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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从四川省汶川县
委宣传部获悉，当日凌晨2点一
只大熊猫出现在汶川县映秀镇

“爱立方”景区门口。截至记者发
稿，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的工作人
员仍在景区寻找这只大熊猫。

据了解，5日上午8点，汶川
县映秀镇“爱立方”景区保安吴会
平在回放景区监控时，在景区大
门一侧的绿化带里发现一只大熊
猫。“大熊猫是凌晨2时18分出
现的，有几个监控都记录下了它
的行踪，一共有3分多钟的视频

有它的影像。”
监控视频显示，一只憨态可

掬的成年大熊猫在该景区绿化带
出现，然后穿过街道，扒着铁门试
图翻门而入未果，走过两条斑马
线，最后跳上花台翻入景区，悠闲
地扬长而去，消失在了夜色中。

据景区介绍，“从视频里看
这只大熊猫是健康的，看不出哪
里有伤”。

“这是在映秀镇周边首次发
现大熊猫踪迹。”汶川县林业局部
门一负责人介绍，此前在映秀镇

没有发现大熊猫踪迹，也没有图
片和视频记录，这次发现大熊猫，
证明当地的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好
转，大熊猫栖息环境改善。

据介绍,离“爱立方”景区最
近的就是卧龙大熊猫保护区，映
秀距离卧龙大熊猫保护区核心区
也有40公里的路程。景区发现
大熊猫后，立即打电话告知了当
地政府部门以及警方。目前，卧
龙大熊猫保护区的专家正在景区
里寻找这只大熊猫。L

成都晚报

四川映秀一大熊猫深夜“逛街”
试图翻门进入当地景区未果,政府目前仍在寻找

日前，记者从平度市获悉，
养虎人杨文政因无驯养繁育许可
证，擅自驯养东北虎幼虎，被处罚
款3000元，对其违法饲养的老
虎予以没收。青岛大度谷物有限
公司总经理、青岛市第十五届人
大代表杨文政就非法驯养幼虎坠
亡一事向平度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辞去青岛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职
务，并向社会公开道歉。平度市
人大常委会已接受其辞呈，正在
按有关程序办理。

此前媒体报道，大年初一，

山东平度市民在一大厦停车场发
现地上躺着一只老虎，头部有一
摊血。警方和林业局调查发现，
老虎“饲养人”是大厦负责人杨文
政，他与茶山景区签订协议代养
了两只小老虎。死亡的老虎关在
大厦11楼楼顶铁笼内，受鞭炮惊
吓从铁笼空隙钻出摔下致死。

平度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查明，2006年秋至2007年春期
间，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崔某某的朋友孙某某，先后用
车运送体重3公斤左右的1雄1

雌2只幼虎(谷物大厦坠亡幼虎系
其繁殖)，赠送给茶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驯养。经查，孙某某是天
津塘沽人，于2012年9月病逝。

平度市纪检监察机关调查
认定，平度市林业局相关人员存
在履行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
平度市委决定，给予平度市林业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培节同志
停职检查处理，同时责成平度市
林业局党组给予平度市森林动植
物保护站站长刘涌涛免职处理。
目前，调查还在进行。L 央视

山东老虎坠亡事件追踪：

养虎人辞去市人大代表职务

据新华社电 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5 日公布 2015 年自主招生简
章。清华大学今年自主招收9个
专业大类47个专业共计约400
人，北京大学自主招收普通类和
医学类的24个专业。在北京大
学的招生简章中，明确指出将严
控招生规模，“宁缺毋滥”。

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其
2015年自主招生申请学生应至
少具备以下特质之一，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类型1：学科竞
赛类，具有各学科竞赛突出特
长的学生；类型2：研究创作类，
在科技发明、研究实践、文学创
作、创意创新等方面具有突出
表现的学生；类型3：突出才能
类，在语言、逻辑、智力、记忆、
国学等方面具有特殊天赋或才
能的学生。每位考生只能申请
1个类型。

选拔程序上，清华招生分
为初评、初试、复试、认定确认
及公示四个步骤。其中，初试
采用笔试形式，复试内容包括
专业测试、体质测试，均在清华

大学校内进行。
而北大将探索多种招考方

式，以全面了解考生学科特长
和创新潜质，不再只限于传统
的笔试、面试。北大招生办负
责人介绍，对具有特殊天赋和
才能的学生将量身订制测试方
式，校方将组织专家组对考生
所提供作品进行评估并确定不
同的考核方式，如实验操作、作
品答辩、现场创作等。

与往年相比，复旦大学今年
的自主招生要“简单”许多，考生
报名一切凭高中3年实际成绩
和成就“说话”，复旦“望道计
划”、“博雅杯”、“奥赛决赛”3个
自主招生项目总共招收155名
学生。上海交大也对“具有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自主招生目
标学生有更加“量化”的新规，要
求报考学生获得全国中学生奥
林匹克竞赛(数学、物理、化学、信
息学)省赛区一等奖，或者获得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等证明
其具有其他特别突出创新潜质。

与往年在学生自荐报名外
另设“校长推荐”名额不同，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今年的招生
简章均未提及“校长推荐”。

