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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野生动物是题中应有之意。当下我国大鲵资源保护现
状不容乐观,存在着法律规范不完善、相关执法不规范、司法机制存在缺陷、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我
国大鲵资源保护应当加快立法进程、加强执法力度、健全司法机制、完善监督机制等,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时代。
[关键词] 大鲵资源；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Q142.6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G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protection legal issues in China -- taking The Giant Salamander
nature Reserve in Zhangjiajie,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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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should be the meaning of the topic. At present, the status of the G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protection is not optimistic in China .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legal norms,
irregular law enforcement, defects in the judicial mechanism and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protection should speed up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strengthen the law enforcement, perfect
the judicial mechanism, perfect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so on, and build the era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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