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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天然草原面积近60亿

亩，约占国土面积的42%，是我国

江河的源头和水源涵养区。怎么

保护好草原？国家层面有《草原

法》，地方也有相关的法规条例，制

度规定都很明确。然而就在内蒙

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新巴尔虎左

旗民政局和住建局被指在没有相

关手续的情况下非法侵占草原，建

起了殡仪馆和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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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我国科学家近日首次将人工繁
育的中国巨竹节虫幼体野化放归，
这种昆虫成体全长接近成人一只手
臂，是世界最长的昆虫。

2017 年底，成都华希昆虫博物
馆人工繁育出一只全长64厘米的中
国巨竹节虫，一时引起世界范围的轰
动。中国巨竹节虫作为世界最长昆虫
收入了最新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7 月 31 日，成都华希昆虫博物
馆馆长、昆虫学家赵力将15只人工
繁育的幼虫在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放归，以帮助恢复、壮大中
国巨竹节虫的野生种群。

“目前在野外六个地点观测到的
中国巨竹节虫不超过20只，而且只
在广西发现过。”赵力向记者介绍放
归情况时说。经过在南方多省的野外
考察，他推断这种巨型昆虫仅分布在
北回归线附近海拔1000米至1400
米的山地。赵力说，他们在放归地意
外发现了野生中国巨竹节虫，证明这
里是野外放归的理想环境。

经过精心照料，成都华希昆虫
博物馆已经培育出第三代中国巨竹
节虫。“人工饲养只是提供了一个暂
时避难所，最终目的还是野外放归、
保护它的自然栖息地。”赵力说。

四川卧龙科考队员

巧遇野生大熊猫宝宝

我国科学家

首次放归世界最长昆虫幼体

甘孜日报讯 村容村貌整洁有序、
群众文化丰富多彩、孝老爱亲蔚然成
风、身边好人不断涌现……行走在甘
孜县广大农村，处处感受到文明新风
扑面而来。

乡风文明是建设美丽乡村、实施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该县
大力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建立完
善全县219个行政村、4个社区居委会
的《村规民约和社区居民公约刚性约
束条款》，优化村级运行治理机制。

“好风气的形成，不仅需要制度的
约束，也需要榜样的引领。”据甘孜县
文明办主任卢兰介绍，以助人为乐、诚
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为评选标
准，该县积极开展了“身边好人”“美德
少年”“星级文明户”“新乡贤”等先进
典型选树活动，并以“身边人讲身边
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化身边
人”的形式，鼓励大家向他们学习，带
好村里的风气。

甘孜县通过进村入户、“4+2”宣讲、面
对面宣讲等方式，围绕“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新风”主题，教育引导农牧民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目前，已创建“文明村”“四好
村”40余个，“星级文明户”400余户。

“ 移风易俗焕发甘孜县乡村文明
新气象：村里学科技、学文化、提高自
身素质的人多了；打牌赌博的人少了，
寻找信息、致富的人多了；无事生非、
吵架斗嘴的人少了，孝善敬老、互帮互
助的人多了。”卢兰说，让移风易俗成
为群众行动自觉，让所有乡村不仅风
景美，更要风尚美、风俗美、风气美。

此外，甘孜县大力开展“两园一
改”建设工程，在家中院坝建设小菜园、
小花园，群众房屋按统一标准进行风
貌改造，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美化家园。
建立了《甘孜县行政村清洁卫生评比
制度》，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和“五洗
一清扫”宣传；组建县、乡、村三级学雷
锋爱心联盟志愿服务队，开展“讲文明·
除陋习·树新风”“养成好习惯·形成好
风气”等志愿服务活动30余次，服务农
牧民群众达0.3万余人次。

县委中心报道组 余应琼

甘孜县文明乡风
成乡村最美风景

甘孜日报讯 为全力做好林
区综治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林
违 法 犯 罪 ，净 化 丹 巴 县 林 区 环
境，在县委政法委综治办、县公
安 局 的 大 力 关 心 和 支 持 下 ，近
日，丹巴森林公安情报合成作战
室（丹巴县森林公安综治中心）
已投入使用。

