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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速览】 【鉴学】

【【新动能新动能】】

□本报记者 帅政

每年的 10月 23 日是世界雪豹
日。雪豹属于世界级濒危物种，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野生的雪豹十分罕
见。近来，一只于9月22日放归贺兰
山的野生雪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个多月来，它在贺兰山中来回跨界

“观光”，科研人员还曾在山中拍到它
吃过的2只岩羊残骸。

“我们从10月23日14时这只雪
豹所戴项圈数据回传信息发现，这只

‘大猫’去了宁夏境内，目前正在雪岭
子景区和苏峪口景区中段的山林间
活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贺
兰山野生动植物丰富，生态环境良
好，雪豹在这里基本适应，正在熟悉
领地。我们会继续严密监测雪豹接
下来的动向，同时会继续加大对雪豹
动态信息的预警预报，确保人与野生
动物和谐共生。”

贺兰山西接千里河西走廊，近望
连绵祁连山，怀抱巴丹吉林、腾格里、
乌兰布和三大沙漠，一条浑然天成的
自然生态屏障，抵挡着西北的寒流，
遏制着风沙的东进，其生态环境直接
影响黄河、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及西
北、华北地区生态安全。

上世纪 80年代，由于过度超载

放牧，贺兰山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
坏，林草植被明显退化，水土流失严
重，也导致了贺兰山水源涵养功能明
显减弱。

为此，阿拉善盟筹措资金，率先
对沿山的苏木乡镇实施退牧还林移
民搬迁政策，搬迁牧民1043户，退出
牲畜23万头只，并在保护区外围拉
设围栏115公里，加大森林资源管护
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林
牧矛盾，贺兰山从此得以休养生息，
生态环境开始逐年恢复，林草植被自
然更新能力不断增强，野生动物群落
逐年复壮。2000年之后，天然林保
护工程全面启动，保护区毅然停止了
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然林抚育间
伐和木材销售，通过封山育林、生态
资源保护，促进森林资源自然恢复，
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生长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深秋时节，站在贺兰山上放眼望
去，保护区内秋色遍野，植被茂密。
穿行山林间，不时惊起栖息于此的各
种动物，听闻到不绝于耳的鸟鸣。

在这片山林间，除了活跃的各种
动物，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这片天地
的“守护者”——护林人。现任保护
区最年轻的管护站站长、雪岭子管护
站白瑞，2006年进入管护站工作，一
干就是15个年头。沿着栈道拾级而
上，白瑞一边走一边讲起保护贺兰山

的故事。他指着树上缠着的黄色胶
带介绍，这都是防虫措施；又指着树
上的木匣子说，这是人工鸟窝，为小
鸟有一个安全的栖身地，也好让它们
多吃伤害树的虫子。

贺兰山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
多种动物生存栖息，一些放生者也把
目光聚焦在了贺兰山。2020年，在
日常巡山时，护林员发现有人在放生
狐狸。不清楚狐狸的来源，护林员立
即予以制止。“我们要考虑外来物种
的可能，一旦外来物种入侵，破坏内
循环系统，直接影响的是当地的生态
环境。所以多年来，在打击非法盗猎
等行为的同时，管控野外放生也是我
们的防护重点。”白瑞介绍。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内蒙古贺
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前不
久还专门开展了一次打击非法捕捉
蝎子专项行动。野生蝎子是生态链
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一只蝎子一年可
大量捕食蝗虫、红蜘蛛等有害昆虫，
对维系草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
用。通过专项行动，查处、劝退非法
捕捉野生蝎子人员500余人（次），并
放生所有查获的野生蝎子。而类似
的专项行动很多，旨在通过持续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有效保护好贺兰山森
林草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采访途中，汽车行驶在山间，不
时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岩

羊从车前跑过。经过多年的环境整
治与生态恢复，保护区成为岩羊、马
鹿等生物栖息、生长的乐园，野生动
物群落日趋壮大。

据白瑞介绍，目前，保护区内岩
羊总量达到5万多只，是世界岩羊分
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马鹿也由
2001 年的 2000 头增加到 7000 多
头，还有仅分布于贺兰山脊地区，范
围极有限的中国特有种贺兰山鼠兔，
甚至一度消失67年的雪豹再次被发
现踪迹。

