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项目名称 

贡嘎山海螺沟旅游自然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利用 

二、推荐单位意见 

通过项目的实施，在贡嘎山海螺沟旅游资源与环境本底调查的基础上，发现

贡嘎山海螺沟的旅游价值，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科学依据，推动了

贡嘎山生态旅游区的建立；推进建成贡嘎山生态环境研究基地，成为区域科学研

究中心。开展贡嘎山原始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研究，长期监测了贡嘎山生态环境

的变化，发现了海螺沟冰川退缩区原生演替序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首次实证了

原生演替的格局与过程，运用原生演替理论指导生态恢复和重建。构建了 GFSM

贡嘎山森林演替模型；发现了百年尺度测定沉积的新方法。测算了青藏高原东部

的环环境容量并计算了其生态服务价值。建立了贡嘎山旅游资源的保护性研究体

系，集成贡嘎山旅游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技术 3 项。搭建起贡嘎山特色旅游资

源系统开发的研究平台，已建成了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冰川水文站；开发

了农旅结合的特色产业，为景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少数民族地

区削减贫困、建设全面小康提供试验示范。开展了贡嘎山景区生态环境科学保护

的研究与示范，为贡嘎山的海螺沟景区创 5A 风景区提供了坚实的科技保障。5

年累计产值近 60 亿元。发表科技论文 54 篇，申请专利 8 项，出版专著 6 本，形

成专题研究报告 6 部。引进和培养人才 20 名，培养研究生 12 名；国际合作频繁。

该项目成果将理论研究与生产应用相结合，科学意义重大，具有创新性、先进性

和实用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总体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三、项目简介 

贡嘎山高山、极高山山地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资源的独具特色是低山、中山

不可比拟的，符合世界旅游趋势求新、求异、求知的需求。1987 年 5 月，项目

组所在单位在完成了四川省人民政府组织的贡嘎山地区风景资源的发现和科考

后，率先提出在贡嘎山地区建风景旅游区，但景区建成至今存在几个突出问题。

（1）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有些景点过渡开发；

（2）对旅游资源如森林垂直带谱，土壤垂直分布以及一些特别植物物种缺乏系



统完善的研究；（3）冰川退缩的严重性和具体的退缩数据缺乏；（4）盲目开发带

来的资源快速减少和消失以及自然景观不断地受到破坏；（5）景区的垃圾问题。

打包厕所管理费用高、对环境影响大，与保护自然的旅游要求不相符；（6）旅游

需求的过度膨胀，旅游垃圾给景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带来严重破坏，也干扰

了动植物生存繁衍的环境，造成物种消失和生态功能的严重退化；（7）贡嘎山景

区居民仍然生活困难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项目组开展了冰川、温泉、生物垂直带谱和科技扶贫等多方

面的研究，发现了贡嘎山的旅游价值，推动了贡嘎山生态旅游区的建立；推进建

成贡嘎山生态环境研究基地，成为区域科学研究中心；在贡嘎山旅游资源与环境

本底调查的基础上，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建立贡嘎山

旅游资源的保护性研究体系；开发了农旅结合的特色产业，为景区农民脱贫提供

了现实有效的途径。为贡嘎山旅游资源特别是海螺沟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应用以及

为海螺沟景区创建 5A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发表科研论文 54 篇。申请专利 8 项，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出版专

著 6 本；形成专题研究报告 6 个。构建 GFSM 贡嘎山森林演替模型；集成贡嘎

山旅游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技术；建成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和冰川水文站。 

建成油用加工玫瑰、金银花及观赏玫瑰、食用菌资源化技术研究与推广示范

基地 4 个。近 5 年海螺沟景区累计新增产值为 56.2 亿元，  

通过 29 年的实践，野外调查、科学研究、试验示范和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

显著成就，研究成果为贡嘎山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及、有效利用及区域生

态环境状况的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为贡嘎山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的有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项目开始对贡嘎山旅游资源的探寻、到建立观测研究中心、到对旅游资源

的系统研究和保护开发以及拓展旅游资源、引入有益旅游物种及充分利用资源服

务当地经济发展、强化环境保护理念到景区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研究—利用—

引进系统的有机结合等，无论其指导思想还是技术手段，达到的研究结果，以及

根据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查新报告来判断，本项目成果总体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四、 客观评价 

4.1 项目成果评价意见 

2017 年 6 月 15 日，四川省技术市场协会组织有关专家（专家名单见附件）

对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贡嘎山海

螺沟旅游自然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利用”项目进行了成果评价。专家组在听取汇

报、审阅有关技术资料和质询的基础上，经充分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  提供的资料符合成果评价要求。 

