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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江豚存顯著分化 僅剩千頭瀕危更甚熊貓

長江江豚「升格」為獨立物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新京報》報道，中美科學家近日共同發
表論文稱，長江江豚與海江豚之間存在着顯著而穩定的遺傳分化，提示牠
們之間缺乏基因交流而出現了生殖隔離，長江江豚因此被認定為獨立物
種 。 該 論 文 發 表 於 國 際 著 名 生 物 學 期 刊 「Nature Communication」
（《自然通訊》）。專家表示，「升格」成獨立物種後，長江江豚顯得更
加獨特，但現在僅剩千頭左右，瀕危程度比大熊貓更嚴重。

據介紹，長江江豚和海江豚此前都屬於
「窄脊江豚」亞種。被認定為獨立物
種後，長江江豚成為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特
有的鯨豚類動物，鯨豚類物種也由原來的
89 種增加為 90 種。項目負責人、南京師範
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光表示，形態學
上，長江江豚和海江豚差異還不明顯，說明
長江江豚是一個比較年輕的物種。
南師大、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華
大基因的科研人員將長江和中國沿海不同水
域的 49 頭江豚的基因組數據進行了比較分
析。「長江江豚和海江豚最明顯的差別是一
個生活在淡水，一個生活在鹹水。所以我們
首先想到，牠們適應鹹水和淡水的基因會出
現明顯的適應性差別。我們研究發現，牠們
確實出現了對不同水環境的適應性差別。」
楊光介紹。
楊光的團隊研究發現，一些與水鹽代謝
和滲透調節相關的基因在長江江豚中出現了
顯著的正選擇，提示牠們為了適應與海洋高
鹽環境完全不同的淡水低滲環境，已經出現
了適應性進化，從而更好地在淡水環境下維
持體內的水鹽平衡。而這種顯著的遺傳分化
與適應性進化，提示牠們之間缺乏基因交流
而出現了生殖隔離。
楊光表示，物種認定是科學問題，被認
定為新的物種後，長江江豚顯得更加獨特，
有利於江豚保護，對長江生態系統恢復有重
要意義。他告訴記者，長江江豚現在僅剩
1,000 頭左右。大熊貓通過這麼多年的保
護，已經達到 2,000 多頭，在世界自然保護

聯盟（IUCN）中從瀕危調整到易危。而考
慮到種群的破碎化，有效群體更少，長江江
豚的瀕危程度比大熊貓更嚴重。

污染噪音濫捕 生態多樣難為繼
他進一步分析指，長江流經區域人口密
集，經濟高度發達。密集的人口，對長江江
豚生活的環境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比
如，長期漁業過度捕撈，對長江生物多樣性
產生了毀滅性打擊，漁業資源嚴重枯竭，已
經不足以支撐一個龐大的江豚種群。這是長
江江豚數量近幾十年來持續下降的重要原
因。
與此同時，長江作為航道，大量船舶穿
行其中，大型船舶產生的噪音，對靠聲吶系
統捕食、交流的江豚會產生不利影響。此
外，港口、碼頭、岸基的建設，破壞了棲息
環境。還有各種污染，工業、農業污水排
放，都是導致長江生態多樣性破壞的原因，
長江江豚也不能「獨善其身」。
楊光也指出，長江江豚「升格」成獨立
物種後，無形中變成長江中下游特有物種，
或者中國水域特有物種，對牠的保護就顯得
更有必要、更有價值、更迫切。
「作為長江中食物鏈頂端的物種，牠在
長江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越高，在長江生物多
樣性保護中更能發揮旗艦物種的地位。通過
對長江江豚這個旗艦物種的保護，可以更好
地推動長江生態系統的恢復。」楊光也表
示，長江江豚不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但已
按照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標準加強保護管理。

■長江江豚「升格」為獨立物種。圖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人員早前對江豚進行體檢。

拉丁學名已作相應修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新京報》
報道，江豚雖然名「江」豚，但其實大量分
佈在海裡。楊光介紹，海裡的江豚分佈在整
個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從東部的日本海，
到中國沿海、東南亞，一直到印度洋的波斯
灣沿岸都有分佈，是一種小型豚類。

