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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5 月 4 日，济源市南山林场一处
100平方米左右的围栏里，36只梅花
鹿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中午 12时
左右，笼门打开，当笼外的人群退开足
够距离后，在勇敢的“鹿王”带领下，梅
花鹿们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走出小
家，奔向绿色森林，奔向更自由、更广
阔的天地。

这些曾经不愁吃喝的人工饲养梅
花鹿，将开启一堂漫长的野外驯化课
程。它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为我省
重建野生梅花鹿种群做准备。

5月4日，省林业厅和济源市政府
在济源南山林场联合举行河南省野生
动物野外驯化基地揭牌仪式暨梅花鹿
野化放归活动。“目的是让人工饲养的
梅花鹿通过野外驯化达到野外放归条
件，提高野外放归成功率，扩大梅花鹿
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促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省林业厅党组成员、省森林
公安局局长朱延林表示。

梅花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是像大熊猫一样的高度濒危物
种。历史上野生梅花鹿曾广泛分布于
我国各地，现在只有东北长白山、大兴
安岭，浙江临安，江西彭泽以及四川诺
尔盖和甘肃迭部等地有少量分布。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野生梅花鹿的
种群数量只有不到2000只。

据了解，2007年省野生动物救护
中心开始在伏牛山区黄石庵林场进行
梅花鹿野外驯化试验，10多年的观测
表明，这批梅花鹿在伏牛山区野外能
够很好地生存和繁衍。

南山林场位于太行山地区，森林
覆盖率 97.8%，河南省野生动物野外

驯化基地就建于此。这是一片 2000
多亩的山林，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环
境优异，人为活动少，主要承担全省野
生动物的驯养、放归职能，负责对执法
机关移交，公众送交的受伤、受困、病
弱的野生动物进行饲养、恢复、野外放
归工作。

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张光
宇说，比起伏牛山 300 多亩的试验

地，这里面积更大，乔、灌、草更丰富，
驯化将更加接近自然状态。这些人
工驯养性状优良的梅花鹿将在该基
地“自谋生路”，练就一身野外生存本
领。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济源市
林业局提前为 36只梅花鹿佩戴了耳
标，进行了疫病检疫，对其中 6 只梅
花鹿安装了GPS卫星跟踪器，并指定
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开展行为、取食、
疫病监测和繁殖育幼等相关科学研
究，以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我省重
建野生梅花鹿种群。

据介绍，在野生动物保护过程
中，我省不仅注重对人工繁育动物的
野化放归，还建立了布局基本合理、
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自然
保护区网络，总面积 763 万亩，占全
省国土面积的 3%，使得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得到有效的保护，野外种群
数量不断增加。通过有效保护，太行
山猕猴由 1997 年的近 1300 只增加
到现在的 3000 余只；三门峡黄河湿
地已由原来大小天鹅的迁徙停歇地
变为越冬地；郑州黄河湿地每年越冬
的候鸟总数近 100万只，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大鸨已成为稳定的越冬种群；
太行山自然保护区修武管理局连续3
年监测到金钱豹活动，去年 9月一次
监测到3只。②8

本报讯（记者 杨凌）5月 7日，记
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
悉，该区领事馆片区城市设计已启动
规划批前公示，并将向社会征求意
见。规划设计范围为区内太湖路南、
鄱阳湖路北、国道 107 西、西至梁州
大道东，规划范围面积约为 11.97 平
方公里，规划拓展研究范围为 22.76
平方公里。

据介绍，此次领事馆片区城市设
计规划建设包括领事馆功能区在内
的城市综合服务区，涵盖领事馆区、
城市绿轴公园、中央文化公园、公共
服务中心、五星级酒店区、文化活动
馆、体育活动馆、滨河景观带、综合医
院、公寓、国际学校、福利院等，旨在
通过打造畅通高效的交通网络、绿色

宜居的生活环境、集约有序的城市空
间，充分发挥航空港和国际陆港对外
开放门户功能，构建国际化营商环
境，组织开展国际经贸交流活动，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和高效、智能、绿色
的产城融合示范区。通过“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领事馆区”两大发展使
命，双引擎驱动基地发展，期望将区
域打造成为“空中丝绸之路”上双引
擎驱动、多政策支撑的内陆地区开放
共享的对外交流新窗口，郑州极具文
化自信的国际生态新都会。

2014年 1月，省政府批复的《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概念性总
体规划(2013~2040)》中包含领事馆
用地。去年 6月，航空港实验区召开
领事馆片区城市设计专家评审会，

邀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知名专家参加
了评审。专家组原则同意领事馆设
计 方 案 ，并 提 出 若 干 深 化 完 善 意
见。专家认为，国家支持建设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为航空
港实验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加快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在
航空港实验区建设领事馆片区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

航空港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
保局公示的此次规划，设计单位为上
海合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公示时间
为 5月 8日~6月 19日。如果您需查
询详细内容，可到该局办理相关手续
后查询。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
时间内向该局反馈。③3

本报讯（记者 谭勇）5月 7日，河
南省第一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名单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公示结束，
共认定8个产业基地，列入培育7个产
业基地。

根据我省确立的发展目标，到2020
年年底,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
积的比例要达到20%,政府投资或主导
的项目要达到50%；到2025年年底,全
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力争达到40%,符合条件的政府投资项
目全部采用装配式施工。2017年至
2018年为我省装配式建筑试点推进期，
计划通过开展试点示范,培育10个左右
示范省辖市、县(市、区)及片区,建设装配

