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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管理局 – 概览

 
 

领导     国家公园管理局于 1916 年 8 月 25
日，在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后由威尔逊
总统签署正式成立。黄石公园是美国
第一个国家公园，于 1872 年 3 月 1
日由格兰总统签署法案后建立。 

    Mary A. Bomar   局长 
    Dan Wenk  副局长 
    Sue Masica 副局长 
 
行政管理 
    国家公园管理局是美国内务部下属
的一个单位，负责管理构成国家公园
系统的 390 个国家公园或文化遗
产。 
 
预算 
• 2005 年国家公园管理局预算：

23.15 亿美元 
• 2006 年国家公园管理局预算：

22.49 亿美元 
• 国家公园系统每年为地方经济提

供 22.6 万个工作岗位，并产生
110 亿美元的产值。 

 
 
宗旨 
    国家公园管理局旨在保护国家公
园系统内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及其价
值，并以此娱乐、教育和激励民众及
子孙后代。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各界伙
伴合作，将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和户
外休闲娱乐的裨益与影响推广到全国
以至全世界。 
 
 
历史背景 

 

管理范围 
    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有 390 个公园
单位，覆盖了 8,400 万英亩的土地。
这些单位包括国家公园、纪念碑、战
场、历史遗迹、湖滨、纪念公园、休
闲娱乐地区、河流和步道，以及白宫
景点等。平均每两年国会会议都会成
立 4-5 个新的公园单位。公园数目的
增长自 1970 年以来已达到 50%。 

 
工作人员   
    国家公园管理局约有两万名职工，
包括正式职员、临时雇员和季节性雇
员。在 2004 年度大约有 14 万名公园
志愿者（VIPS）贡献了约 500 万小时
来协助公园工作，他们的工作量相当
于增加了 2,403 个雇员, 价值约在
8,590 万美元左右。另外，有 65 家合
作的协会组织通过其设在公园内的商
店，提供各种和公园有关的零售商
品，帮助游人学习和理解相关主题。

每年他们给国家公园贡献大约 2,600
万美元。 
  
    

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有其它约 150
个非盈利性友好团体，它们每年为
160 个国家公园提供约 5,000 万美元
的经济支持。国家公园基金会是国会
认定的合作伙伴，在过去七年中为国
家公园局提供了 1.37 亿美元的拨款和
项目支持。 

 

租赁经营 
    国家公园管理局在 120 个公园单
位中与 600 多个租赁经营者签署合
同。这些租赁经营者的规模从小型家
庭企业到大型企业都有。  
• 租赁经营者为游人提供住宿、交

通、饮食、商店和其它服务； 
• 拥有大约 25,000 名员工(超出国

家公园管理局员工总数)； 
• 总收入大约每年 8 亿美元； 
• 租赁经营在 2004 财政年度上缴

政府大约 5,100 万美元。 
  
承包业务 
• 95%的建设规划项目通过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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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乎 100%的营建工程进行承
包，同样近乎 100%的营建项目
施工监督和管理也进行承包； 

• 总部信息技术 80%外包。 
 
承包类型范例 
    维修服务、垃圾收集、船只及车
辆修理、网络维护、科研项目、树木
和步道设施养护等。 
 
合作伙伴-过去和未来 
• 私人机构和社区从一开始就在推

动国家公园使命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 今天国家公园管理局拥有上万个
合作伙伴，和不同的地方组织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大学合作
开展联合研究，为国家公园基金
广泛地筹集资金； 

• 伙伴关系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在
完成使命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
保证，它在各级组织和纪律中
都得到体现和落实； 

• 目前，我们有 150 家公园友好
团体为遍布全国的国家公园贡
献他们的时间、专家咨询和资
金。了解友好团体的名录：
www.nps.gov/partnerships  

• 每年有超过 14 万名志愿者帮助
国家公园管理局开展工作。详
情见: 

   www.nps.gov/volunteer 
• 国家公园基金由国会特许，通

过募集私有资金、设立奖金、
建立创新的伙伴关系、增加公
共意识来保持公众与国家公园
的联系。详情见: 

   www.nationalparks.org 

• 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实施新战
略，例如 16 个外来植物管理
队伍同时服务 209 个公园，相
当于节约开支 150 万美元用于
实施应对有害入侵植物的承包
项目。合作生态系统研究单位
（CESU）包括国家公园管理
局、12 个其它联邦政府机构、
181 个大学和其它合作伙伴。
CESU 将学术优势和土地管
理经验相结合，为国家公园管
理局提供科研、技术支持和教
育资源。 

 
保留与保护 
• 369 种受威胁或濒危物种的栖

息地 
• 1 亿多个博物馆收藏品 
• 150 万个考古地址 
• 27,000 个历史遗址 
• 历史保留税优惠措施（私人省

税每年超过 27 亿美元） 

 

娱乐设施使用数据 
2004 年►    2.77 亿人次 
1989 年 ►   2.56 亿人次 
1969 年►    1.64 亿人次 
1949 年►   3,200 万人次 
1929 年►     300 万人次 
1919 年►      80 万人次 

 
收费 
    2004 财政年度总收费为 1.578 亿
美元，其中国家公园通行证项目产
生收入 2,130 万美元。 
*备注：在收费总额中包括了联邦娱
乐证项目的 1,530 万美元。   
 

露营设施 
    国家公园系统中有 120 多个地区
可以露营。这些露营地可以承纳各
种类型的露营设施，例如帐篷露
营、休闲车辆露营，以及更原始的
不需要任何设施的自然露营等。露
营地由国家公园管理局或租赁经营
者管理。 
 
最大的公园 
    阿拉斯加州的 Wrangell-St. 
Elias 国家公园和保留区,占地
1,320 万英亩。 
    在美洲大陆内死亡谷占地 330 万
英亩。 

最小的公园 
    宾西法尼亚州的 Thaddeus 
Kosciuszko 国家纪念公园，占地 
0.02 英亩。 

国家公园管理局资产清单 
(截至2004年10月) 

主要资产类型 数量 
 铺面公路 5,456英里 

 未铺面公路 4,336英里 

 步道 14,402英里 

 露营地 1,001个 

 建筑物 19,733个 

 职员配给住屋 4,841套 

 给水处理系统 1,336个 

 废水处理系统 1,527个 

    以上八种资产类型可以与其它机构
和产业设施管理的资产可以互比。国
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资产超过三十多
种类型，包括人工维护景观、野餐地
区、河流水道、纪念碑、遗址、航空和
铁路系统等。永久性保存这些资产是
对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独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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