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湿地植物资源

广东湿地植物有451种，分属于141

科294属。 种类最多的是莎草科17属54

种，其次禾本科41属48种。 在高州市、惠

来县、肇庆市等地发现的我国濒临绝种

的野生稻是珍贵的基因资源；吴川县湿

生植物香根草群落可提取香精。

广东十大最美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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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广东湿地公园将达280个

全省湿地保护率达52%，珠三角地区湿地公园总数将达到155个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林荫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通讯员 林荫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广东省

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海丰湿

地，被联合国批准为国际重要湿

地；海珠湿地，建成不到 10 年，

已成为广州中心城区最宜居的

宝地， 吸引众多大型企业在此

“筑巢” ……广东是湿地资源较

为丰富的省份之一。 截至目前，

广东省湿地面积 175 万公顷，占

全省国土面积 10%。 其中，红树

林湿地 2 万公顷，是全国红树林

面积最大的省份。

广东省将把湿地公园建设

作为省政府重点工作强力推进，

到 2020年全省湿地公园总数达

到 280 个， 全省湿地保护率达

52%， 其中珠三角地区将达到

155个。

2004年，星湖湿地公园由广东省

林业局授牌正式成立，是我国经政府

认定的首个湿地公园；2007年4月16

日被国家林业局审定为国家湿地公

园。

星湖湿地公园位于广东省肇庆

市区北侧， 由星湖湿地公园和东调

洪湖两部分组成。 仙女湖是星湖湿

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仙女湖湿

地核心区中有几个自然的候鸟群

岛， 分别名曰藏珠、 瑶玉、 云起和

小瀛洲。 这四个小岛和一旁的招鸟

岛以及小岛周围半径150米水域范

围被列为生态绝对保护区。

据有关专业人士统计，星湖湿地

公园内约有250多种野生鸟类， 包括

夜鹭、白鹭、苍鹭、雉鸡、珠颈斑鸠、小

白腰雨燕、斑姬啄木鸟、红嘴相思鸟

等。仙女湖上空时常可见上万只鹭鸟

成群结队翱翔在天水之间，构成一幅

幅自然生态的美丽画卷。星湖湿地公

园因此获得“百鸟天堂”的美誉。

1998年， 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

（湿地）

建立时还是省级，10年后被联

合国正式批准为国际重要湿地。 之

所以能从省级湿地“晋升”为国际重

要湿地， 是因为这里发现了国际濒

危保护动物黑脸琵鹭。

2004年，海丰湿地首次发现32只

黑脸琵鹭，当时该物种全球仅存1000

只左右。 根据相关国际湿地公约，如

果一个地区的某一类鸟类超过全球

数量的一定比例， 像黑脸琵鹭超过

全球数量的1％， 就应纳入国际重要

湿地保护区。 而当年发现的黑脸琵

鹭超过全球数量的3％。 于是，广东提

出申请。 2008年2月2日，广东海丰湿

地被联合国正式批准为国际重要湿

地。

现在， 海丰湿地有黑鹳、 鸢、鹊

鹞、 灰背隼等重点保护鸟类物种，有

鸬鹚科、鹭科、鸥类等重点保护鸟类

物种，有黑脸琵鹭、白琵鹭、卷羽鹈鹕

等濒危保护鸟类物种。 其中，黑脸琵

鹭的数量增长较快，2014年发现有

128只，2017年增加到157只。

海珠湿地

镶在城市新中轴线上的“绿心”

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湿地公

园由3部分组成， 主要开放区域包括

现有的海珠湖、 湿地一期和湿地二

期，主要包括万亩果园、海珠湖及相

关河涌39条，总用地面积约800公顷，

水域面积达380公顷。 其中，海珠湖被

称为广州“绿心”。

从2010年3月开工建设， 到2015

年12月正式升级为国家湿地公园，海

珠湿地仅用了5年多。 2017年1月，海

珠湿地公园获得2016年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成为广州第一个城市园林

绿化及城市生态修复获奖项目。 2017

年11月，在实地走访海珠湖后，中国

科学院院士方精云用“真的好壮观”

来形容海珠湖。 他感慨说，海珠湖不

仅面积大， 而且建设得相当漂亮，湖

水清澈，花草树木鲜美，生物多种多

样，完全可以发挥其作为“地球的肾”

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也由

衷地称羡“广州人真幸福”。

经过多年建设，如今海珠湖一带

已是花团锦簇、草木扶疏。 海珠湿地

的生态效应逐渐转化为创新经济和

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 2015年以来，

众多大型企业在此汇聚、“筑巢”，形

成广州新落户企业的“湿地效应”现

象。

2020年珠三角水网

湿地保护率达到85%

2015 年 11 月 6 日，“广东十大

最美湿地”出炉，南沙滨海湿地景区

等当选。

据透露， 广东是全国湿地资源

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全省湿地面积

175 万公顷， 其中天然湿地面积为

115 万公顷、 人工湿地 60 万公顷。

湿地类型包含了近海与海岸湿地、

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

工湿地等 5 大湿地类 21 个湿地型。

不少湿地还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如

深圳大鹏湾的大小梅沙、 珠海海滨

公园、 上川岛飞沙滩、 电白县放鸡

岛、肇庆星湖湿地公园、茂名大洲岛

湿地公园、 珠海的淇澳红树林公园

和南沙湿地公园等。

未来， 广东省将大力推进珠三

角绿色生态水网建设， 珠三角每个

地级市至少建有 1 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2 个省级湿地公园，每个县

（市、

区）

至少新建 1~2 个湿地公园，力争

2020 年珠三角地区湿地公园达到

155 个。 有条件的乡村基本建成与

村级排污设施相配套的乡村小型湿

地，2020 年珠三角水网湿地保护率

达到 85%， 打造新常态下香飘四季

的岭南水乡风貌。

广东省湿地鸟类共有

11目23科155种（

亚种

），占

全国湿地水鸟总数48.3％，

以

鴴

形目、雁形目、鹳形目、鸥形目的

鸟类为优势。 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动物有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和黑鹳3

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18种（

亚

种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列名的6种：东方白鹳、黑鹳、

白琵鹭、白腹海雕、鹗、小青脚鹬等。

湿地鱼类包括海岸带浅

海鱼类、河口湿地鱼类、河流

湿地鱼类和内陆湖泊水库鱼

类4大类。海岸与浅海海域湿

地鱼类有54科122属11种， 有许多是经

济价值颇高的海洋捕捞和养殖对象。

湿地爬行动物有60种，

占全省爬行动物 122种的

49％。 属于国家Ⅰ级重点保

护的爬行动物有鼋、 巨蜥、

蟒蛇，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的

种类有三线闭壳龟、山瑞鳖、绿海龟、

玳瑁、棱皮龟等；共有两栖动物3目9科

43种， 以无尾目的雨蛙科和姬蛙科种

类为主，其中大鲵、细痣疣螈和虎纹蛙

是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据调查湿地兽类约有32

种， 隶属于8个目17个科，其

中猕猴、中华白暨豚、小爪水

獭、江獭、水獭、水鹿等被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星湖湿地公园

我国经政府认定的首个湿地公园

海丰湿地

因黑脸琵鹭“晋升”国际重要湿地

南沙滨海湿地景区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

万绿湖国家湿地公园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麻涌华阳湖湿地公园

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

海丰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肇庆星湖湿地公园

肇庆星湖湿地公园水杉林

广州海珠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