2．项目于 1987 年立项，历时近 30 年，在克服相关资料缺乏、收集难度大

等困难下，以详实的数据，清晰的逻辑和新颖的论点，创建了旅游自然资源新的

研究体系和方法;提出了百年尺度测定沉积新方法；测算了贡嘎山海螺沟的生态

环境容量并计算了其生态服务价值。 

3. 针对贡嘎山海螺沟旅游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系列问题，系统开展了贡嘎山

海螺沟地区旅游自然资源的研究，在贡嘎山海螺沟旅游自然资源与环境本底调查

的基础上，研究和发现贡嘎山海螺沟的旅游价值，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重要的科学依据，也为今后申报世界遗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贡嘎山海螺沟

生态旅游区的建立。  

4. 全面开展贡嘎山海螺沟原始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研究，长期监测了贡嘎

山海螺沟生态环境的变化，发现了海螺沟冰川退缩区原生演替序列的连续性和完

整性，首次实证了原生演替的格局与过程，运用原生演替理论指导生态恢复和重

建，构建了 GFSM 贡嘎山海螺沟森林演替模型。 

5. 开发了农旅结合特色产业，通过研发和集成特色玫瑰园建设技术、观赏

玫瑰、金银花种植技术以及建设核心技术示范区，为景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

效途径，为少数民族地区削减贫困、建设全面小康提供试验示范。贡嘎山海螺沟

景区近 5 年累计新增产值 56.20 亿元。 

6. 建成了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1 个、冰川水文站 1 个；建成了包括玫

瑰和金银花资源化技术研究与推广示范基地 3 个、玫瑰庄园 1 个；发表高水平科

研论文 54 篇；申请专利 8 项，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出版专著 6 本；形

成专题研究报告 6 个。  

综上，总体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2  成果查新结论 

根据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查新报告，在本次检索范围的时间内，



检索到的文献与本项目创新点均存在不同之处，未见相同报道。本项目成果总体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表 1） 

表 1  总体性能指标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 

创新点 国内外同类研究 说明 

发现贡嘎山的旅游价值，推动了贡嘎

山生态旅游区的建立，发出建立景区

第一声。 

未见报道 贡嘎山旅游资源与环境本底调

查，为政府旅游开发提供重要科

学依据。 

推进建成贡嘎山生态环境研究基地成

为区域科学研究中心。 

未见其他高山生

态系统观测试验

站的建站报道。 

海螺沟景区 3000 m 基地站和

1600 m基地站，贡嘎山站是中国

生态系统网络台站，是国家重点

野外台站。 

系统研究贡嘎山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植被与土壤的分布、生物量、生

产力构成和生物多样性指数、高山生

态系统碳循环和土壤碳排放。 

单一分散。 构建了贡嘎山旅游资源的保护

性研究体系。 

 

研究贡嘎山海螺沟冰川的退缩机制。 未见报道。 证明了原生演替的格局和过程。 

贡嘎山海螺沟冰川消融特征及其近期

变化研究，利用水文过程分析和示踪

方法研究我国典型海洋性冰川—海螺

沟冰川的排水系统季节演化特性。 

未见报道。 获取了海螺沟冰川消融过程和

冰川变化的最新数据，探索了冰

川流域的径流增加与冰川消融

密切的关系。 

调查了热温泉分布概况、分类和热温

泉地球化学特性。 

未见报道。 为最早对贡嘎山海螺沟热温泉

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提出了贡

嘎山地区热温泉资源极其利用

方向。 

贡嘎山地区气候要素的时空分布规律

研究。 

未见相同报道。 侧重不同。 

贡嘎山苔藓植物资源、特征研究及其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未见报道。 明确了贡嘎山地区苔藓植物资

源特征，种类大类划分等。独创。 

综合系统，保护开发结合，农-旅结合

互相支撑，研究领域宽广。 

农业和旅游分

割，保护为主，

研究深入单一。 

为海螺沟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风

景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科技支

撑作用。 

提出贡嘎山景观生态保护原则：保护

主要景观镶嵌带的原生生态环境、保

护重要的野生资源、保护具有特殊价

值的自然景观包括微景观及其集合

体。提供海螺沟冰川公园的资源生态

保护策略。 

未见相同报道。 为政府提供建议，得到政府采

纳。 

贡嘎山红石滩的初步研究及科普。 未见相同文献报

道。 

《唯美四川—海螺沟》科普著

作，被国土资源部授予“2017年

国土资源优秀科普图书”称号。 

 