“校长推荐制”是北京大学
在2010年推行的一种自主招生
政策，在向社会公示的前提下，

“以往成绩良好的”高中的校长
可实名向北大推荐优秀学生，经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
为高校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
自推广实行以来，该举措因涉嫌

“不公平”而饱受争议。
根据教育部最新下发的通

知，从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
自主招生考核全部安排在全国
统一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
前进行。新规规定，自主招生报
名只有一条通道，即学生自荐、
高中审核、网上报名、高校筛选
和考核。

今年3月底前，考生将完成
自主招生报名申请；4月底前，高
校确定参加学校考核考生名单；
6月7日、8日，考生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6月10日至22日，高校
对报名考生进行考核，确定入选
名单、专业及优惠分值。

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取消了
清华北大复旦和上海交大昨天发布自主招生简章

西藏自治区登山管理中心
办公室主任张明兴5日表示，
将加强珠峰垃圾清理工作，已
计划从今年起向登山者收取相
关环保费用，而后组织专项珠
峰垃圾清理工作。

尼泊尔登山季已于本周开
启，英国《卫报》近日刊文称，尼
泊尔登山协会主席表示，尽管
在大本营建立了临时厕所，也
要求登山者携带垃圾下山，但
登山沿线依然留下了很多“人
类排泄物”，不仅污染了当地的
环境，甚至还可能在世界屋脊
上传播疾病。

对此，张明兴表示，由于登
山人数相对较少，且相应环保
措施执行得力，这一问题在珠

峰西藏一侧问题还不是很明
显，但随着登山团队以及前往
大本营的游客逐年增多，珠峰
人留垃圾问题却不可忽视。

“去年登山管理中心还联
合珠峰保护区，专门组织人员
及牦牛对大本营和前进营地周
边垃圾进行了处理。”张明兴表
示，为保证此项工作能够长期
进行，从今年开始已计划向登
山者收取每人100美元至200
美元的环保费用。

自1953年新西兰攀登者
艾德蒙·希拉里和他的夏尔巴
向导登津·诺盖首次登上珠穆
朗玛峰以来，至今已有超过
4000名登山者成功登顶。L

中新

4日，钓鱼岛专题网站英
日文版上线，日本抗议并要求
删除。5日，外交部发言人回
应：中方自然不会接受日方无
理要求，事实就是事实，不管
其愿不愿意接受。钓鱼岛专
题网站，有力证明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为让国际社会了解事实
真相，进一步宣示中国对钓鱼
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钓鱼

岛专题网站的英文版和日文
版4日上线运行，英文版和日
文版的网址分别为 http：//
www.diaoyudao.org.cn/en
和 http：//www.diaoyudao.
org.cn/jp。此前，中文版已于
2014年12月30日开通，网址
为 http：//www.diaoyudao.
org.cn 和 http：//www.钓鱼
岛.cn。

据新华社电

中方不会删除
钓鱼岛英日文版网站

我外交部拒绝日方无理要求

珠峰登山沿线
留下了很多“人类排泄物”

国际人力咨询企业美世
管理顾问公司4日发布2015
年全球主要城市生活质量排
行榜，为跨国企业向海外派驻
员工时提供参考。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再次蝉联榜首，欧洲
城市继续名列前茅。今年共
有230座城市上榜。中国城
市中，重庆、西安、台中排名提
升最快。

西欧城市占据排行榜前
十名中的七席，维也纳连续7
年排名第一，瑞士苏黎世次
之，德国慕尼黑、杜塞尔多夫
和法兰克福分列第四、六、七
位，瑞士日内瓦和丹麦首都哥
本哈根分列第八、九位。其余
三席分别是新西兰奥克兰、加
拿大温哥华和澳大利亚悉尼。

北美城市中排名仅次于
温哥华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居
第15位；“北美前五”后三位依
次是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美国
旧金山和波士顿，分列第16、
27和34位。

亚洲城市中，排名最高的
是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城，排名
第26位；其次是日本首都东
京，排名第44位；“亚洲前五”
中后三位同样来自日本，分别

是神户、横滨和大阪，分列第
47、48和58位。

中国城市中排名最高的
是香港，列第70位；其次是台
北，第83位；再次是台中，第
99位。大陆地区排名最高的
是上海，列第101位，北京列
第118位。

美世公司今年评出9座
“驻外员工新兴城市”，其中包
括台中和并列第142位的重
庆、西安。根据今年排行榜的
界定，这些新兴城市并非传统
金融和商业中心，但正努力提
高生活品质，以吸引更多外国
企业和外国员工常驻。

据介绍，西安排名提升，
得益于其经济和技术开发区；
重庆已经成为主要的汽车制
造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

美世公司的这项调查旨
在帮助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向
各个国家和地区派驻员工时
根据当地生活质量“公平”地
制定工资和补贴水平，以纽约
为标准，从10个大项、39个小
项对全球440多座城市进行
考察和比较。

据新华社电

西藏将向登山者收取环保费用

全球城市生活质量哪家强

上海位列第101位
北京排名第118位

““逛街逛街””大熊猫走过斑马线大熊猫走过斑马线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