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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摸清动植物家底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秦华江） 记者近日从江苏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截至目前，通过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江
苏共发现各类物种4588种。

为系统掌握全省生物多样性情况，提升生态保护水
平，2017 年起，江苏在全国率先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组织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等完成了全省39个试点区
域的调查工作，共记录省内物种数4588种，包括陆生昆虫
1401种，淡水水生生物1380种。

据了解，近几年环境“敏感”物种增多，一些“久未
谋面”的物种也重回大众视野。比如通过加大海洋环境治
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四鳃鲈鱼在2019年于灌云县灌河入
海口燕尾港现身，由于四鳃鲈鱼对生存环境和洄游江河的
水质要求甚高，这显示灌云县近岸海域水质的改善。两栖
动物方面，盱眙县境内首次发现11只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
物野生虎纹蛙成体，这证明了盱眙县近年来生态环境状况
持续好转。

参与调查的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教授王备新发现，随
着全省生态环境不断好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在数
量和分布范围上都有所扩大。

为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江苏已将 8 大类 407 个区
域纳入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的空间管控措
施，并将全省陆域国土面积的22.49%确定为陆域生态空间
保护区域，全省31个自然保护区庇护了省内近六成物种。

据新华社昆明电 （记
者林碧锋、赵珮然） 云南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山管护局日前对外宣
布，科研人员在该保护区
保山段发现一个珍稀濒危
植物滇桐野生居群，个体
数量达 31 株。这是云南高
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山段首次发现滇桐。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生
态学博士徐聪丽介绍，滇
桐属落叶乔木，其分布区
域狭窄，居群稀少，数量
不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已被 《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 和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
濒危植物。

根据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刀志
灵提供的线索，此次发现
的滇桐野生居群位于高黎
贡山自然保护区保山段腾
冲境内，主要以单株或少
见的两株、三株存在，其
中最大的一棵滇桐高近 30
米、胸径100多厘米，初步推测树龄在
200年左右。护林员把在野外收集到的
116粒滇桐种子带回开展发芽试验，经
过一个多月的培育，已有两粒滇桐种
子发芽，“如果育苗成功我们将移到室
外回归种植，以此增加滇桐的数量。”

本报长春电 （记者孟海
鹰） 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管理局天桥岭局工作人员
在 整 理 野 外 红 外 相 机 数 据
时，发现一段野生东北虎影
像。经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
站长、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
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利
民博士鉴定，该视频中的东
北虎是一只刚成年的青年雄
性东北虎。

天桥岭林业局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人员焦林旺介绍，
2015 年至今，该局的红外相
机已经5次拍摄到野生东北虎
影像，但以前都是在夜晚拍
摄到的，这是首次在白天清
晰 地 拍 摄 到 野 生 东 北 虎 影
像。经过专家鉴定，这次拍
摄到的野生东北虎是一个新
的个体，以前没有在天桥岭
林区拍摄到过。

据吉林省林草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天桥岭林区位于
长白山脉老爷岭支脉南麓，划
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面积
为 184551.18 公顷，是吉林珲
春和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北虎豹扩繁种群寻找新家
域的潜在定居地，也是来自俄
罗斯的东北虎豹沿吉林和黑
龙江交界地带向长白山腹地
扩展的关键生态廊道。

珍稀候鸟现京城
本报北京电（记者贺 勇）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

绿化局了解到，今年春天，北京 88个候鸟监测站
共监测到迁徙候鸟百万余只。在数量庞大的迁飞
鸟儿中，更有天鹅、东方白鹳、青头潜鸭、震旦
鸦雀、黑鹳等不少“稀客”光临，而它们的出
现，也成了首都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生动注脚。

天鹅是北京的“常客”，也是“稀客”，“常
客”是因为它们每年春季都来，“稀客”是因为其
春季迁徙期来京数量一般都在三五百只不等。今
年春天，它们却扎堆儿来了 1000余只，观鸟爱好
者们都惊呼今年是“天鹅丰收年”，而延庆野鸭湖
也摇身变成了“天鹅湖”！今春天鹅选择的休憩范
围也比往年更广。

为什么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造访北京？“有吃、
有喝、安全是鸟类在迁徙过程中选择一个地区补
给和休息的基础条件！”据鸟类专家、首都师范大
学副教授高武表示，如果条件不合适或感觉不安
全，它们不会降落或宁愿放弃“补给站”继续迁
飞，所以，鸟类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
完整性和生态质量的指标性动物。

越来越多的鸟儿用翅膀为北京生态环境的不
断改善“点赞”。据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显示，通
过多年的绿化建设，北京的森林和湿地总量持续
增加，2019 年全市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28 万亩、城
市绿地803公顷。

在绿化建设中，北京还注意实现林地的互联互
通，打造以乡土植物为主的绿化景观，统筹考虑野
生动物的需求，多种食源植物。一系列生态措施的
落地让林地绿地的生态功能日益完善，环境对野生
动物越来越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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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近年来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各地对
野生动物、濒危动植物保护取得重大进展，有些
物种甚至在消失多年后又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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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市茱萸湾动物园新添了 2 只
东非黑白疣猴幼猴，在饲养员的照料下，幼
猴们正茁壮成长。东非黑白疣猴是非洲特有
的灵长类动物，被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左图：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胶州湾入海
口湿地，反嘴鹬带领鸟宝宝觅食。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中图：生活在中国云南的亚洲象。

