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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闫
子敏） 对 于 美 方 计 划 宣 布 对 价 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
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 日表
示，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适得其
反。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有报道说，美方计划于1日晚些
时候宣布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征收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
25%。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近期中美
双方是否就经贸问题进行过沟通？是
否讨论了如何缓和当前中美紧张的经
贸关系？

耿爽说，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的
立场是非常坚定、明确的，没有改
变。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
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举动，中方
必然会予以反制，坚决维护我们的正
当合法权益。

至于中美之间沟通与对话问题，
耿爽说，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
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我们为此
作出的努力和展示的诚意，国际社会
非常清楚。“同时我要强调，对话必
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
建立在规则之上，建立在信用之上。
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18年8月2日 星期四
责编：陈劲松 韩维正 邮箱：dieryw@sina.com

农业农村部近日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江江
豚科学考察及长江珍稀物种拯救行动实施情况。

国家长江江豚科考队在长江经过一年多时
间的考察发现，白鱀豚、白鲟在长江已基本绝
迹，中华鲟、长江鲟难觅踪影，江豚也处于极
度濒危状态。

种群数量下降得到遏制

根据考察数据，估算长江江豚数量约为
1012 头，其中，干流约为 445 头。两湖成为长
江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鄱阳湖的野外江豚分
布密度最高，约为 457 头；洞庭湖次之，仅为
110头左右。

对照先前的数据可以看出，长江江豚快速
下降的趋势已经得到初步遏制。2006 年考察
时，估算长江江豚约有 1225 头，2012 年降到
505头，其种群以约13.7%的年下降速率急剧减
少。

而到了2017年，种群数量约为445头，5年
下降了 10%，可以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
降趋势已经得到缓解。

去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农业农村部
组织实施了历时 52 天的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
察，覆盖了宜昌至上海1669公里的长江干流及
洞庭湖和鄱阳湖。

长江江豚是江豚中唯一淡水亚种，被誉为
“水中大熊猫”，事实上数量比大熊猫还少。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曾调查估算，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数量约为
2700头。1997至1998年再次考察，发现长江干
流、洞庭湖的江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目前，鄱阳湖江豚数量占江豚总数量的近

一半，并且是野外江豚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
考察结果表明，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
趋势得到遏制，但其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
变、依然严峻。

建立8处江豚自然保护区

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江西湖
口将试点把捕捞渔民转为护鱼员，共同加强长
江大保护。

江西余干康山的袁景海就是从渔民变成了
护鱼员。他每天在湖上、大堤上巡逻7~10个小
时，记录江豚数量和健康状况，并发现、举报
非法电捕鱼者。去年 2 月至今，他组织的江豚
护卫队已有5名成员，记录笔记200多页。江豚
护卫队是民间组织，不但没有补贴，反而贴
钱。他曾为江豚保护筹集捐款4000多元，还准
备购买DV记录江豚影像，进行更细致的观察。

2017年10月24日，江西省首个江豚保护协
会——鄱阳县鄱阳湖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
该协会将组织开展拯救江豚、保护江豚的宣
传，大力开展江豚学术交流和科普教育等工
作。这些年来，余干、九江等地各种民间江豚
护卫队相继成立，鄱阳湖周围越来越多渔民转
为护鱼员。

为遏制江豚种群急剧下降态势，我国已先
后在长江干流及两湖建立了 8 处江豚就地自然
保护区，在长江故道建立了 4 处迁地保护区，
在人工环境中建立了 3 个繁育保护群体，以及
在实验室条件下展开了离体细胞培养和保存等
研究工作。两次由农业部牵头的江豚迁地保护
行动中，鄱阳湖已送出 8 头到湖北、湖南的长
江故道。

保护拯救行动任重道远

人们对长江江豚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它
的微笑。大大的脑袋，小小的眼睛，加上微微
上翘的嘴角，这副天生的笑脸为它赢得了“微
笑天使”的美名。

2017 年 5 月，原农业部长江办在上海组织
了专家，对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进行
了专题认证。2017年年底，原农业部决定报请
国务院将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现在，农
业农村部正在跟国家林业局进行会签，上报国
务院批准。

