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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大型真菌受威胁程度评估、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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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名录是制定科学、有效的物种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基础和依据。自2000年起, 中国菌物学者开始探
索真菌红色名录的制定, 包括采用IUCN评估等级和标准对中国大型真菌受威胁状况进行初步评估, 但与国际上
采用的IUCN标准并未完全接轨, 且评估的物种数量少, 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较为狭窄, 难以反映中国大型真菌的整
体受威胁状况。我们组织全国140余位真菌专家, 采用IUCN评估等级和标准对我国已知的227科1,298属9,302种大
型真菌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评估, 结果发现97种大型真菌处于受威胁状态, 并编制了首个国家范围的“中国大型
真菌红色名录”。本文基于该评估结果, 并结合中国大型真菌保护现状,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建议从5个方
面加强对大型真菌的保护: (1)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2)完善就地保护体系, 提升迁地保护能力; (3)深入开展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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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构建监测网络; (4)加强大型真菌的科普教育,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5)加大资金投入,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关键词: 大型真菌; 红色名录; 受威胁评估; 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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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UCN red list assessmen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 for biological species based on sound science. Since 2000, Chinese mycologists have
assessed the threat status of macrofungi in China by us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d but did not fully
integrate IUCN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Because the number of species evaluated was limited and the
geographical coverages were often relatively narrow, those assessments did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overall
status of Chinese macrofungi. To correct this gap, a nationwide Red List assessment of macrofungi was
organized and the first national Red List of 9,302 species in 1,298 genera and 227 families was announced
recently. More than 140 exper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ok parts in the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7 species of macrofungi were threatened.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ervation of macrofungi in China, five major measures were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se fungi: (1) Enforce the legislation of laws,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the policy-making system; (2) Optimize the network system for in situ protection of macrofungi and
enhance ex situ protection capability; (3)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macrofungi and establish a
monitoring program; (4) Strengthen outreach and education about mcrofungi in the popular science domain,
i.e.,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conservation of important fungal resources; (5) Increase funds for fungal
conserv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supportive cap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macrofungi; red list; threat assessments;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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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条要求各缔约国制定生

odorus)、岛圆盘衣(Gymnoderma insulare)、毛边黑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家战略、计划和方案

蜈蚣衣(Phaeophyscia hispidula)和酸涩口蘑(Trich-

(https://www.cbd.int/convention/refrhandbook.shtml)。

oloma acerbum)(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物种红色名录是制定科学、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2018)。

战略、计划和方案的基础和依据。大多数欧洲国家

自2000年以来, 中国菌物学者对部分大型真菌

发布了本国的大型真菌或菌物红色名录, 在政府决

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一些研究。魏江春等(2000)首

策和菌物有效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次根据IUCN评估等级和标准, 并结合中国实际情

特别是在英国、荷兰、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成

况, 拟定了中国地衣物种濒危等级划分标准, 对中

效显著(Dahlberg et al, 2010)。中国大型真菌多样性

国45种地衣进行了受威胁评估, 提出了第一批中国

丰富, 到2010年中国已经报道真菌1.4万余种(戴玉

濒危地衣物种红色名录, 包括极危种8种、濒危种10

成和庄剑云, 2010), 包括936种大型食用菌(戴玉成

种、易危种20种、低危种7种。刘培贵等(2003)在探

等 , 2010a) 和 473 种 药 用 真 菌 ( 戴 玉 成 和 杨 祝 良 ,

讨大型真菌关键类群时, 将大型真菌划分为濒危类

2008)。另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

群、重大科学价值类群和重要经济类群3种类型。

菌卷》评估报告记载(http://www.zhb.gov.cn), 中国

其中, 濒危类群指在近年的考察和报告中发现的数

有大型真菌1万余种, 其中食药用菌1,700余种。然

量急剧减少或由于过度的采集资源明显受到威胁

而由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大型真菌受到

的种类, 包括松口蘑(Tricoloma matsutake, 俗称“松

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中国政府已经组织实施了一些

茸”)和干巴菌(Thelephora ganbajun)等。戴玉成(2003)

