据对周边植被调

查结果，推测占地区域周边的植被类型主要为灌木林地，以云杉、桦木、槭树、

杜鹃、高山柳、沙棘等植物为优势种，这些植被在评价区分布面积大，分布范围

广，因此，项目占地不会导致植被类型消失或灭绝，对植被的影响小。 

根据现场调查，简接受到工程影响的植物物种有丰实箭竹、绢毛蔷薇、华西

蔷薇、峨眉蔷薇、川滇花揪、美容杜鹃、黄花杜鹃、问客杜鹃、毛花忍冬、珠芽

蓼、糙野青茅、四川嵩草、垂头虎耳草、高原露珠草及多种龙胆、马先蒿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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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植物物种属一般常见种，适应性强，工程建设不会因损伤这些植物而使评价区

域物种丰富度降低，也不会使评价区内的植物种类减少。 

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如果对游客的管理不善，游客可能采摘植株或者损毁

植株，对区内植物生长造成破坏；如果对旅游垃圾管理不善，可能会对区域内大

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进行污染，间接地影响区内植物的生长发育。如继续

加强采取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运营期对植物群落的影响是可控的。 

6.2.2 对动物群落的影响 

评价区分布有 3 种两栖类，这 3 种动物在保护区内分布广、常见。西藏山溪

鲵、刺胸齿突蟾和中华蟾蜍华西亚种主要分布在在河流、溪流中或泥土中，由于

工程建设地点距离溪流较远，因此，对评价区域两栖动物的种群数量及分布不会

造成影响。 

评价区域访问分布有铜蜓蜥、黑眉锦蛇、菜花原矛头蝮和王锦蛇爬行类 4

种，由于本区域强烈的人类活动，加之其数量稀少，活动能力较强，因此项目建

设和运营期对爬行类的影响是有限的。 

评价区常见的鸟类有大杜鹃、灰头绿啄木鸟、星头啄木鸟、松鸦、红嘴蓝鹊、

星鸦、橙斑翅柳莺、冠纹柳莺、普通鳾、棕腹杜鹃、灰林鸮、戴胜、灰鹡鸰、棕

背伯劳、灰背伯劳、鹪鹩、方尾鹟（Culicicapa  ceylonensis）等。工程建设由于

占用特殊用地地，不会对主要以灌木地为栖息地活动的种类减少。因此，影响有

限。在运营期，由于增加了人的活动，也增加了人工食物，部分鸟类的种群数量

在评价区域会增加。总体而言，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对鸟类物种及种群数量的影响

都有限。 

项目位于景区主干道两侧或营地附近，人类活动干扰强烈，兽类主要以小型

兽类为主，常见的种类有野猪、隐纹花鼠、岩松鼠、毛冠鹿、黄鼬、藏酋猴等，

这些小型兽类分布广，适应能力强等特点，能够迅速躲避干扰，建设期对其的影

响不大。在本次外业调查期间，发现约 20 只左右的藏酋猴在道路两侧活动。由

于评价区域的大中型动物稀少，加之大中型活动范围广泛、活动能力强，对整个

评价区域大中型动物的影响不大。 

从整个现有状况评估看，项目位置紧靠公路，人类活动和干扰强烈，原有的

动物群落也主要是一些适应人类强烈干扰的物种，虽然项目占用了部分动物的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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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面积，但由于项目占用的面积相对较小且集中，对动物的活动和种群数量的

影响是有限和可控的。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生物群落各指标影响程度评分见表 6-2，综合评分

为 50 分，属中低度影响。 

表 6-2 对生物群落的影响评价评分表 

二级指标 影响程度 a
 

分值

（Nj） 
简要说明 b

 
权重

（Wj） 
得分 

生物群落类型及其特有

性（B1） 

●中低度影响 

50 

受影响的生物群落

类型非中国特有，分

布广泛 

0.05 2.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生物群落面积（B2） 

●中低度影响 

50 
生物群落面积损失

少，影响有限 
0.35 17.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栖息地连通性 

（B3） 

●中低度影响 

50 
保护区栖息地未被

分割 
0.10 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生物群落重要种类受影

响程度 

（B4） 

●中低度影响 

50 

群落优势种和建群

种常见，分布广泛，

影响有限 

0.30 1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生物群落结构 

（B5） 

●中低度影响 

50 
生物群落结构基本

无变化 
0.20 10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合计 1 (Si)=50 

a 将评定的影响程度等级用图标“●”标出； 

b 简单描述支持评定影响程度等级的最直接、最重要理由。 

6.3 对种群/物种的影响 

评价区域内有红豆杉、连香树、西康玉兰和油麦吊云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分布，但与项目建设点较远，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保护植物生长良好，说明工

