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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2019 年 6 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下发《关于下达 2019 年度昆明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

通知》(昆市监发〔2019〕62 号)，同意由昆明市滇池管理局

牵头，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原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

所，以下简称“我院”）起草制定《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

地方标准。 

（二）牵头单位、起草单位 

牵头单位：昆明市滇池管理局 

起草单位：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黄育红 女 总工/高工 
项目组织，收集资料，整体
策划主笔《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 

郭艳英 女 高工 主笔《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
规程》 

潘  珉 女 湖泊室主任/
高工 

主笔《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
规程》 

宋任彬 男 工程师 主笔《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
规程》 

李  杨 男 工程师 收集资料，项目管理 

李  滨 男 工程室主任/
高工 

昆明市滇
池高原湖
泊研究院 

收集资料，主笔《滇池湖滨
湿地 管护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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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劲松 男 院长/正高工 项目管理 
何  锋 男 高工 收集资料 

鲁  斌 女 助理工程师 收集资料，主笔《滇池湖滨
湿地 管护规程》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南时提出：云南要努力成为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

体”思想，坚决保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云南省委、

省政府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的奋斗目标。

昆明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早日把昆明打造为“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示范城市”、“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打好碧水保卫战、蓝

天保卫战、净土保卫战、青山保卫战、田园保卫战，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昆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滇池生态建设工作，在着力

推进滇池治理“六大工程”的同时，2008 年起启动了推进滇池“四

退三还一护”（退塘、退田、退房、退人，还湖、还湿、还

林，护水）生态建设，在环湖区域规划并实施湿地建设工程，

截止目前已建成环湖湿地 5 万亩，在滇池的演化历史进程中

首次实现了“湖进人退”。事实表明，滇池湿地建设对修复滇

池生态、改善滇池水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十三五”期间计

划恢复与建设湿地 7085 亩，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中。加快滇池湖滨湿地恢复与建设，切实提高滇池湖滨湿

地生态功能，既是践行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也是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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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各项部署的重要抓手。 

为确保滇池治理的成效，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滇池保

护条例》，昆明市先后制定了《昆明市环滇池生态区保护规

定》、《滇池湖滨“四退三还一护”生态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和

《滇池湖滨生态带植物物种推荐名录》等文件。上述条例和

文件的贯彻与实施，需要有相应的技术规范或标准作为技术

支撑。为此，在对已建成的滇池湖滨湿地现状分析研究的基

础上，根据滇池湖滨湿地恢复和建设的实际需求，昆明市滇

池管理局提出了编制滇池湖滨湿地系列标准的计划，并按照

急用先行的原则，2018 年先期启动了《滇池湖滨湿地 建设

规范》《滇池湖滨湿地 监测规程》两项地方标准的编制，

2019 年又启动了《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标准的编制，

为恢复与建成的滇池湖滨湿地的管护提供技术依据。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滇池湖滨湿地恢复与建设为“高原明珠”构建了一道生态

保护屏障，通过科学合理的地形修整、植被涵养恢复、布水

系统构建、生物多样性保育、入湖污染负荷削减、泥沙沉降、

区域景观改善等措施，对提高滇池水污染治理成效、恢复滇

池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昆明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目前，全国湿地建设日新月异，行业规范性管理凸显重

要，部分省、市在参考一些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高于行

业标准、有针对性的地方标准，如浙江省2018 年1 月发布了

《湿地公园生态管理技术规范》(DB 33 / T 2032-2018)，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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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2015 年 11 月发布了《湿地保护管理规范》（DB 22 / T 

2368-2015），云南省昆明市 2017 年发布《园林绿化养护规范》

（DB5301/T 24－2017）。浙江省的地方标准适用于湿地公园

的管理，吉林省的地方标准适用于湿地的保护，其适用对象、

类型与滇池湖滨湿地有较大差异，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昆

明市的地方标准规范了昆明市园林绿化的养护行为对城市

公园、城市绿化等有较好的指导性，但对滇池湖滨湿地的管

理与维护指导性不强。上述地方标准为湿地植物的管养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但在湿地的管理与维护方面，尚无相关标准、

规范，不利于滇池湖滨湿地的管理与维护。 

在滇池湖滨湿地的管理与维护中编制技术标准，有利于

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滇池湖滨湿地恢复和建设项目，实现

滇池保护与治理的目标。通过制定标准、应用标准、落实标

准，能有效推进昆明市滇池湖滨湿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水平，保证滇池湖滨湿地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 