政策、规划和保护行动, 大型真菌保护取得了一定

报道了我国东北长白山地区的稀有和濒危多孔菌。

成效。本文基于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从受威

于富强和刘培贵(2005)报道在云南松林野生食用菌

胁评估、政策与规划、就地与迁地保护等方面, 介

中, 濒危种有32种, 易危种有54种, 稀有种有30种。

绍中国大型真菌受威胁评估研究进展与保护现状,

2008年, 图力古尔团队建立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大

针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依据受威胁评估结果,

型真菌物种濒危等级和优先保护量化评价体系, 采

提出保护对策建议。

用层次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指标

1

中国大型真菌受威胁评估研究进展

的权重, 评估了38种大型真菌, 其中极危种2种, 濒
危种4种, 易危种10种, 近危种9种, 无危种13种(范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和推广的红色

宇光和图力古尔, 2008)。此后, 又将该评价方法应

名录等级和标准, 是当前世界上使用最广的物种受

用于山东省大型真菌珍稀物种濒危评估。在被评估

威胁评估体系。评估等级主要包括灭绝(Extinct,

的 175 种 中 , 濒 危 种 有 4 种 , 脆 危 种 (vulnerable

EX)、野外灭绝(Extinct in the Wild, EW)、极危

species)有34种, 敏感种(lower risk species)有74种,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濒危 (Endangered, EN)、

安全种(safety species)有63种(王建瑞等, 2015)。戴玉

易危(Vulnerable, VU)、近危(Near Threatened, NT)、

成等(2010b)参照欧洲真菌保护协会关于濒危和稀

无危(Least Concern, LC)、数据不足(Data Deficient,

有真菌的研究方法, 结合中国的情况, 如生态习

DD)、未予评估(Not Evaluated, NE) 9个等级(IUCN

性、寄主、分布区域和发生频次, 将多孔菌分为3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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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小种群或局限分布和定量分析5个方面(IUCN
菌。魏铁铮和姚一建(2012)根据IUCN标准对我国
s
r
ve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2012a, b; IUCN
137种大型真菌(14种子囊菌、123种担子菌)做了初
i
d
Standards and Petitions Subcommittee, 2017)。迄今, io
步评估, 其中濒危54种、易危54种、近危29种, 并
B
在IUCN评估过的57种大型真菌中, 有7种在中国有
就我国菌物红色名录编制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性
分布, 即帕氏蘑菇(Agaricus pattersoniae)、
雕柄蜜环
样
然而, 这些工作评估的物种数量不多, 尚未完全与
多
菌 (Armillaria ectypa) 、 黄 绿 丝 膜 菌 (Cortinarius
国际采用的IUCN标准接轨, 而且所涉及的地理范
物
citrino-olivaceus) 、 香 味 全
缘 孔 菌 (Haploporus
围比较狭窄, 难以反映我国大型真菌的整体受威胁
生
©
Standards and Petitions Subcommittee, 2017)。评估标

种类型, 即常见种、偶见种和广义稀有种。广义稀

准涉及种群减少、地理分布范围缩小、小种群且在

有种分为濒危种和稀有种, 并列出了48种濒危多孔

保护论坛

第 11 期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1238

状况。
为全面评估中国大型真菌受威胁状况, 2016年
原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中国生物多

保护论坛

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编制工作。中国环

2

第 26 卷

中国大型真菌保护现状

2.1 政策与规划
在1999年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颁布的《国家重

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组织全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 冬虫夏草

国140余位专家对我国已知的227科1,298属9,302种

(Ophiocordyceps sinensis)和松口蘑被列为国家二级

大型真菌(大型子囊菌870种、大型担子菌6,268种及

重点保护物种。为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

地衣型真菌2,164种)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评估。结

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以原环境保护总局牵头、17个部

果表明, 1种疑似灭绝, 即云南假地舌菌

委组成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负

(Hemiglossum yunnanense), 近 130 年 未 重 新 发 现 ;

责研究审议国家生物物种资源(包括生物遗传资源)

受威胁的大型真菌97种, 包括大型子囊菌24种、大

保护和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标准, 研究审议

型担子菌45种和地衣28种, 总体受威胁率为1.04%;