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未构成影响。 

评价区域分布有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鸟类高山兀鹫、普通鵟、血雉和灰林鸮 4

种，有四川省级保护鸟类棕腹杜鹃 1 种。这 5 种鸟类飞翔能力强，活动范围广，

在评价区域比较少见，做巢环境也不在工程建设区域，因此项目运营对这些保护

物种产生的影响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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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程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再加上后期保护管理措施和工程措施的跟进，

对保护动物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不会导致某一种或某些物种发生种群巨大变化

或消失，其食物网/食物链结构不会断裂，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状态，也不会对栖

息地造成阻隔，对物种的迁移、散布等影响较小。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种群/物种各指标影响程度评分见表 6-3，综合评分

为 50 分，属中低度影响。 

表 6-3 对种群/物种的影响评价评分表 

二级指标 影响程度 a
 

分值

（Nj） 
简要说明 b

 
权重

（Wj） 
得分 

特有物种（C1） 

●中低度影响 

50 
评价区少量内少量特有

种分布，影响较小 
0.3 1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保护物种（C2） 

●中低度影响 

50 

评价区有保护植物分

布，但距离项目点较远，

调查发现生长正常，对

其影响较小；保护动物

流动性较强，对其影响

较小  

0.3 1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特有物种、保护物种

的食物网/食物链结

构（C3） 

●中低度影响 

50 
不会改变特有及保护动

物的食物网/食物链 
0.2 10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特有物种、保护物种

的迁移、散布和繁衍

等（C4） 

●中低度影响 

50 

不会影响特有及保护物

种在保护区内外的迁

移，影响程度小 

0.2 10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合计 1 (Si)=50 

a 将评定的影响程度等级用图标“●”标出； 

b 简单描述支持评定影响程度等级的最直接、最重要理由。 

6.4 对主要保护对象的影响 

保护区是以保护高山生物多样性及自然景观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

区。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为：以大雪山系贡嘎山为主的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区

内的森林、草地、湿地、高山流石滩、荒漠等多个生态系统类型。 

以白唇鹿、林麝、马麝、牛羚、川黑熊、大熊猫、雪豹、小熊猫、黑颈鹤、

绿尾虹雉、康定木兰、四川红杉、连香树、油麦吊云杉等为代表的珍稀野生动植

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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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域没有白唇鹿、林麝、马麝、牛羚等主要保护动物分布，野外调查也

没有发现动物实体和活动痕迹，工程占地区域不是主要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因此

工程建设和运营对保护动物种群和数量的影响较小。 

评价区域分布有大面积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灌丛生态系统，但工程主要占用特

殊用地，不会对森林生态系统和灌丛生态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工程施工距离海螺沟最具特色的现代冰川最近的直线距离超过 2km，更不

会在海螺沟现代冰川等各类自然景观内产生占地或施工，故项目对其没有任何影

响。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主要保护对象各指标影响程度评分见表 6-4，综合

评分为 50 分，属中低度影响。 

表 6-4 对主要保护对象的影响评价评分 

二级指标 影响程度 a
 

分值

（Nj） 
简要说明 b

 权重（Wj） 得分 

主要保护对象种群

数量（D1） 

●中低度影响 

50 
但不会减少主要保护

对象数量及分布面积 
0.5 2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主要保护对象生境

面积（D2） 

●中低度影响 

50 
主要保护对象生境面

积不会减少 
0.5 2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合计 1 (Si)=50 

a 将评定的影响程度等级用图标“●”标出； 

b 简单描述支持评定影响程度等级的最直接、最重要理由。 

6.5 对生物安全的影响 

由于人员、车辆的出入可能带来有害生物，通过加强对区内管护工作和对有

害生物检疫工作，保护区内病虫害爆发的机率较低。 

外来物种入侵主要由于从外地引种植物或由于外来车辆和人员无意带入外

来物种而产生生态危害，但通过引种造成外来物种入侵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禁止

引种外地植物而被杜绝。从现有调查情况看，评价区域还没有发现外来入侵物种。

项目运营使评价区域内物种入侵发生几率可能有所增大，但可以通过有效管理和

防治措施防止其发生。 

野生动植物的偷伐盗猎行为可能导致某些物种的部分个体流失，个体流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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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伴随部分遗传资源流失。评价区域的这些物种在保护区其它区域有稳定的种群，

本区域的藏族居民没有偷猎的习俗，加之本区域没有非常重要的遗传资源，物种

都是一些区域的常见种和广布种，因此，工程建设和运营导致重要遗传资源流失

的可能性小。 

草原森林火灾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其大多源于人为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防火工作是项目经营者和保护区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现项目建设完成，在项目