勐海县林草局供图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唐山

市南部，南临渤海，2012 年 7

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区，陆

域面积 1943 平方公里，海域

面积923平方公里，全区总人

口32万。经过十几年开发建

设，曹妃甸已成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河北）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目前唯一的

沿海片区。近年来，曹妃甸区

以体制改革为契机，努力为发

展保驾护航，为营造一流的营

商环境不断注入新动力。

5 月的曹妃甸港区船只

如梭，产业园区工厂生产有序、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在全面落实助企、暖企政策的基础上，曹妃

甸区近日推出新办企业刻制第一套公章费用由

政府买单的服务新举措，受到许多新注册企业的

欢迎。

为着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收费标准最低、

办事效率最快、服务水平最优的营商环境品牌，

曹妃甸区在狠抓监督检查促企业复工复产的基

础上，还组成工作小组，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了

解、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规范港口秩序大调研活

动，并联合区委区政府督查室重点开展专项治

理。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相关单位下发提示

函，并主动与 20 家驻区央企、国企纪检组织对

接，构建协同贯通监督机制，实现信息共享。

为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

区的加速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曹妃甸区选派专人

参与自贸区片区建设，以“证照分离”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为切入点，督促协调行政审批、海关、边检

等单位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与省级下放审批

事项进行筛选，确定了曹妃甸片区省级“证照分

离”改革事项；对部门间联动协调机制、规范审批

机制及一站式审批、一次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

结等流程进行跟踪督导，督促相关单位通过直接

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

服务四种形式，着力解决企业遇到的“办照容易办

证难”“准入不准营”等问题，为企业带来便利。

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在“证照分离”改

革后3天内就办理了经营许可证，比改革前快了

3个月；曹妃甸区长河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在领

取营业执照后，仅用 15 分钟就拿到了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成为河北自贸区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后率先通过备案制完成注

册登记的报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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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依靠积极推进人才引

进培养、平台载体建设、特色人才工程、校城融合

发展，为各类人才搭建起创新创业平台。近 3 年

来投入人才发展资金超亿元，引进各类高层次人

才18000余名，其中，特聘专家20名，院士3名，首

席科学家 2 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人才智力支撑。

立足为引才、育才、留才提供政策保障，曹妃

甸坚持把整体设计作为招才引智的基础保障，围

绕区域现代产业发展需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政策规定》《唐山市曹

妃甸区特聘专家引进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20

余个，并设立每年最低3000万元的人才专项扶持

资金，储备人才公寓房源420套，提供给重点入区

企业的特聘专家、企业高管、蓝领专家等无偿使

用，为高层次人才筑起“暖巢”。

坚持把平台建设作为招才引智的重要途径，

曹妃甸全面实施“一十百千万”科技与人才工程，

即创建一个科技创新产业园、打造十大产业研究

院、吸引百家研发机构进园区、吸引千家企业进新

城、推进万名人才落户曹妃甸。目前，科技创新产

业园正加速吸引科技研发、创新平台、科技服务、

科技企业融合发展的科创产业集聚发展，已入驻

国家级研发机构 2家、省市级研发机构 3家、省级

众创空间 2家、科技服务机构 3家，引进教授级专

家 110名，博士 97名；机器人、钢铁等十大产业研

究院挂牌12家，吸引和凝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各类技术人才 135 名，组织实施各类科技攻关项

目 24 项，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1 亿元；引进华为

大数据、浩德互动、联城科技等信息化新兴企业

233 家，初步构建起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格

局。与此同时，还深入实施校城融合发展，坚持刚

性引进与柔性引进相结合，推行“项目+平台+人

才”的引才引智模式，实施挂职交流机制，选派华

北理工大学专家、教授到曹妃甸区企业挂职，实现

创新发展互助互促。每年组织高校曹妃甸专区双

选会、企业进校园宣讲会、优秀毕业生曹妃甸行活

动，让大学生充分了解曹妃甸区产业发展、人才需

求、人才政策，大学生本地就业率大幅提升。

曹妃甸坚持把机制创新作为招才引智的吸附

优势，健全培养机制，制定《曹妃甸区企业家五年

培育计划纲要（2019 年—2023 年）》，聚焦曹妃甸

区发展方向和企业实际需求，组织企业家赴阿里

巴巴、华为等知名企业培训，拓宽企业家发展思

路，更新管理观念，促进园区企业快速、健康、协

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创新激励机制和提升服务

机制，畅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组织区管优秀专

家、曹妃甸突出贡献奖、曹妃甸工匠等评选活动，

实施高层次人才异地配偶对等就业、子女无障碍

择校入学、医疗保健优先服务、社会保险即时办理

等服务举措，激发人才活力。今年疫情发生后，曹

妃甸区搭建网络人才市场招聘平台，满足企业人

力资源需求，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河北曹妃甸广筑英才创新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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