国家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各项规划和行动计划等。其

受威胁的中国特有大型真菌有57种, 占中国特有大

中的生物物种资源包含了大型真菌物种资源。为全

型真菌物种总数的4.20%; 需关注和保护的大型真

面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 原环境保护总局

菌高达6,538种, 占被评估物种总数的70.29%。在

联合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

2018年5月22日“生物多样性日”, 生态环境部联合

同编制并印发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国家层面的首个官方大型真菌

划纲要》(http://www.mep.gov.cn/gkml/zj/wj/200910/t

红色名录。

20091022_172479.htm)。在其中的“微生物资源保护

本次大型真菌受威胁评估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与利用”部分, 提出了微生物资源保护的近期、中期

评估物种数量最大、类群范围最宽、覆盖地域最广、

和远期的目标和任务, 并制定了“加快微生物资源

参与专家人数最多的一次。通过评估不仅掌握了我

的调查和编目、建立国家微生物资源库与共享体

国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状况, 还明晰了大型真菌受威

系”等保护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大型真

胁的主要原因, 即过度采挖、开发利用和不科学的

菌资源调查和菌种保藏等工作。

采挖方式是食药用大型真菌的主要威胁因子; 环境

为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规定, 进一

污染和生境退化是地衣的主要威胁因素; 全球气候

步加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有效应对中国生

变暖、土地利用、森林砍伐导致的栖息地丧失也是

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2010年原环

影响大型真菌生存的重要因素。此外, 本次评估还

境保护部印发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根据大型真菌的生物学特性, 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计划》(2011–2030年) (http://www.zhb.gov.cn/gkml/

(IUCN)评估标准体系做了必要的调整, 建立了“中

hbb/bwj/201009/t20100921_194841.htm), 提 出 了 我

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技术规范”, 填补了我国

国未来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目标、战略任务

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标准的空白, 为国际大型真

和优先行动。在大型真菌保护方面, 规定“开展野生

菌红色名录评估工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食用、药用菌种资源的调查和收集整理, 并存入国

几乎与此同时, 云南省环保厅、中国科学院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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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种质资源库; 加强微生物资源的收集、保护、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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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以及主要保护对象分布特点等因素,
将全
yx/201705/t20170522_4602412.shtml), 其 中 云 南 省
s
r
e
v
国划分为8个自然区域,
其中“冬虫夏草种群及其栖
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涵盖了122科604属2,759种,
i
d
息地保护”是青藏高原高寒区的保护重点之一; 松
量化评估了云南省大型真菌物种的灭绝风险, 是 io
B
口蘑和冬虫夏草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西南高
中国首个省级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结果显示,
性
云南大型真菌中, 极危种2种, 濒危种9种,
样易危种 山峡谷区的保护重点之一。
多
为组织实施好“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相关
48种 , 近 危 种 56种 , 无 危 种 2,573种 , 数 据 不 足
物
活动, 中国政府成立了由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亲任主
71种。
生
©
明植物研究所和昆明动物研究所联合编制了《云南

藏的能力建设, 建立国家微生物资源库及共享体

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http://www.cas.cn/

系”。此外, 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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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25个部门共同组成的“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

对象是松口蘑等大型真菌及其生境, 也是中国第一

中国国家委员会”。2011年, 国务院批准将“2010国

个珍贵食用菌类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7.7万ha, 其中

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生物

松口蘑生长分布区面积3.2万ha (许广波等, 2003)。

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2014年中国生物多样性

虽然大部分自然保护区未将大型真菌作为主要保

保护国家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加强生物遗传资

护对象, 但在保护其他类群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

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2014–2020年)》和《生物多样

上间接保护了大型真菌。如重庆金佛山自然保护区

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14–2020年)》等, 对进

有濒危大型真菌20种, 其中18种为食药用菌(廖宇

一步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了部署。《生物

静等, 2008)。此外, 地方政府和一些科研机构也致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14–2020年)》提出

力于大型真菌就地保护, 如国家农业现代技术体系

要开展微生物资源、微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

资助建立了黑龙江东宁中俄边境黑木耳保育区、吉

识的调查与评估, 查明动态变化趋势, 建立县域数

林图们市中朝边境黑木耳保育区、雅江县格希沟自

据库和信息平台。原环境保护部已经组织开展了县

然保护区内大型菌物保育区和若干保护小区。

域大型真菌调查与评估试点示范, 并发布了有关技

2.3 迁地保护现状

术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藏来实现, 菌种保藏方法主要有常规低温继代保

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实施生

藏、液氮超低温保藏、冷冻干燥保藏、–86℃深度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低温保藏等(张瑞颖等, 2010; 孔维丽等, 2015)。中