金正恩晤中聯部長宋濤：
加強兩黨兩國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朝
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
恩 14 日在平壤會見中聯部部長、中國藝術
團團長宋濤。金正恩轉達他對習近平總書
記的親切問候。金正恩表示，不久前，我
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同習近平總書記
舉行富有意義的會談，達成重要共識，取
得豐碩成果。在朝中關係邁向新的更高階
段的重要時刻，習近平總書記派中聯部宋
濤部長率高水平、大規模的中國藝術團來
朝鮮，充分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對落實我
們所達成共識的高度重視和對朝鮮人民的
友好情誼。
宋濤向金正恩轉達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
問候。宋濤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同金正恩委
員長的歷史性會晤掀開了中朝關係的新篇
章。我率中國藝術團來訪，旨在落實兩黨最
高領導人重要共識，弘揚中朝友誼，推動兩
黨交流合作，促進文化藝術交流。

雙方就加強中朝兩黨兩國交流合作和共
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金
正恩表示希望全面加強兩黨兩國各個領域
的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中國共產黨的經
驗。宋濤表示願與朝方一道，落實好兩黨
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為推動新時期中朝
關係不斷發展、增進兩國人民福祉、維護
半島和平穩定作出貢獻。
■金正恩會見宋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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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主點讚中國藝術團演出
當晚，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為中國藝術
團舉行盛大歡迎招待會，朝鮮勞動黨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副委員長、組織指導部
部長崔龍海和宋濤在招待會上分別致辭。
當天下午，李雪主在平壤主體音樂藝術發
展館劇場觀看了中國藝術團演出的芭蕾舞
劇《吉賽爾》，對中國藝術家們的精彩演
出給予高度評價，對藝術團為朝中友誼作
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崔龍海，朝鮮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國
際部部長李洙墉，朝鮮勞動黨中央副委員
長金英哲，朝黨中央第一副部長金與正等
觀看演出，並出席招待會。中國藝術團抵
達時，李洙墉、金與正及朝各界群眾在機
場迎接。金與正還到藝術團駐地看望。
14日上午，宋濤同李洙墉舉行了工作會談。

賓大沃頓中美峰會舉行
中美應相向而行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8 年
賓大沃頓中美峰會 14 日在美國費城舉行。
與會人士表示，當前中美兩個大國應相向
而行，這才是兩國與世界人民之福。中國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在峰
會上發言時表示，「世界需要一個『新劇
本』。新一代人應能超越傳統的大國爭霸
思維，找到國與國之間相處的新路徑。」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院長傑
弗里．加雷特在開幕式致辭說，21 世紀，
中國不僅會在經濟上崛起，還將成為全方
位強國。從「世界工廠」成為全球經濟增
長發動機，再到如今正向創新大國邁進，
中國發展變化速度之快是世界發展史上少
見的，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產生很大震動，
美中關係發展也成為各界熱議話題。
加雷特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已不適於
觀察新時代美中兩國的發展走向。他指出，

美中確實存在很大差異，但從商業經濟學角
度來說，差異就是生產力，意味着互補、兼
容和雙贏合作，應努力確保兩國間差異成為
力量、增長和合作之源，而不是衝突之源。
「美中需要更多接觸與溝通及經濟間的聯繫
與文化上的理解，這才是處理美中這一 21
世紀最重要關係的正確方式。」

陸克文：盼中美談判解決爭端
傅瑩表示，每個文明都會留下自己獨特
的思想印記，而中國人的思想遺產是要珍
惜和平、維護安定，而不是癡迷於戰爭。
傅瑩說，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政策和擴大開
放的舉措對如何處理好中美關係面臨的挑
戰也帶來啟發。中美保持合作夥伴關係、
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分歧的方法，符
合雙方根本利益。合作帶來共贏。「世界
需要一個『新劇本』。新一代人應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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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克文說，美國的經濟問題主要不是中國
造成的，更多是美國國內原因所致，期待
兩國領導人展現新智慧，談判解決爭端。
賓大沃頓中美峰會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
學沃頓商學院學生於 2016 年創辦，是美國
由學生組織的規模最大的高層論壇，吸引
中美政商學界人士及美國各大高校學生參
加。

