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5年建立秦岭国家公园新模式1
新修订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已于12月1日正式生效，开启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时代。

12月2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陕西省林业局发布陕西省秦岭生态空间治理十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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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铜川讯（崔元平 记者
王锋）日前，铜川市公安局耀州
分局交警大队快速侦破一起交
通事故逃逸案件，一半挂货车司
机在擦挂碾轧一名骑电动车女
青年后逃逸，不到半天就被办案
民警查获。

11月 19日中午 11时 20分
许，一辆大货车由北向南行驶至
210国道 837km+770m处时，与
同方向一辆二轮电动车发生擦
挂，致骑车女子被碾轧受伤，大

货车驶离现场。接警后，耀州交
警大队民警迅速赶赴事发现
场。经过现场勘察和走访周边
群众，得知肇事车辆为一辆重型
半挂牵引车，但没有人能提供肇
事车辆的车牌号码。这给案件
办理增加了很大难度。

对此，耀州交警大队迅速成
立了由大队长马强任组长的专
案组。专案组要求办案民警多
措并举、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
抓住破案的黄金24小时。事故

发生时，正好是下班时间，专案
组民警顾不上休息吃饭，迅速展
开大量的摸排和调查走访工作，
及时调取 210国道所有的视频
监控，不断查找案件相关的线索
以及物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
量走访以及对多处录像视频进
行不断回看后，最终锁定3辆重
型半挂牵引车有重大嫌疑，这时
候已经是傍晚7时了。

办案民警来不及喝口水又

投入到对车辆的查找工作中。
晚10时左右，民警将3辆重型半
挂牵引车查获并暂扣，将驾驶员
带回交警大队。通过询问以及
对车辆痕迹的比对，最终确定陕
EC5**5 重型半挂牵引车（陕
ER**3挂）为肇事车辆。

三秦都市报记者昨日了解
到，在此次事故中受伤的30多岁
女子已被截肢，正在医院治疗，
而对肇事逃逸货车司机的责任
认定正在进行中。

本报汉中讯(黄立宏记者
陈卫平）日前，城固县发现了一
只掉落水库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朱鹮，经当地民警和群众救护，受
伤的朱鹮得到了及时救治。

11 月 29 日中午 12 时 16
分，寒风凛冽，城固县原公镇西
庙村一村民路过老虎沟水库边
时，发现一只尖嘴的“大鸟”正
在水库淤泥中挣扎。

此时，正好有城固县公安
局宝山派出所民警去往扶贫帮
扶村路过此处，村民上前反映，
民警立即下车查看，发现落在
水库淤泥里挣扎的“大鸟”疑似
朱鹮，且有死亡的危险。

民警立即给陕西汉中朱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打电
话反映情况，随即会同水库管理
员身着防水皮衣下到水库，将陷
入泥潭的受伤“大鸟”抱上岸。
在将“大鸟”运送到派出所后，民
警取来电暖器给其取暖。过了
一会儿，“大鸟”慢慢苏醒过来。

此时，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朱鹮保护站工作人
员也赶到了宝山派出所，经观察
确认该鸟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朱鹮，是野外自然繁殖的成年
体，由于连日来受冷空气影响
坠落。

朱鹮是世界濒临灭绝的珍贵
鸟种，被世界上誉为“东方宝
石”。目前，这只朱鹮在陕西

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
鹮保护站接受专业治疗。

朱鹮困水库 民警急救护

被救助的朱鹮

多部门倡议
携手共建幸福黄河

本报讯（王永峰记者石喻涵）12月
1日，由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省发展改革
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联合主办的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座谈会在西安理工大学举行。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春宏、中国
科学院院士王光谦、中国科学院院士倪晋
仁、同济大学研究员阚宝光、西安理工大
学教授黄强，分别作了题为“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治理与黄河水沙变化”“全球水循
环与黄河水沙计算”“黄河人水关系浅析”

“让系统保护和发展的理念在黄河流域生
根开花结果”“生态流域的理论与关键技
术探讨”的报告。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省
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中国电建西北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围
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了
题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规划思路与设
想”“水土保持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助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报告。

会议还形成了携手共建幸福黄河倡
议书，倡议抓紧开展顶层设计、深入推进
各项工作、努力形成社会共识，着眼长
远、立足当前、干在当下，把黄河打造成
一条生态之河、安澜之河、法治之河、人
文之河、富裕之河，让黄河成为造福中华
民族的幸福河。