新建的丹巴森林公安情报合
成作战室（丹巴县森林公安局综
治中心）将全县 100 多个“雪亮工
程”视频监控接入，并将办案中心
的监控信息，单位内部防控体系
合并归一，实现了多网归一，多系
统归一，合成作战的目的。

情报合成作战中心（综治中
心）的建设，实现了对林区的实时

监控，办案实现远程控制指挥，内
部防控全覆盖，依托合成作战平
台建立起指挥调度、综合研判、技
术支撑、指令接收、处置反馈等一
系列工作流程。

在情报合成作战室运行的 3
天时间里，丹巴森林公安就掌握
林区情报信息 40 余条，利用监控
系统破获涉林行政案件 3 起，制
止涉林违法行为 5 起。

下一步，该作战室将通过会
商决策、指挥调度，将合成作战
中心打造成森林公安的作战指
挥 部 ，最 终 实 现“ 情 指 一 体 、靶
向 研 判 、引 领 实 战 、服 务 全 局 ”
的目标。

记者 张磊 县委中心报道组

丹巴县有了森林公安
情报合成作战室

记者 18 日从四川卧龙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了解到，该保护区科考
队员 16 日在牛头山附近巧遇一只
野生大熊猫宝宝，并用手机记录下
其活泼顽皮的影像。

牛头山海拔约 3000 米的区域
是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当时，
科考队员正在附近进行野生大熊猫
DNA采样建档工作。

记者从科考队员拍摄的视频中
看到，大熊猫宝宝似乎并不怕生，好
奇心很重。它先是发现树下来了“观
众”，立身打了个哈欠，定了定神，便
甩开腿灵活地在树上嬉戏玩耍起
来，时而往高处攀爬，手脚并用摇晃
树枝，时而突然倒挂在树上，远远看
去像树上结了颗大熊猫“果实”，十
分活泼可爱。

科考队员明强说：“大熊猫妈妈
应该就在附近，但并没有出现。大熊
猫是领地意识极强的独居生物，亚成

体一般2岁至3岁就会离开母亲，寻
找自己的领地。但是在这之前，母亲
除了去觅食，是不会离开幼崽的。”

科考人员在附近寻找大熊猫的
粪便，用来做身份识别鉴定，以此作
为依据，进行野生大熊猫个体保护。
除此之外，队员们还在附近发现了大
熊猫伴生动物的粪便，遇到了水鹿、
牛角羚等生物。这侧面反映出牛头山
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较为健康。

据了解，野生大熊猫家域广阔、
行动敏捷，远远感受到其他物种的
靠近一般会立刻躲开。即使长年奔
跑在野外的科研人员，遇见野生大
熊猫的几率也极小。

明强表示，自己工作 20 余年，
这是第一次看到野生大熊猫。这得
益于保护区多年来的生态保护工
作稳步推进，使大熊猫栖息地得到
有效保护，野生大熊猫种群得以很
好地繁衍。

绿色税制促进绿色发展。国家
税务总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第二季度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申报
入库52.2亿元，较第一季度增长7.6
亿元，环比增长 17%。上半年，环保
税纳税人申报入库 96.8 亿元，与去
年同期同口径排污费相比，增收
17.5亿元，增长22.1%。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
副司长孙群说，全国各级税务、财
政、生态环境等部门通力协作，环保
税征管运行有序顺畅。由于环保税
基本由排污费制度平移而来，今年
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施行以来，上
半年环保税收入延续了原排污费特
点。从行业看，收入集中于钢铁、火

电、水泥、石油和化工等行业。
孙群说，今年上半年，主要水污

染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主要大气
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申报
排放量，与去年同期缴纳排污费单
位的申报排放量相比，均有下降。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上半
年，我国环保税纳税人按时申报率
达到 99.9%，第二季度各级税务部
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全面开展税源
清查，环保税纳税人户数较第一季
度增加了 1.6 万余户。同时，税务机
关对 1.3 万户异常申报纳税人补征
了税款，对堵塞税收流失漏洞，确保
税款及时足额入库起到积极作用。