長時間以來，長江和海裡江豚的分類關
係一直不是特別清楚，曾被認為是同一個
物種（三個亞種），後被認定為兩個物
種：以台灣海峽為界，以南海域是印太江
豚；以北海域包括長江流域為窄脊江豚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兩種江

豚形態上區分的顯著特點是其脊背寬窄和
疣粒數量多少。長江江豚被認定為新的獨
立物種後，其拉丁學名也由「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 修 改 為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不再需
加亞種名。

鍾山晤日經濟大臣：
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
務部部長鍾山 15 日在日本東京會見日本經
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鍾山表示，習近平
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上宣佈了
中國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這必將為中日
兩國經貿務實合作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鍾山就深化中日貿易投資合作提出六點
建議。一是積極落實兩國領導人就中日開
展「一帶一路」框架內第三方市場合作的
重要共識；二是共同以實際行動支持多邊
貿易體制，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三是
加強雙方在高端製造和創新等領域合作；
四是邀請日方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五是加強雙方服務貿易合作；六是加
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努力盡早達成
現代、全面、高質量、互惠的 RCEP 協
定。
世耕弘成表示，日方高度讚賞習近平主
席在博鰲論壇上提出的重大開放舉措，願

■鍾山（左）會見世耕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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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方一道探討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深
化高端製造、服務貿易等領域合作，努力
推進日中韓自貿區談判，力爭推動 RCEP
談判年內取得實質性進展。日方願意積極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認為貿易保護措施對
各方均沒有好處，願同中方加強在世界貿
易組織框架下的合作。日方將積極組織日
本企業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預計展
覽面積將達10,000平方米。

火箭軍新中遠程彈道導彈入列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火箭軍近日在某導彈旅組織新型號導
彈武器裝備授裝接裝儀式，標誌着這個導
彈旅由組建擴編、試裝試用，轉入全面形
成作戰能力的新階段。
這次整建制裝備該導彈旅的武器系統，
是中國自行研製、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的新一代中遠程彈道導彈。它核常兼備，
可實施快速核反擊，能對陸上重要目標和
海上大中型艦船實施常規中遠程精確打
擊，是我軍戰略威懾和打擊力量體系中的

新型利器，是作戰部隊「殺手鐧」武器中
的骨幹力量。它的正式列裝，標誌着火箭
軍戰略能力又有了新的提升、發揮「三個
戰略作用」又有了新的戰略選項。近年
來，火箭軍大力加強核反擊與中遠程精確
打擊能力建設，持續增強戰略威懾制衡能
力，新型武器裝備建設實現新突破，多種
新型號導彈武器陸續裝備部隊，持續強化
型號配套、射程銜接、打擊效能多樣的作
戰力量體系，「隨時能戰、準時發射、有
效毀傷」核心能力穩步提升。

中越跨境自駕遊升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來自廣西
各地的 17 名車友 14 日聚集在廣西中越邊
境東興口岸，開啟 2018 首屆中越跨國自駕
旅遊嘉年華之旅。這是中越跨境自駕遊項
目範圍擴大到越南下龍市後，首批中國跨
境自駕遊到越南的車隊。
據介紹，廣西東興與越南芒街僅一河之
隔。由於跨境自駕遊常態化、簽證便利化
等因素，東興跨境旅遊產業漸入佳境，
2017 年經東興口岸出入境人數 997 萬人

次，同比增長28%。
除了廣西東興市，在「中國南大門」廣西
憑祥市，跨境旅遊十分便捷，友誼關口岸年
出入境遊客達 100 萬人次，跨境自行車騎
遊、自駕車跨國遊成為當地重要旅遊品牌。
近年來，廣西積極與越南高平、諒山、
廣寧等省加速建設跨境旅遊合作項目，目
前已形成中越跨境旅遊合作區、邊境旅遊
實驗區、邊關風情旅遊帶「兩區一帶」互
相促進的發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