与评估, 完善观测体系; 科学规划和建设生物资源

国大型真菌菌种主要保藏在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

保护圃, 建设野生动植物人工种群保育基地和基因

保藏管理中心、中国农业微生物保藏中心上海食用

库; 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构建生态廊道

菌分中心、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大型真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

菌菌种库(http://www.genobank.org)、农业部微生物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重要生态

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检中心建立的国家食用菌标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

准菌株库、福建省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河南食用

系, 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提升

菌菌种保藏中心、山东食用菌菌种保藏中心等。中国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涵

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http://www.cgmcc.net)

盖了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就地保护和迁地

是我国主要的微生物资源保藏和共享利用机构之

保护等。

一, 目前保存各类微生物资源超过5,000种, 4.6万余

2.2 就地保护现状

株, 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7,100余株, 包括大量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

大型真菌菌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大

护地为大型真菌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在大型真

型真菌菌种库主要长期、安全、有效地保存西南地

菌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底,

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大型真菌种质资源, 目前已

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740

收集保藏大型真菌菌种43种7,645株。中国农业微生

个, 面积约10,595.2万ha, 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物保藏中心上海食用菌分中心主要收集、保藏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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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http://cncbc.mep.gov.
1,141株, r主要属于担子菌亚门和子囊菌亚门(崔星
s
ve
cn/zlxdjh/gjxd/pg/201506/P020150626396644161511.
明, i2000)。福建省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建有液氮
d
pdf), 截至2012年底, 建立森林公园2,855处, 其中 io
超低温保藏库、液体石蜡低温保藏库和低温保藏库,
B
国家级764处、省级1,315处; 建立国家级风景名胜
目前共收集、保藏了52种食药用菌、843个菌株, 其
性
区225处, 面积约10.4万km ; 建立自然保护小区5万
中商业性栽培菌株439份、育种材料(单孢菌株) 404
样
多
多处, 面积1.5万多km 。其中2002年国务院批复成
份(朱坚等, 2005)。
物
立的吉林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
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大型真菌标本保藏机构
生
©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占 总 数 的 52.04% (http://www.mee.

野生和栽培的食(药)用真菌菌种, 共63属125种近

gov.cn/stbh/zrbhq/qgzrbhqml)。据中国履行《生物多

2,000株食、药用真菌菌株, 其中已公开发表的有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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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3.3 调查与监测相对滞后

物研究所标本馆、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

野外大型真菌种群多样性调查方面, 在内蒙古

馆、吉林农业大学菌物标本馆、新疆大学生命科学

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

与技术学院标本馆、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真

然保护区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案例(图力古尔和李玉,

菌标本馆等。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是亚洲收藏量

2000a, b; 图力古尔等, 2010a, b), 然而与动物和植

最大的菌物标本馆, 建有菌物标本库、菌物DNA库、

物多样性研究相比, 大型真菌的调查与评估相对滞

中国菌物名录数据库、国际菌物名称注册网站、“真

后, 且缺乏系统性, 导致68.2%的大型真菌数据不

菌与人类”科普展厅等, 已收集保藏菌物标本52万

足, 无法进行生存与受威胁状况评估。大型真菌监

余号。其中中国菌物名录数据库已录入菌物名称2

测样地稀少、监测能力严重不足, 导致我国大型真

万余个、25余万条记录, 为开展大型真菌红色名录

菌多样性动态变化趋势不明。野外调查和长期监测

评估等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数据的缺乏, 难以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物研究所标本馆真菌标本室主要采集保存我国特

3.4 大型真菌保护意识薄弱

别是西南地区的大型真菌标本, 已保存大型担子

一些相关政府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和普通大众

菌和大型子囊菌等菌物标本10.1万份, 为研究我国

对大型真菌多样性及其保护还比较陌生。由于保护

西南地区丰富的大型真菌物种多样性积累了基本

意识薄弱, 过度采挖和不当的采挖方式仍是食药用

资料。

大型真菌受威胁的主要原因。我国与大型真菌资源

3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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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不健全
我国已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相关的对外合作交流日趋活跃, 但由于保护意识不
强, 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出现了大型真菌流失问题,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害。
3.5 资金投入与科技支撑能力不足