本栏据新华社

环保税

绿色税制效应渐显

提起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人们的第一反应恐怕就是“地广人
稀”，事实上也就是如此，报道显示，位
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西南的新巴尔虎
左旗，全旗只有4.3万人口，地域面积
却有2.2万平方公里之多。这一数值同

“人稠地密”的内陆地区相比，虽然人
口只相当于一个普通乡村小镇，但辖
区面积足足相当于两个省会城市。

按说，在这样人烟稀少的广柔大
草原上，保护和利用草原优势发展经
济才是当地政府的第一要务，即便存
在“靠山吃山，靠草原吃草原”的急功
近利思维，珍惜草原和保护草原资源
也是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但令人
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旗的民政局和住
建局在没有履行任何审批手续的前提
下，一个“圈草原”120亩建起了火葬场
和停车场，一个将700多亩刚刚复绿的
草原圈成了垃圾场。因为都是出自政
府部门的“认可”，当地执法部门对这
些违法项目也是一脸无奈，甚至出现
的标识“打架”。

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建起“火
葬场”，此举可谓闻所未闻。的确，游
牧民和少数民族也有生老病死，国家
实施殡葬改革，推动遗体火化，草原
地区当然也不应当例外。但凡事是否
应当经过大脑考虑一下，且不论是否

依照少数民族政策、尊重这一地区民
族丧葬习俗文化，仅从因地制宜角度
来看当地这一举措就荒唐至极。全旗
2.2万平方公里只有4万多人口，按照
人口自然死亡率7.09‰来估算，即便
全旗每年所有死亡人口全部都来火
化，平均每天也不到一具遗体。而且
据了解，这家殡仪馆不仅违法占地，
也根本没有得到自治区政府的审批，
完全就是政绩利益驱使下的“我的地
盘我做主”。

同样，比草原建起火葬场有过之
而无不及的还有住建局违规擅自过
大的垃圾场，原本履行审批手续的生
活垃圾场只有72亩，当地住建局却扩
大到193亩，生活和建筑垃圾的胡乱
倾到，硬生生把牧民承包复绿的2万
亩草原折腾成了“斑秃”。颇为讽刺的
是，在这些垃圾场的入口处，既有住建
局设置的“建筑垃圾指定倾到点”招
牌，同样也立着执法部门设置“禁止倾
倒垃圾”红色警示牌，如此“掩耳盗铃”
背后究竟唱的是哪出戏？尤其值得思
考的是，面对媒体记者的追问，新左旗
住建局和民政局以及环境执法部门
环保局，均拒绝给出任何回应，大有

“爱咋咋地”的态度。
就在今天，同样是内蒙古自治区

的库布其沙漠，却因为企业与当地民
众、政府通力合作治荒受到国外媒体
盛赞。报道显示，从1988年开始经过
30年不懈努力，如今的库布其国家沙
漠公园内已经绿意盎然，树影婆娑。不
但成为全球防治沙漠化的典范，也成
为世界观察“美丽中国”的最佳窗口。
文章还援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
据，称“库布其生态修复项目”在50年
间创造了约18亿美元的价值。笔者不
知道新左旗政府官员看到这样的成
就是否感到愧疚。但我们都知道，2.2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草原不只是新左
旗的，更是内蒙古和全中国人民的，地
方基层政府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却
没有肆意圈占破坏的权力，法律法规
更不能允许这样“胡来”。

毁草原建火葬场纯属胡来
◎朱永华

甘孜日报讯 为了充分开发利
用萱草品种的生物医学价值，海螺
沟积极选育推广萱草品种，通过技
术研究与开发，选育出适合人工栽
培的中药材萱草，为生物医学提供
科学参考。

植物生长形态选育。利用现有
的本地萱草，在植株生长形态的差
异性上测量培育，记录土壤、气温、
天气等因素对萱草的影响，完成各
种典型的环境胁迫对萱草生长影
响的分析。