在国家、行业标准不健全，无地方标准或地方标准可操

作性差的前提下，制定适用于滇池湖滨湿地管理与维护的标

准不仅对改善滇池水环境质量、提高滇池湖滨生物多样性、

提升城市景观等起到重要作用，还将对高原湖泊恢复、建设

的湿地的管理和维护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自 2013 年起，我院开始对滇池湖滨恢复与建成湿地的

水环境和生态系统进行跟踪监测。结果表明，现有的滇池湖

滨湿地缺乏科学、统一的建设标准，致使滇池恢复与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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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不完整、功能缺失。特别是 2010 年前后

建成的湿地，由于缺乏规范的管理与维护规程，基本处于无

人管理的状态，导致滇池湖滨湿地功能发挥不充分、生态系

统不协调、修复效果不理想。 

为此，在对已建成的滇池湖滨湿地现状调查、分析研究

的基础上，根据滇池湖滨湿地恢复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管理

中存在的不足，2018年启动了滇池湖滨湿地系列标准的制定。

2018 年编制完成了《滇池湖滨湿地 建设规范》《滇池湖滨湿

地 监测规程》两项标准。2019 年 3 月，我院启动了《滇池

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的编制工作。4-5 月开展现场调查和资

料收集，摸清了湿地管理现状；6 月安排技术人员赴外地学

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7 月起草小组按照地方标准的编制结构

和编写要求，从总则、术语、管护的原则、管护的方法和措

施等内容进行逐一梳理、修改，形成初稿。月  日，该地方

标准通过专家技术审查，经验证、修改完善标准后，于 2019

年  月形成报批稿。 月，昆明市政府同意将该项标准进行

公示，并于 20  年 月 日正式颁布实施，作为昆明市推荐性

地方标准发布实施，指导滇池湖滨湿地的管理与维护。 

2019 年 4-5 月，开展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 

2019 年 6 月，赴外地学习先进经验。 

2019 年 7 月，研制，形成初稿。 

2019 年 8 月 7 日，通过中期技术审查，会后根据与会专

家的意见，对标准进行再修改、再完善。 

2019 年  月  日，市滇管局通过昆明市政务系统、市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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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网站、市滇管局微信公众号公开征求意见。 

2019 年  月  日，通过终期技术审查会。 

2019 年  月，修改定稿、送审、结题。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1.科学性 

植物的管养、湿地水路系统畅通是湖滨湿地水质净化功

能的重要保障措施。在本标准中，植物的管养是在通过公开

征求意见、专家咨询、专家研讨等形式，在充分调查滇池湖

滨湿地现有植物种类、分布、管养现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

类型湿地植物的管养提出不同的要求，契合滇池湖滨湿地管

护需求。 

2. 适宜性 
本标准结合滇池保护与治理实际需要，提出“维护滇池湖

滨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发挥其生态、环境、

景观功能，持续改善滇池水质” 的功能性原则和“保护优先，

从维持和恢复滇池湖滨湿地时空的延续性出发，保持湿地动

植物、水环境、地形地貌等组成要素的完整性，构建滇池湖

滨良好、健康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符合滇池湖滨湿地

的功能要求，利于滇池生态系统的恢复。 

3.可操作性 

滇池湖滨湿地不仅为滇池污染防治构建了一道生态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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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还为广大昆明市民提供了休憩的场所。本标准在保护优

先、生态优先的前提下，结合道路绿化、园林绿化对各类植

物的管养要求，提出了不同于道路绿化、园林绿化的要求和

方法，充分考虑了滇池保护与治理的需求和滇池湖滨湿地的

现状。针对滇池湖滨湿地各类效益持续发挥的要求，提出了适

用于滇池湖滨湿地、具有滇池自身特点的管护要求。 

4.先进性 

在参考湿地保护、国家湿地公园、园林绿化管理等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为实现滇

池治理的水质目标，高标准制定了滇池湖滨湿地的管护规程，

突出了滇池湖滨湿地生态修复的特点和对滇池保护治理的

要求；除了对植物的管养措施外，还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的要

求；对湿地的引水布水系统中不同的设施、设备规定了管护

内容；在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提出了对外来入侵种的

管理措施，保证生态安全。 

5. 经济性 
在参考园林绿化管护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保护与

利用相结合，最大限度的保护现有湿地资源，同时对其进行

资源综合利用，协调好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湿地与社会

的关系，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避免公园化的

管理模式，在满足功能持续发挥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建设投

入及管护成本。 

6. 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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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基于滇池湖滨湿地现状、《滇池湖滨湿地 建