式示范工程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
2017 年，郑州、新乡两市入选国

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中建七局等7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我省此次认定的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有：河南远大天成住宅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远大可持续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现代建构有限公司、
河南赛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河南韩
建河山管廊开发有限公司、河南居安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思蓝德
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学综合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此外，我省同时列入培育类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7个。③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5月4日，记
者从全省扬尘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动员
会上获悉，5月份全省将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扬尘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力争实现
全省PM10浓度环比下降20%以上。

今年以来，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有所
改善，空气质量污染指标浓度同比均有
所下降，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3月
15日“封土行动”结束以来，我省PM10
浓度逐步升高。经专家组综合研判分
析，扬尘污染是导致我省PM10浓度升
高的最主要原因。从大气污染源解析
情况来看，多个省辖市扬尘污染超过燃

煤、机动车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
鉴于当前严峻的大气环境质量形

势和存在突出问题，经研究，我省决定
在5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扬尘污染治
理专项行动。在统筹做好各项污染防
治攻坚的基础上，突出建筑工地、拆迁
工地、线性工程、道路清扫保洁、城乡
接合部等各类扬尘污染源头治理，遏
制和扭转当前PM10浓度恶化趋势。

在当天的会议上，省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通报了暗访查出的230个扬
尘污染问题，要求有关方面必须一周
内整改到位。③6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通讯员 黄
俊克）“现在的收集运输车上都安装了
监控，一旦入保的生猪进入无害化处
理程序，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保
险公司三家都能监控到现场处理情
况，阳光下操作，俺养猪更放心了。”5
月 7日，济源市梨林镇小官庄众邦猪
场负责人贾小方说。

贾小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入保死
亡的生猪，以100斤为例，拿到的保险
理赔款是400元，加上无害化处理补贴
20元,这样就能落到手 420元。养猪
多年的贾小方，如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他的选择来自于
济源市推行的防疫保险联动。

近年来，济源市探索动物防疫和
养殖保险的有机融合，形成了防疫保
险联动信息化发展的“济源模式”。如

今，济源又在全省率先建成了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监控平台，从收集运输
车辆到基层动物卫生监督站、保险公
司农险部都安装监控录像设备，依托
动检、保险人员、无害化处理厂、收集
运输单位参与核对每个养殖场户病死
猪的数量、重量，查明死亡原因，保证
无害化处理规范、准确、到位。

“目前济源基本实现了防保全程
监控，并形成了实时监控、动态监管、
上下监督。”济源市农牧局防疫检疫科
负责人介绍，防保联动实时监控也使
养殖户主动报案、主动理赔意识逐渐
增强，有效规避了行业风险。据不完
全统计，2007年以来，济源市共参保
能繁母猪80余万头，育肥猪250余万
头，奶牛3万余头，养殖户已获得理赔
款8000余万元。③7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5月 7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河南省生殖与遗传重点实
验室主任孙莹璞研究团队、清华大学
颉伟团队和那洁团队合作研究，揭示
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各阶段染色质
重编程变化规律。该成果为深入理
解人类胚胎早期发育表观遗传调控
提供了理论基础，将对辅助生殖技术
临床产生深远影响，对提高辅助生殖

成功率以及发育相关出生缺陷防控
具有重大意义。

5月 2日，这项研究成果以《人类
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胚胎基因组激活
依赖的染色质表观遗传变化规律》为
题，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自
然》）上发表，成为我省科学家今年在
《Nature》发表的首篇文章。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孙莹璞教授、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颉伟

研究员和医学院那洁研究员为本文通
讯作者，合作实验室还有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李伟研究员组。该研究获
得了国家重点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等
项目的支持。

据了解，这一重要发现不仅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胚胎发育过
程中染色质重编程调控机制，也为研
究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等相关应用和

胚胎发育相关疾病提供了理论基
础。“2017年，省委、省政府将免费预
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列入全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有
效减少了出生缺陷的发生，提高了公
众对预防出生缺陷重要性的认识。”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说，孙莹璞团队
的研究成果为开展减少出生缺陷发
生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提供了
理论指导。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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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4日，内乡县桃溪镇大路村贫困户正在把采摘的大樱桃装箱。当地持
续发展绿色产业，大力推进生态扶贫、产业扶贫，使荒山变成了摇钱树，人均增收
7000多元。⑨3 樊迪 摄

5月4日，河南省野生动物野外驯化基地揭牌暨梅花鹿野化放归活动在济
源举行。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在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第十大街附
近，一座现代感十足的E贸易博览交
易中心已悄然落成。5月7日下午，记
者从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开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在5月 10日第二届全球
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开幕当天，该中心
将正式投用。

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是我省重点
打造的 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的起
步项目。据介绍，该中心总建筑面积
8.9万平方米，由数字国际贸易新商业
新经济展区、全球进口精品展区、中国
及河南出口良品展区、国际亲子主题
区和O2O新零售体验区（中大门保税
直购体验中心）五个区域组成，集中展

示新型贸易业态和监管创新成果，提
供跨境电商及国内进出口企业交流合
作机会，以及跨境电商从供应链到交
易链的全链条服务，打造完整的跨境
新商业新经济生态圈。

“如果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是
1.0版的话，那么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就
是全新升级的2.0版，其业态、产品更丰
富，交易链条涵盖B2B、B2C、B2B2C及
河南创新发展的O2O新零售交易模式，
并结合供应链企业、大型垂直电商企业
以及国内外不同电商企业，推动‘网上丝
绸之路’建设，助推跨境电子商务连接世
界、普惠全球，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
球’。”河南省中大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皇甫立志如是说。③4

数字贸易从这里起航

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