让长江江豚留住微笑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让长江江豚留住微笑
本报记者 陆培法

2017 年 12 月 7 日，在湖北省石首市天鹅
洲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的江豚“娇娇”在
等待喂食。 柯 皓摄 （新华社发）

黄泥鼓舞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坳瑶同胞祭祀盘王的一种舞
蹈，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8月1日，该县六巷乡六
巷村下古陈屯，几名村民在跳黄泥鼓舞。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黄泥鼓舞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坳瑶同胞祭祀盘王的一种舞
蹈，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8月1日，该县六巷乡六
巷村下古陈屯，几名村民在跳黄泥鼓舞。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黄泥鼓舞助推乡村游黄泥鼓舞助推乡村游

本报北京8月1日电（记者陈劲
松）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8 月 1
日，应急管理部从中央救灾物资乌鲁
木齐和喀什储备库，向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部分严重暴雨洪涝灾区紧急组织
调 拨 1000 顶 棉 帐 篷 、 3000 张 折 叠
床、6000 床 （件） 衣被、2000 块苫
布、2000 套折叠桌椅、10 台场地照
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
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过渡期生活
救助等工作。

此前，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已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暴雨洪
涝灾害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目前，应急管理部救灾应急工作组正
在哈密市重灾区实地查看灾情，看望
慰问受灾群众，指导和协助地方全力
做好抢险救灾、人员搜救和受灾群众
生活保障等工作。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报告，7月 31日 6时至 9时 30分，哈
密市伊州区沁城乡突降暴雨，引发严
重洪涝灾害。目前，灾情正在核查了
解中。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高
敬） 因前两轮大气污染治理强化督查
发现问题较多，生态环境部 8月 1日
对北京通州区、河北曲阳县、河北赵
县、山西晋城城区、河南辉县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
刘长根在约谈中指出，6月 11 日至 7
月8日，生态环境部对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2+26”城市实施了两轮强化
督查，各地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发现
大气环境问题 5204 个。其中，河北
曲阳县问题数量最多，北京通州区问
题数量排名第二，河北赵县、山西晋
城城区第二轮督查发现问题数量明显
反弹，河南辉县市污染治理工作不严
不实。

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
祖义介绍，督查共发现曲阳县大气环
境问题119个。28家企业 （单位） 的
34 台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到
位；一些企业不运行治污设施或无组
织排放问题突出。

北京通州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
其中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物料堆场和
渣土运输车辆未覆盖等问题 71 个，
扬尘污染管控力度有所放松。

督查共发现赵县大气环境问题53
个。督查组随机抽查即发现 3 辆渣土
运输车辆未按要求采取密闭等措施，
当地仅要求车主做好苫盖即予以放
行，未按要求进行处罚，管理不严格。

晋城城区大气污染治理不够有
力。中国铁塔公司晋城市分公司等6
家企业 （单位） 仍有8台燃煤小锅炉
未按要求淘汰到位；一些污染源平时
环境管理比较粗放，无组织排放、超
标排放问题时有发生。

辉县市污染治理要求不严不实。
6月16日，督查发现，辉县市拂晓工
贸建材有限公司正在生产，除尘脱硫
设施未运行，烟气无组织排放严重。
生态环境部对此进行公开通报并向辉
县市政府进行交办，但7月17日再次
核查时，当地既无法提供立案查处材
料，也未进行严肃处理，甚至在没有
开展整改验收的情况下，企业即已恢
复生产多日。

刘长根说，2018 至 2019 年大气
污染防治秋冬季攻坚方案正在征求意
见，将继续实施量化问责规定。他表
示，生态环境部还会对被约谈地方适
时开展“回头看”，确保各地把工作
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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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

向新疆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受 今 年 第 12 号
台风“云雀”影响，
原本定于 8 月 1 日 12
时 开 捕 的 舟 山 市
2260 多 艘 单 船 桁 杆
拖网 （桁杆拖虾）、
笼壶类、刺网、围网
类渔船推迟开捕。千
艘出海渔船全部泊
港，静待“云雀”。
预计 8 月 4 日前后可
以起锚。

图为 8 月 1 日早
上，石塘渔港千帆泊
港。

王达福摄
（人民视觉）

千帆泊港避“云雀”千帆泊港避千帆泊港避““云雀云雀””