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用于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不足, 导致一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 而

些珍稀濒危、关键的物种未能得到有效保护。与动

野生大型真菌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是空白。目前

物和植物多样性科研财政投入相比, 大型真菌科研

只有2个易危物种——冬虫夏草和松口蘑被列入国

资金少, 相关学科发展相对较慢, 大型真菌分类学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还未颁布“国家重点保

研究基础还较弱、生态学研究也相对滞后, 不利于

护野生大型真菌名录”, 疑似灭绝物种和其余受威

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与监测能力的提升。

胁物种的保护与管理尚无依据。新近, 云南省率先
出台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该地方性
法规对健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推动国
家开展相关立法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3.2 大型真菌就地保护体系尚未建成

4 加强中国大型真菌保护的建议
4.1 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加强大型真菌保护与利用的监管立法。依据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 确

生态环境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的大型真

定我国大型真菌保护优先顺序, 重点关注受威胁的

菌受威胁评估结果显示, 现有自然保护区对大型真

虫草类、块菌等食药用菌, 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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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应作为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重点关注地区。
的保护区, 绝大多数保护区未将大型真菌纳入保护
s
r
e
4.2 iv
完善就地保护体系, 提升迁地保护能力
范畴, 导致一些重要的食药用菌和中国特有种的生
d
依据大型真菌受威胁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种群
存受到威胁。目前, 已经有29种食药用菌受到威胁, io
B
现状, 将其纳入现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范畴。基于
中国特有大型真菌受威胁率为4.3%。如鲁铁和图力
性
大型真菌就地保护空缺, 合理布局以自然保护区为
古尔(Lu & Bau, 2017)对内蒙古草原特有物种蒙古
样
多
主的大型真菌自然保护地体系, 在受威胁大型真菌
口蘑(Leucocalocybe mongolica)的研究指出, 如不采
物
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或分布点建立新的自然保护
取有效保护措施, 这些特有物种可能面临灭绝。
生
©
菌受威胁物种分布区的覆盖程度很低。仅有吉林天

大型真菌物种名录”。云南、四川是大型真菌多样性

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极少数针对大型真菌

最为丰富的地区, 也是受威胁物种分布最为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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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保护小区。鼓励分离和保藏大型真菌的菌种资源,

提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大型真菌标本和

加强对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的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大型真菌菌种库

大型真菌种质资源的收集保藏, 完善大型真菌种质

数据。

资源库, 使国家战略性大型真菌资源得到较好保存。
依托“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专项, 尽快完成
全国大型真菌物种多样性野外调查与评估, 重点关
注疑似灭绝、受威胁和数据不足等级的物种, 基本
查明我国大型真菌本底。尽快发布大型真菌红色名
录评估技术规范, 统一我国大型真菌受威胁评估标
准。针对受威胁物种设立物种调查专项, 特别是疑
似灭绝和极危物种, 深入开展野外调查和地下菌丝
检测, 进一步澄清其生存状况。建立布局合理、功
能完善的监测网络体系, 掌握大型真菌多样性动态
变化趋势。
4.4

加强大型真菌的科普教育,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基于大型真菌红色名录反映的我国大型真菌

多样性现状及其分布状况, 编制大型真菌保护宣传
材料,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 结合民族饮食文化宣传
和普及大型真菌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 提升公众参
与保护大型真菌多样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菌物标本馆等具有科普宣传意
义的区域进行大型真菌宣传标识体系建设, 建立科
普教育示范基地。分区、分步推动大型真菌多样性
保护主流化, 特别是大型真菌丰富且受威胁严重的
地区, 逐渐在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的具体工作中
得以贯彻落实, 形成全国保护大型真菌多样性, 建
设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4.5 加大资金投入,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各级各部门加大对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的投
入力度, 设立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专项资金。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专项、“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以及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项目立项中, 对大型真菌多样
性保护给予倾斜, 加大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 开辟新的资金投入渠道。加强大型真菌分
类学和菌种分离保藏技术研究, 构建完善迁地保藏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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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评价技术方法体系, 提升我国大型真菌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的研发能力, 推动科技创新, 促进绿色

性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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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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