五、推广应用情况 

贡嘎山旅游业的兴起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发展甘孜藏

族自治州旅游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西部地区真正实现旅游扶贫富民战略目标的关

键所在，贡嘎山海螺沟景区年接待游客从 2012年的 65万到 2016 年的 84万，每

年游客增加。为当地带来每年约 120～140 亿元人民币的直接旅游收入，经济效

益可观，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45%以上；旅游税收达到地方财政税收的

40%左右；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达到 2.16 万人；当地农牧民年纯收入 45%以上来

源于旅游收入。 

玫瑰花产业。贡嘎山-海螺沟观赏玫瑰园布设在新兴乡海拔 1600～1700 m

的台地区，现已在新兴乡新龙门子村建设核心示范区一个，面积 120亩，建成玫

瑰庄园 1个，面积 600亩，与海螺沟旅游开发形成了农旅混合经营模式；2015～

2017年累计示范推广油用玫瑰花 1200亩，与四川海螺沟景区贡嘎山林业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成玫瑰精油加工生产线一条，推出了“贡尕皇”玫瑰系列

化妆品，实现产值达到 1千万余元，解决当地 800名劳动力就业的就业问题，切

实增加了当地农户和居民收入，增加利税收入 150万。 

金银花产业。在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的磨西镇蔡阳坪村、堡子村、柏秧坪村和

大乌科村建立了 4 个总面积超过 500余亩的金银花推广示范基地。建成加工生产

线一条，年加工金银花 360000 公斤鲜花，年生产 60000 公斤干花；自创苗圃，

提供适合海螺沟景区栽培的金银花种苗及配套育苗技术和超过 400 亩金银花种

植的优质种苗 36万株及其栽培技术。金银花产值从过去的 240 万元增加到现在

的 640万元，销售收入从过去的 15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400万元。 

食用菌产业。在海螺沟景区的推广种植适生黑木耳“海惠黑木耳”15万袋，

新增产值 75 万元/年；羊肚菌“六妹”和“梯菱”两个品种 400 亩，新增产值

1200万元/年。食用菌产业新增产值 1275 万元/年。 

海螺沟景区 2012 年到 2016 年 5 年累计新增收入 54 亿元，新增利润 3.78

亿元。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文章、专利、专著） 

已发表论文 54 篇；出版专著 6 本；申报专利 8 项，其中发明专利已获授权

1 项。 

6.1  已发表论文目录（54 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1.  Warming and nitrogen addition effects on 

bryophytesare species- and plant 

community-specific on theeastern slop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Sun S.Q., Wang G.X., 

Chang S.X., Bhatti J.S., 

Tian W.L., Luo J. 

Journal of Vegetation 

Science,2017, 28: 

128-138 

2.  Analysis of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Lonicera japonica Thumb. using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 markers 

He H.Y., Zhang D., 

Qing H., Yang Y.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2016, 16: 

gmr16019338 

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trends of 

mercury and arsenicin remote timberline 

coniferous forests, eastern of the 

TibetPlateau, China 

Tang R.G., Wang H.M., 

Luo J., Sun S.Q., Gong 

Y.W., She J., Chen Y.C., 

Yang D.D., Zhou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5, 22:11658-11668 

4.  Lead distribution and possible sources along 

vertical zone spectrum oftypical ecosystems 

in the Gongga Mounta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Luo J., Tang R.G., Sun 

S.Q., Yang D.D., She J., 

Yang P.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105, 115: 

132-140 

5.  The cadmium and lead of soil in timberline 

coniferous forests,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Tang R.G., Luo J., She 

J., Chen Y.C., Yang 

D.D., Zhou 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5, 

73:303-310 

6.  Stand age and productivity control soil 

carbon dioxide efflux and organic carbon 

dynamics in Poplar plantations 

Sun S.Q., Bhatti J.S., 

Jassal R.S., Chang S.X., 

Arevalo C., Black T.A., 

Sidders D. 

Soil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2015, 

79: 1638-1649 

7.  Sample storage-induced changes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oillabile organic 

carbon 

Sun S.Q., Cai H.Y., 

Chang S.X., Bhatti J.S.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17496 

8.  Trace metals of needles and litter in 

timberline forests in the Easternof Tibetan 

Plateau, China 

Tang R.G., LuoJ., Yang 

P.J., She J., Chen Y.C., 

Gong Y.W., Zhou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 45: 669-676 

9.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timberline 

trees of easternTibetan Plateau 

Luo J., She J., Yang P.J., 

Sun S.Q., Li W., Gong 

Y.W., Tang R.G. 