阿拉善盟生态环境监测站生态
室主任达来告诉记者，根据遥感调查
结果，贺兰山的生态功能逐年增强。
植被覆盖度、密度、生产力呈增加趋
势，植物种类向多样化趋势发展。近
些年发现一些贺兰山地区新的分部
种，如珍稀濒危物种半日花，过去在
贺兰山尚未记载有分布的黑水大戟、
节裂角茴香等物种，贺兰山地区维管
束植物种类接近800种。

如今的贺兰山，原始森林风光
旖旎、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石上苔藓
墨绿如画，马鹿、岩羊、狐狸等时常
出没林间。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孙萍说：“我
们一定要把贺兰山的生态保护好，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让这里
的动植物的种群和数量不断发展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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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眼绿眼】】

本报 11 月 3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随
着2021年快递业务旺季的到来，我区将
从严守源头、加大督查等5个方面入手，
继续加大快递包装绿色治理。

包括督促辖区企业加强培训教育，
确保一线人员严格按照《快递业绿色包
装指南（试行）》进行规范化包装操作，避
免随意包装和过度包装；严守源头治理
责任。持续推进电子运单、45mm以下
瘦身胶带、循环中转袋、循环快递盒等环
保包装产品的推广应用；着力加强对农
特产品寄递包装的规范化治理，指导企
业通过向上游提供包装收寄一体化服
务，减少二次包装；引导企业发挥“逆向
物流”优势，在高等院校、小区楼宇、写字
楼等重点区域，做好包装废弃物回收再
利用，积极推进与社会回收体系有机衔
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责任落实不
力、过度包装等问题突出的企业要及时
责令整改，依法予以查处。

自治区从5方面盯紧
快递包装绿色治理

本报 11 月 3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包头市
启动建设全区首个碳达峰碳中和林草
碳汇试验区以来，大力实施森林草原湿
地综合治理项目，今年已实施森林、草
原、湿地保护修复任务182万亩，有效推
动林草生态资源质、量双增，提升林草
碳汇综合能力。

在森林生态建设方面，包头市积极
争取和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通过招商
引资加快全市退化林修复、无立木林地
再造林、森林抚育和国有林场森林经营
进程。在草原保护方面，严格执行基本
草原保护制度，建立和完善符合实际的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争取实施退
化草原修复、京津风沙源治理、人工种
草等草原保护修复工程，重点加强对达
茂旗中度以上退化草原修复治理，加强
草原生态监测评价，全面提升草原生态
系统质量和效益。在湿地保护修复方
面，通过退耕还湿、退渔还湿、湿地补水
等保护修复措施，加大包头黄河国家湿
地公园、昆都仑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建
设力度，提高湿地保护率，大力改善湿
地生态功能。

包头市已实施森林草原湿地
保护修复任务182万亩

本报 11 月 3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日，断
流102天的黑河下游额济纳段再次全线
过流，标志着黑河干流 2020—2021年
度关键调度期第3次集中调水阶段性目
标初步实现，为下一步持续深入开展生
态水量调度，确保完成全年调度目标任
务奠定了基础。

据悉，今年以来，黑河上中游普遍
高温少雨，东居延海因补给不足，库容
不足 6000 万立方米，较年初减少超
3000万立方米。

9月3日起，自治区水利部门开始实
施黑河干流2020～2021年度关键调度
期第三次集中调水，截至10月11日，东
居延海进水时间共 28 天，总进水量
5724万立方米，加之5月20日至30日
进水量1033万立方米，今年东居延海总
进水量6757万立方米。目前，东居延海
库容达9520万立方米，水域面积保持在
40平方公里以上。此次调水对于缓解
旱情、维护额济纳绿洲生态安全提供了
良好条件。

黑河下游额济纳段
再次全线过流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采访对象：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水利
局长刘海全