征地范围外没有任何经营活动，所以引发森林火灾的几率极低。只要经营者加强

防火意识和管理，区域内因人为活动发生火灾的几率是可控的，也是较低的。 

景区内无社会车辆和运输化学品车辆通行，发生化学品污染的几率很小。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生物安全各指标影响程度评分见表 6-5，综合评分

为 58 分，属中低度影响。 

表 6-5 对生物安全的影响评价评分 

二级指标 影响程度 a
 

分值

（Nj

） 

简要说明 b
 

权重

（Wj） 
得分 

病虫害爆发（E1） 

●中低度影响 

50 

加强对区内管护工作和

对有害生物检疫工作，病

虫害爆发几率较低 

0.30 1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外来物种或有害生

物入侵 
●中低度影响 

50 

禁止引种外地植物，采取

保护管理措施，发生外来

和有害物种入侵概率较

低 

0.15 7.5 
（E2）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保护区重要遗传资

源流失 
●中低度影响 

50 
不会导致自然重要资源

流失 
0.15 7.5 

（E3）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发生火灾、化学品泄

漏等突发事件（E4） 

中低度影响 

70 
通过加强管理，基本不会

导致火灾、化学品泄漏等 
0.40 28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合计 1 (Si)=58 

a 将评定的影响程度等级用图标“●”标出； 

b 简单描述支持评定影响程度等级的最直接、最重要理由。 

6.6 对社会因素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和相关法规，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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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运营的态度是认同的，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将给予全面的支持和配合，以

及提供相应的各项优惠政策。项目建设不仅完善了海螺沟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还

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将

使景区服务功能更加合理，从而规范化地组织游客从事生态旅游活动，使得海螺

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并促进旅游资源长效利用。虽然工程建设会给贡嘎山

自然保护区带来一定的生态影响和生态风险，但这些生态影响和生态风险可以通

过一系列的保护管理措施和工程措施来控制。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社会因素

各指标影响程度评分见表 6-6，综合评分为 50 分，属中低度影响。 

表 6-6  对社会因素的影响评价 

二级指标 影响程度 a
 分值（Nj） 简要说明 b

 
权重

（Wj） 
得分 

当地政府支持程度

（F1） 

●中低度影响 

50 
当地政府非常支持

项目的建设 
0.1 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当地社区群众支持

程度 
●中低度影响 

50 
社区群众已了解本

项目，非常支持 
0.2 10 

（F2）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对保护区管理的直

接投入（F3） 

●中低度影响 

50 
对保护区管理投入

大 
0.35 17.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对改善周边社区社

会经济贡献（F4） 
●中低度影响 

50 
对周边社会经济有

一定的贡献 
0.3 1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对当地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的危害及程

度 

●中低度影响 

50 
对当群众生活无危

害 
0.05 2.5 

（F5）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合计 1 (Si)=50 

a 将评定的影响程度等级用图标“●”标出； 

b 简单描述支持评定影响程度等级的最直接、最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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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影响评价结论 

7.1 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计算 

根据 LY/2242-2014 林业标准，评价结果采用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BI）确

定，先按公式（1）计算出各一级指标分值，再按该规范附录 C 表 C.2 格式和公

式（2）计算出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BI）。 

    （     ） 
   ……………………………（1） 

    （     ） 
   ……………………………（2） 

式中： 

Si—— 一级指标的分值 

Nj—— 二级指标的分值 

Wi—— 一级指标的权重值 

Wj—— 二级指标的权重值 

BI—— 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 

将第 6 章表格中各影响指标的赋值带入上述公式（1）（2）进行计算，得出

本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指数得分为50，详见表7-1。 

表 7-1 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计算表 

一级指标 得分（Si） 
权重

（Wi） 

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

（BI） 

对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 54 0.2 10.8 

对生物群落的影响 50 0.2 10 

对物种/种群的影响 50 0.2 10 

对主要保护对象的影响 50 0.2 10 

对生物安全的影响 58 0.1 5.8 

对社会因素的影响 50 0.1 5.0 

合计 1 51.6 

按照 LY/T242-2014 林业标准，根据生物多样性指数（BI）得分，将雪域温

泉二期改建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分为中低度影响、中高度影响、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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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三级，其分值区间见表 7-2。 

表 7-2 生物多样性影响程度分级表 

级别 中低度影响 中高度影响 严重影响 

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BI） BI＜60 60≤BI＜80 BI≥80 

由上表可得出，本次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指数

属于 BI＜60 这一档。因此，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对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为“中低度影响”。 