生理生化指标选育。利用各
种典型的生化应答指标测定、激

素 测 定 ，对 萱 草 生 长 作 观 察 记
录，通过碳、氮、磷等矿物元素含
量的不同完成对萱草在各种典
型的环境胁迫下的药用物质代
谢情况探究。

药用化学物质选育。利用各类
药用化学物质对土壤进行培养，
再从中选取多种适合萱草生长的
泥土用以栽培中药材萱草品种，
通过药用化学物质的选取完成对
萱草的选育。进一步科学、安全地
开发和利用萱草中药材价值提供
科学参考。

海管局中心报道组 罗峣寒

海螺沟选育推广萱草品种

活动宣传现场。

7 月至 8 月，是高原最美
的季节，被誉为“世界高城”的
理塘县城被一片葱绿包围，

“百米见绿、千米见园”已呈现
在居民眼前。

今年以来，县委主要领导
先后3次率县级领导和环林局、
住建局、水务局等部门深入城
南湿地群、工业园区、城西花园
等地进行调研，专题召开生态
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研究
城乡绿化工作，为理塘县生态
文明建设“问诊把脉”，并提出
了今年要把5万株树木种植在
城乡的要求，为全县的生态文
明建设制定了蓝图。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文/图

“世界高城”像花园
4 月中旬，该县发动全县机关企

事业干部职工、驻军官兵、中小学生、
个体工商户等，集中时间，在城南湿
地积极开展义务植树工作，种植高山
柏、旱柳、光果西兰杨等树木 0.89 万
株。大力开展庭院绿化工作，让每个
单位都拥有一个小花园。同时，为提
高树木成活率，还对种植的树木均进
行了支撑架固定，落实园林公司、经
销公司人员，分三组、划区域负责对
树木浇灌和修枝打叉及施肥管护工
作，有效保证了成活率。在县城一纵
三横和格萨尔广场、仁康古街等主要
场所摆放时令花卉，点缀扮靓理塘，
为理塘聚人气提供支撑。

“现在，学校像花园，县城像森林公
园，到处一片葱绿，走在街道上有一种
心旷神怡的感觉，把拍的图片发到微信
朋友圈里，来过理塘的朋友们都称赞理
塘的变化大。”喜欢没事就在县城转转
的理塘县三完小教师李树平说。

据了解，今年理塘县争取项目资

金450万元，对城西花园、木拉街、县
城境内新 318 线、东城门及大弯处、
交通花园、洞子口等区域进行绿化，
种植青海云杉、大果圆柏、旱柳 1.19
万株，在藏式花台内栽植铺地柏3.01
万株，实现绿化面积 900 亩，撒播花

（草）种子 0.05 万公斤。同时，在扎蚌
林卡内完成了改渠引水、筑土垒石、
抬高水位等简单水系工程，形成湿地
6 处，面积约 75 亩，在可用区内栽植
小规格云杉0.42万株。

在高城镇牧民新村，一片荒滩
地已变成有花草树木、有湖的公园，
成为群众休闲的好去处。今年，高城
镇积极组建造林合作社，投资 770
余万元，实施并完成了佛眼林卡、城
东河沿岸和卓凡加油站等地的绿化
任务，共栽植云杉、旱柳、高山松等
树种 1.2 万株。

“为让贫困户积极参与生态建设
中，并获得一定的收入，我们把全镇
49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829人纳入

造林合作社，打造10余亩人工湖。通
过这种方式既改变了环境，保护了生
态，又可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高城
镇党委书记达瓦泽仁介绍说。

理塘县以甲洼镇、濯桑乡为主，突
出林旅结合，投资约750万元，采取造
林合作社实施方式，完成过乡（镇）境
内道路（G227 线）绿化和乡镇美化工
作，栽植云杉、旱柳1.5万株。进一步完
成大河边至君坝段、东城门至禾尼段、
三完小至扎嘎神山段 2017 年项目的
补植补栽工作。完成甲洼卡娘村彩虹
桥河道荒坡绿化任务，种植光果西兰
杨、旱柳等树木0.12万株。全面推进汉
戈花海巩固提升工程，撒播雪菊 100
亩，撒播虞美人、金盏菊、孔雀草、波斯
菊、五彩石竹等花种740斤、240余亩。

“通过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
湖工程和城镇扮绿扮靓工程等，理塘
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生
态路正在形成。”理塘县环林局长余
华平介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