Ecotoxicology, 2014, 

23:1086-1098 

10.  Comparison of soil respiration among three 

differentsubalpine ecosystems o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China 

Chen Y.C., Luo J., Li 

W., Yu D., She J. 

Soil Science and Plant 

Nutrition, 2014, 60: 

231-241 

11.  As, Cd, Cr, Hg, Ni and Pb in soil from 

eastern slope of Mt. Gongga, eastern Tibet, 

China 

Cao Y., Zhang D., Shen 

F., Wang J.P., Falandysz 

J., Jarzyńska G., Li W., 

Wang K.Q. 

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5: 775-782 



12.  The chromium in timberline forests in the 

easternTibetan Plateau 

Luo J., Tang R.G., She 

J., Chen Y.C., Gong 

Y.W., Zhou J., Yu D.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cesses & Impacts, 

2013, 15:1930-1937 

13.  An improved open-top chamber warming 

system forglobal change research 

Sun S.Q., Pen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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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李 伟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籍 中 国 

出生日期 1969-11-17 出 生 地 四川省南充市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691117193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大学 毕业时间 1992-07-01 所学专业 
自然地理与环

境学 

电子邮箱 liwei@imde.ac.cn 办公电话 02869955857 移动电话 13808071516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 4 段 9 号，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党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成都市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4年 10月 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负责建设与维护贡嘎山气候、气象和大气环境的监测设施、完善监测手段，及贡嘎山地区气

候要素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推动贡嘎山站建立的贡嘎山地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参编专著 1 部，

发表论文 12 篇，获得新型实用专利 1 项和发明专利 1 项。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项： 

  大型真菌对重金属的吸附机理及应用，2014 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裸露边坡土壤修复关键技术与应用，2013 年获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排名第三；新型高效络

合系列微肥的开发应用，2012 年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排名第九；泥石流危险性评

价, 2003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五。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

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刘 巧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10-02 出 生 地 湖北省随州市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51010719801002583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 毕业时间 2011.07 所学专业 自然地理学 

电子邮箱 liuqiao@imde.ac.cn 办公电话 02885230076 移动电话 13547887225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贡嘎山站副站长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党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成都市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5年 9月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开展了冰川及其水文定位监测工作，通过加强与国内知名冰川研究结构的合作，主导开展

了贡嘎山典型海洋型冰川的系统野外监测工作，系统完成贡嘎山地区冰川资源分布及其变化调

查，并在冰川消融、运动和物质平衡过程以及冰川/流域水文过程模拟与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主持国家基金青年和面上各 1 项，联合发表学术论文 16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

（二区及以上 5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2017年 06月 16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孙守琴 性别 女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04-07 出 生 地 四川省泸州市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510215198004077120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4.10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8.6 所学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

程 

电子邮箱 shouqinsun@imde.ac.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688098402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 号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党    派 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成都市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1年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通过对贡嘎山苔藓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利用，促进了贡嘎山地区旅游资源的开

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针对贡嘎山不同植被类型苔藓植物资源及影响苔藓植物生长和分布

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以亚高山针叶林和亚高山灌丛植被带为重点，进一步分析未

来气候变化下苔藓植物的响应以及苔藓植物对相应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经过研究揭示除了贡

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苔藓植物资源状况、沿海拔的分布特征，指出影响该区域苔藓植物分布的主

要因子为温度和凋落物厚度；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该区亚高山针叶林和亚高山灌丛苔

藓植物群落盖度、优势种盖度和物种组成将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气温和大气氮沉降增加将会

导致群落和优势种盖度降低，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变化。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蒋 豪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籍 中 国 

出生日期 1983-11-07 出 生 地 四川省汶川县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32211983110700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 
毕业时间 2012-06-30 所学专业 植物学 

电子邮箱 jianghao@imde.ac.cn 办公电话 028-85557491 移动电话 13540490110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 4 段 9 号，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党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成都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0年 10月 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调查贡嘎山海螺沟温泉的种类、分布及矿质元素含量，综合评价温泉的可利用性；准备相

关申报材料；农业产业化的推广示范。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 项： 

  大型真菌对重金属的吸附机理及应用，2014 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四。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徐 云 性别 女 排    名 7 国籍 中 国 

出生日期 1969-01-11 出 生 地 四川省成都市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021219690111082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毕业时间 2013-10-30 所学专业 土壤生物 

电子邮箱 xuYun0111@126.com 办公电话 028-85229828 移动电话 13688106841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 4 段 9 号，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山区发展中心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党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成都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年 09月 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油用玫瑰花的品种比较试验和产业化的推广示范；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发展的咨询建议。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项： 

2004 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三；2007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