7.2 综合影响结论 

（1）本项目位于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符合保护区的总

体规划和生态旅游总体规划。项目建设完善了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当地旅

游吸引力，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协调保护与地方经

济发展的冲突。 

（2）项目占地面积 0.7837hm
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0.00019155% ，占地面

积较小。 

（3）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未发现其在工程直接影响区域活动，项目建设和

运营对其种群数量和栖息地几乎不造成直接影响。 

（4）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运行期对保护区植物物种及植被类型没有影响，

不会有植物物种和植被类型消失，不会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产生影响。 

（5）评价区内主要是一些常见物种，这些物种分布广泛，在整个区域常见，

项目建设和营运对动物资源的影响较小，不会对物种种类和种群数量产生较大影

响。评价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这些物种活动范围大、区域分布范围广，项目区

域不是其繁殖场所，工程建设和运营对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影响不大。 

（6）项目占用面积 0.7837hm
2，占保护区面积的 0.00019155% ，且项目临

近道路周边，对保护区内的景观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 

（7）项目运营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业主方严格按照本报告所提出的“保护

和管理措施”进行运作，并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工程建设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可

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使不利影响程度降至最低。 

根据《自然保护区雪域温泉二期改建工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LY/T2242-2014），通过生物多样性影响评分标准和赋分体系测算，项目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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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影响综合评分为 51.6 分，分值小于 60 分，为中低度影响，项目建设是可

行的，其影响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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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减缓影响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8.1 影响消减的保护管理措施 

8.1.1 环境保护措施 

从现有营运状况看，其设置有垃圾桶，固废垃圾每天清运，纳入到磨西镇垃

圾清运处理体系，根据容纳量不定期清运处理。建议还需采取以下措施： 

（1）将污水排放全部接入污水处理管网系统 

现有排放体系是不定期清理，如果清理不及时，可能产生污水外溢，从而导

致环境污染。 

（2）设置雨水收集系统 

现目前雨水为自然排放，这就容易导致部分污染物随雨水流入自然河道，增

加河流污染物。因此，建议项目设置雨水收集系统。 

8.1.2 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措施 

8.1.2.1 土地资源 

项目占地 0.7837hm
2，全部为灌木林地。 

8.1.2.2 动植物资源 

（1）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保护意识。设立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牌、印发宣

传册等提高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的保护意识。 

（2）景区管理局与保护区签订野生动植物保护承诺书，要求景区管理局承

担因未落实相关保护措施而导致保护区动植物资源、主要保护对象遭受重大损失

的责任。 

（3）在绿化和美化环境过程中，一定是当地的原生植物种类，不得使用外

来物种。 

（4）规范游客行为。不得以投食的方式招引野生动物，以供游客观赏和拍

照。禁止游客采摘保护区内野生植物，特别是在夏季野花盛开的季节，增加管护

人员，加强管理。 

（5）进入景区的游客和车辆仅能在景区范围活动，不得进入保护区其它区

域，夜晚禁止大声喧哗，不得有强光。 

8.1.2.3 生态系统 

（1）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制订和完善保护区生态保护管理制度，用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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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管理保护区生态系统。 

（2）建立生态监测系统，监测保护区灌丛、草甸、湿地等生态系统植物群

落组成、覆盖率、生物量的变化情况，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生态系统。

定期监测区内生态环境质量及变化动态，并长期进行气象、水文监测，通过长期

动态监测，为保护工作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3）保护区要持续监控游客量，评估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掌握游客量对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指导保护工作的开展。 

（4）加强生态风险管理，制定生态风险应急预案，并准备必要的生态风险

防范物资，尽量避免或减轻生态风险因素对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危害。 

8.1.3 其它管理措施和建议 

（1）保护区需加强对项目区域的监管，发现与保护区管控目标不符的行为

需要及时制止，并提出整改措施。 

（2）未建设区域，先保持自然景观状态，不需要去人工装饰。新有建设一

定要按照保护区宣教教育展示与自然体验的需求开展，并需符合保护区生态旅游

总体规划。 

（3）在旅游景点设置禁止投食与乱扔垃圾警示牌，避免野生动物形成依赖

和造成环境污染。 

（4）严格控制游客数量，人数控制在环境生态容量范围内；保护区内采取

电瓶车运输，减少环境污染。 

8.1.4 工程建设后评估 

8.1.4.1 后评估内容 

为科学、全面地评估工程项目对保护区生态环境、主要保护对象的影响和生

态消减措施的效果，在工程投入运营一段时间后，有必要进行工程建设后对自然

保护区的影响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1）工程的影响消减措施是否全部投入运营，运行状态是否良好。 

（2）保护区动植物种类、分布、数量等生物多样性指标是否有显著变化。 

（3）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否受到新的威胁，其数量和分布时候发生显著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