检察机关
依法对冯振东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 张维）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冯振东（正厅级）
涉嫌受贿一案，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陕
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汉中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日前，汉中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冯振东作出逮捕
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检察机关
依法对白雪梅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 张维）陕西省榆林市
府谷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白雪梅（正
处级）涉嫌贪污、受贿一案，由榆林市监
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日前，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白雪梅作出逮捕
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男子晕倒马路上
医护急救转危为安

本报咸阳讯（记者李小刚）11月26日，
一名男子晕倒在马路中间，在会诊途中
的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队医务人员
发现后，立即下车查看，经过紧急救治
后，该男子转危为安。

当天中午，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
队赴基层会诊的途中，正在驾驶车辆的骨
三科主任马建军看见前方马路中间平躺
着一名男子。他迅速停车，同时让医务人
员立即下车，跑过去查看。男子有30多
岁，断断续续地说：“心脏病犯了。”

这时，心血管内科一病区主任任旭
爱急忙赶了过来，检查发现该男子心率
加快，大汗淋漓，胸前区疼痛，随后迅速
拨打120急救电话。

正巧，随车护士长乔丽萍刚好给家里
人买的紧急心脏用药随身携带着，她掏出
药给该男子含服两片，约20分钟后，男子
病情得到缓解，说话逐渐正常，心率也基
本正常。随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该男
子婉言谢绝住院检查，表示平时会有这样
的情况，当天出门忘了带药，晕倒在了路
中央，对医务人员的救助深表谢意。

秦岭生态空间治理十大行动发布

秦岭国家公园前期建设启动

货车碾轧骑车女子逃逸后被抓

陕西秦岭面积5.82万平方公
里，生态空间占90%，林地面积占
85.20%，森林覆盖率69.65%，自然
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生态系
统功能相对完整。

会上，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
长党双忍介绍陕西省秦岭生态空
间治理十大行动，首先是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行动。根据中办国办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陕
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编

制秦岭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加
快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
区体制试点，全面启动秦岭国家公
园前期建设工作。将生态系统中
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
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等生
态核心区域纳入秦岭国家公园，到
2025年建立秦岭国家公园新体制
新机制新模式。

其次是森林资源保护行动。
加强森林资源培育、保护，推动资
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第三是野生动植物保护行
动。实施野生动植物资源普查、专
项调查，调整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植物名录，建立野生植物资源档
案，加强秦岭珍稀野生动植物和古
树名木群落保护。组织开展秦岭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认定工
作，确定栖息地名录，在栖息地设
置保护设施和标志，构建起“自然、
多彩、连通”的生态廊道。

四是生态空间修复行动。编
制《天然林保护专项规划》，建立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编制《湿
地保护专项规划》，建立湿地保护
修复制度。鼓励 25°以下坡耕地
退耕还林还草，优先开展秦岭北
麓直观坡面、困难立地生态修复，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创新全
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创建森林
景观特色的美丽乡村。秦岭也是
我省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截
至目前，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
1200余万亩。

建立野生植物资源档案2

五是生态服务与富民
行动。建立健全以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
的生态经济体系。依托秦
岭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一
批国内外知名森林康养基
地，建设自然体验、生态旅
游等转化创新平台。截至

目前，秦岭已建立 50个森
林公园（国家级24个、省级
26个）。2018年秦岭森林
公园共接待游客1350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8.7 亿
元，占全省森林公园的
53%和 72%。带动社会从
业人员3.3万人。

秦岭已建立50个森林公园3

六是科技创新行动。
七是智库建设行动，组

建大秦岭研究创新团队，共
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
的新型智库，加快大熊猫国
家公园秦岭大熊猫研究中
心建设，按照“一公园、两基
地”布局，改造提升繁育基
地，新建救护放归基地，筹
建秦岭大熊猫科学公园。
依托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创建朱
鹮国际研究创新高地，为世
界朱鹮野外种群的恢复与
保护提供“中国模式”。

八是保护执法与监督
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建立
各级森林公安机构285个，
近 三 年 累 计 受 理 案 件
13784起，查处13513起，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3.27
万人次。建成 126个防火
指挥部，森林火灾危害总体
呈下降趋势，火灾数量由上
世纪70年代年均近500起，
降低到近年的年均75起。

九是生态文化宣传
行动。

十是组织保障行动。
本报记者姬娜

筹建秦岭大熊猫科学公园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