杭锦旗位于黄河中上游黄河“几”字弯
段，黄河过境长249公里，是全国黄河流经
最长的旗县。

为切实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工作，近年来，杭锦旗积极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
理工作，推进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整治、水土
治理、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
建设工程，努力将杭锦旗建设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记者：为更好地开展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工作，杭锦旗都做了哪些工作？

刘海全：首先，坚决拆除黄河沿岸国堤
内临时和移动建筑，国堤内向外延伸3公
里范围内禁止新建项目，国堤内严禁使用
农药和化肥，并重点监控沿堤企业，对不符
合政策的企业上报相关部门实行关停取
缔。其次，开展黄河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
强化黄河支流入河排污口治理，取缔入河
干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排污口，同
时严格落实河长制，明确各个流域的责任
人，健全河流管控巡查机制。最后，健全河
流湖泊水质监控监测制度。水质监测采取
自动监测与人工监测相结合，截至目前杭
锦旗已建成1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记者：如何利用黄河水造福当地百姓？
刘海全：2015年以来，杭锦旗从南岸

总干渠分凌引水近1.6亿立方米，将黄河水
引入湿地，极大改善了部分湿地缺水、湖水
萎缩的现状，将沙漠湖泊恢复为“沙漠绿
洲”。在黄河凌汛高水位时，将凌汛洪水引
入杭锦旗库布其沙漠沿黄的低洼地带，通
过水系连通工程，使凌汛洪水形成带状分
布，改善当地沙漠生态环境，逐渐形成沿黄
的生态屏障带，减轻附近村庄的防凌压
力。修建退水渠道，将沙漠中的凌水退入
灌区排水渠道，对排水渠道清淤疏浚后，使
凌汛洪水有进有出，形成水循环格局，同时
提高灌区排涝效率。

奋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溪洪涨得非常快，不到1小时就淹了
屋前阶沿。我们都收到了气象预警短信，
幸好转移得及时！”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
陈家河镇夹石河村村民毛明勇说。

6月 27日晚，陈家河镇迎来强降雨。
湖南省气象部门进行乡镇强降雨红色警报
的精准靶向发布，向陈家河镇1696人发布
强降雨红色警报。这次强降雨过程持续近
4小时，陈家河镇深夜紧急转移并妥善安
置了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

“解决准确预报预警和预警‘最后一公
里’问题，第一时间将临灾警报发布到村到
户到人，才能为转移避险争取更多时间。”
湖南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家清说。

湖南探索建立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
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和精准靶向预警发布
模式，为防灾减灾赢得主动。今年以来，湖
南省气象部门向10.8万名防汛责任人发布
气象预警信息2565.32万人次。正式开展
预警信息精准靶向发布业务至今，共面向
社会公众精准靶向发布预警信息 1215
期。“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和精准靶向预
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准确，也让气象服
务更精准。”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任刘瑞
琪说。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0日
第14版）

湖南推进气象预警信息精准靶向发布

“让气象服务更精准”

【面对面】

巍巍贺兰山巍巍贺兰山 生物大宝库生物大宝库

□本报记者 包荭 摄影报道

秋冬交替时节，兴安盟扎赉特旗神山国家森林公园游人如织，蒙古栎林、黑桦林、
白桦林等天然野生林错落交织，层林尽染，色彩斑斓，令人赏心悦目……

神山是大兴安岭南部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林区，包含森林、灌丛、草甸、湿地等多种
生态系统，是我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区和重要的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基地。这里
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黄檗，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猞猁、雀鹰、长尾林鸮等，保护与科研价值重大。

近年来，扎赉特旗委、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
神山国家森林公园，深入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
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更好地保护了大兴安岭南麓独特珍贵的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更好地保护了大兴安岭南麓独特珍贵的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

自由觅食的狍子自由觅食的狍子。。

宜人秋景宜人秋景。。

秋日神山秋日神山。。

游人与神山合影游人与神山合影。。

俯瞰锡林郭勒草原风电俯瞰锡林郭勒草原风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荭包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