二。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何海燕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籍 中 国 

出生日期 1989-03-29 出 生 地 四川省广安市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168119890329554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无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毕业时间 2016-6-30 所学专业 土壤学 

电子邮箱 429602425@qq.com 办公电话 028-5230076 移动电话 13258295297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 4 段 9 号，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 党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成都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0年 10月 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金银花的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示范；协助完成申报材料的准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 项： 

  2004 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三；2007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

二。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李 霞 性别 女 排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03-07 出 生 地 四川省芦山县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51312719820307002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实验师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理学硕士 

毕业学校 四川大学 毕业时间 2008-07-01 所学专业 微生物学 

电子邮箱 lixia@imde.ac.cn 办公电话 028-85217656 移动电话 13880593044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号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综合测试与模拟中心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 在 地 四川成都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1年至 2016年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主要负责研究课题实验分析和项目成果资料整理。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张远彬 性别 男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3年 05月 出 生 地 四川省宜宾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252719730528231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究所 

毕业时间 2008年 7月 所学专业 植物学 

电子邮箱 zhangyb@imde.ac.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679001112 

通讯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号，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邮政编码 61004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水文研究室 党    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号，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所 在 地 成都市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0年 10月 至 2016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高山森林生态研究；“垃圾银行”垃圾银行和“厕所革命的推广”。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

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文安邦 所 在 地 四川省成都市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传    真 028-85222258 邮政编码 610041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号 

联 系 人 刘琴 单位电话 028-85235224 移动电话 15982839392 

电子邮箱 qinliu@imde.ac.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作为本项目主持单位，主要完

成以下创新工作：（1）对贡嘎山海螺沟旅游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开展大量原始拓荒

式调查，率先发现并提出建立贡嘎山生态旅游保护区；（2）推进建成贡嘎山生态环

境研究基地，为贡嘎山海螺沟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保护和环贡嘎山地区的旅游资源

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3）对贡嘎山垂直带谱、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在内的立体式旅游生物资源调查，对景观旅游资源进行了梳理，对贡嘎山原

始森林生态系统、冰川、苔藓及红石滩等的研究等填补了高山、极高山的天然林保

护相关研究空白；（4）开展贡嘎山冰川研究，对贡嘎山冰川资源状况的调查，尤其

是对海螺沟独特的山谷冰川研究，率先开展关于冰川变化、冰川消融和融水径流、

冰川排水系统演化特征、冰川响应气候变暖消退、冰川冰舌段冰下排水通道的形成、

季节演化的主要过程及其演化特征和影响机理的研究；（5）开启对高山、极高山生

态环境苔藓植物的研究、苔藓植物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以苔藓在亚高山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中的作用等系统研究。（6）贡嘎山生态系统污染研究。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

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甘孜州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李华均 所 在 地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泸定县磨西镇 

单位性质 企业单位 传    真 0836-3266883 邮政编码 626199 

通讯地址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贡嘎大道景区管理局办公室 303 室 

联 系 人 于琇清 单位电话 0836-3266883 移动电话 18990489367 

电子邮箱 368140788@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在海螺沟进行食用菌、中藏药和引进花卉以及诸多品种的油用加工玫瑰的品种大

田栽培实验及推广应用示范。在海螺沟高海拔地区推广泡沫微生物环保厕所技术。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

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甘孜藏族自治区旅游产业促进中心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李建桂 所 在 地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康定县 

单位性质 企业单位 传    真 0836-3266883 邮政编码 626000 

通讯地址 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沿河路 189 号 

联 系 人 王光治 单位电话 0836-3266883 移动电话 13568296895 

电子邮箱 489379240@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在海螺沟景区以外，进行食用菌、中藏药和引进花卉以及诸多品种的油用加工玫瑰的品种大田

栽培实验及推广应用示范。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

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九、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山地所）牵头，甘孜州

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甘孜藏族自治区旅游产业促进中心参与，共同完成了该项

目。 

项目第一完成人张丹研究员 2013 年 5 月受成都山地所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派遣，赴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挂职，担任副局长和党委委员至今，协调了成都山地所、中国科学院高山

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和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等单位的关系，建立了良好所—站—局的良好合作

关系。在此基础上，组织研究人员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攻破了贡嘎山海螺沟景区大面积种植

加工玫瑰、金银花及观赏玫瑰的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集成了加工玫瑰、观赏玫瑰及金银花

在贡嘎山高山、极高山地区种植的新技术。联系甘孜州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甘

孜藏族自治区旅游产业促进中心，对项目研究成果进行了推广示范。 

 

                          第一完成人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