设规范》的恢复与建设要求、滇池湖滨湿地的功能要求编制

的，符合滇池湖滨湿地管理与维护的现实需要。 

本标准属于滇池湖滨湿地系列标准的组成部分，是滇池

湖滨湿地建设、运行与管理的重要技术依据。与《滇池湖滨

湿地 建设规范》《滇池湖滨湿地 监测规程》《滇池湖滨湿

地 植物应用物种推荐名录》等标准相互协调、互为支撑，

无冲突、不相违背。 

7. 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

式规范。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是： 《滇池湖滨湿地 建设规范》

（DB5301/T 35-2018）、《滇池湖滨湿地 监测规程》（DB 

5301/T 36-2018）、《园林绿化管养规范》（DG 5301/T 

24-2017）、《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

号、《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昆明市环滇池生态区保护规定》、《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及《滇池湖滨生态带植物物种推荐名录》

（昆滇管﹝2013﹝22号）等。 

（三）与法律法规标准关系  

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相关规定，能与现行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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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相衔接，与国家、行业的相关

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五、标准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对滇池湖滨湿地的管护原则、管护对象、管护要

求和方法等做出了规定。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和修复后

的各类滇池湖滨湿地的管理与维护。 
本标准针对滇池湖滨湿地的特殊地理位置、水文和基底

特征、功能要求，提出了功能性、生物多样性、整体性、可

持续性和因地制宜的管护原则；针对滇池湖滨湿地与其他湿

地的差异，明确了湿地植物、引水布水系统、辅助设施等作

为管护对象；对湿地植物提出了日常管养、病虫害防治、处

置及资源化利用措施；对引水布水系统的水系沟渠、塘库及

配套设施的提出了管护标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预防、监测、

清除等做出了规定。 

湿地是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是其显著特征，其生物多样性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

共同构成。由于滇池湖滨湿地正处于恢复、建设期，生态系

统尚不稳定，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对现有

湿地动物的情况尚未摸清，因此本标准的管护对象不涉及动

物及其它生物，待今后条件成熟再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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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征集了沿湖四区政府、度假区管委会、市法制办、

市林草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滇投公司、

轨投公司等相关部门及公众的意见后，共收集 条意见，采

纳 条，没有重大分歧意见。（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将《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作为昆明市推荐性

地方标准发布实施，指导全市恢复与建设的滇池湖滨湿地的

管理与维护。 

八、贯彻地方性标准的措施建议 

1. 由市滇池管理局组织对各级滇池行政管理部门、设计

单位、湖泊治理机构、施工企业及相关管理单位等开展《滇

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地方标准的宣贯，使相关部门和人

员了解标准的要求。 

2. 各级滇池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标准的要求，加强对湿

地的管护工作的监督监管，确保湿地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  

3. 建议行业管理部门将本标准纳入政府相关管理文件，

敦促参与湿地管理的相关部门、滇池沿岸区政府、管委会，

关注滇池生态建设中湖滨湿地管理与维护的要求，提高湿地

运行成效。 

九、预期效益分析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为了进一步规范滇池湖滨湿地的

管理与维护行为，本次编制的《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

是在衔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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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环滇池生态区保护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滇池湖滨湿

地 建设规范》、《滇池湖滨湿地 监测规程》两项标准和昆明

市多年来滇池湖滨湿地项目实施所取得的实践成果，明确了

滇池湖滨湿地的管理范围、管理对象，规范了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的要求和方法。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以更好的操作性

和适宜性，实现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指导和规范滇池

湖滨湿地的管理与维护，对修复与建设的滇池湖滨湿地环境

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的发挥起到促进作用，也将在

云南省湖泊治理中的湿地建设和管理工作中起到重要的示

范引领作用。 

通过《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的制定和实施，将能

为滇池湖滨湿地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功能的发挥起到重要作

用。 

在 2016 年滇池湖滨湿地已经获得全国十大“最美湿地”之

首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湿地的建设和管理，使滇池

湖滨湿地既能在水污染防治中充分发挥湿地水质净化功能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又能打造美好的生态环境，让滇池

湖滨湿地成为“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名片和窗口，还能有效

贯彻落实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工作，对昆明经济社会

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滇池湖滨湿地 管护规程》 

                          地方标准起草小组 

                             2019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