“如果给你点儿阳光你就出汗，那这个天气
出门，你就能够泛滥……”7 月 30 日，中央电
视台新闻中心主持人朱广权的一个高温段子引
起网民追捧。不少网友纷纷直呼自己所在城市
的“炎值”已经爆表。

三伏天进入中期，全国各地高温不减，重
庆局部地区甚至出现 40 摄氏度以上的极端天
气。据国家气候中心评估，今年全国正处于自
1961年以来高温日数第三多的历史高峰。

酷暑下，中国人如何劳动和生活？

高温下的劳动者

7 月 31 日中午一点半，北京市室外温度高
达36摄氏度。室外行人少，大树叶子晒卷了边
儿，热气仿佛在每个毛孔扩张。外卖员丁先生
刚送完餐，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他用手掌
抹了把汗，这种天气他已经习以为常。

丁先生，安徽人，来北京18年了。每天早
晨8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回去。丁先生一天接
30 多单，以东大桥地铁站为圆心，方圆 5 公里
都是他的派送区域。天气热，丁先生指着电动
车上放的 1.5升矿泉水，竖起两根手指：“每天
两瓶。”

这天路过东大桥地铁站，丁先生在贴着
“免费”二字的冰箱里拿一瓶冰水，拧开瓶盖，
仰头咕噜咕噜灌两口，长舒口气，笑着说：“自
从有了它，我方便多了，真谢谢他们。”

杭州爱心冰箱计划启动后，北京市街头也

出现了爱心冰箱。北京市的爱心冰箱坐落在东
大桥地铁站旁的奶茶店附近。奶茶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冰箱是他们店里腾出来的。“我们老板
说，天儿热，外卖员、快递员更不容易。”

大部分外卖员送完外卖，拿了水，就跟店
员们说声谢谢。7 月 30 日那天，一位四五十岁
的女士来买奶茶，看到爱心冰箱后，立即下单
买了 20 杯奶茶，嘱咐店员：“没了就补进去。”
有些人碰巧路过，几分钟后回来，抱着一摞水
放进去，安静地离开。“挺暖心的。”该店员说。

7 月 31 日这天中午，爱心冰箱还迎来了几
位穿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工人，他们打开爱心冰
箱，拿了片西瓜。环卫工人说，他们每天上 6
小时班，最近单位发了高温补贴，“每个月180
块钱！”

自进入三伏天以来，长沙市长期居于全国
十大火炉城市之列。湖南省长沙市广铁集团株
洲北站施工现场，铁路工人也在默默挥洒着汗
水。单位特意为他们准备了 3 个物件：草帽、
凉茶和藿香正气水。一桶凉茶 50 斤，每天上
午、下午各一桶。不消一个上午，一桶凉茶见
了底。在这里工作，每年都要经历60多天的暑
热。“工作服汗湿不稀奇！”一位工人说道。

带给劳动者清凉

中国各地进入“烧烤模式”后，政府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正努力给劳动者带来一些清凉福利。

为避高温，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政府将市直
机关高温期间下午的上班时间推迟半小时。7
月31日，湖南省宁乡县县委副书记邓杰平和县
总工会工作人员，将一箱箱中草药和西瓜等防
暑物资，送给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的工
人们。

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环卫部门、公交集团
慈湖高新区城管局分批购置了7400斤西瓜，分
发给各个路段的保洁人员，在主干道周边设立
了环卫保洁人员休息室，定时提供绿豆汤、藿
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品。

“炎值”持续爆表 爱心送来清凉
严 冰 郑莉湘 唐中慧

位于西藏亚东的詹娘舍哨所，海拔4655米，四周都是悬崖峭壁，一
年中大雪封山期长达7个月。8月1日，从山脚直通哨所的运输索道正式
运行，3位藏族老阿妈来到雪山脚下，利用索道给守哨士兵送去满满3筐
蔬菜和她们的拥军之情。 新华社记者 刘 芳摄

““八一八一””礼物礼物““飞飞””向云端哨所向云端哨所

7 月 30 日，在浙江安吉街头“爱心冰柜”
前，环卫工取用饮料。 夏鹏飞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