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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升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2020年6月6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國家林草局 5 日介紹，為進一步加大對穿
山甲的保護力度，中國將穿山甲屬所有種
由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提升至一級。下
一步，國家林草局將繼續採取系列措施，

林草局：劃定保護區域 強化野外巡護 加強人工繁育

強化穿山甲保護拯救工作。相關保護措施
的提升，標誌着當前在中國自然分布的中
華穿山甲，以及據文獻記載中國曾有分布
的馬來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將受到嚴格保

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
健康安全。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隨後開啟對現行《中國野生動
物保護法》的修訂工作。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近日表
態，支持中國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並呼籲將中華穿
山甲的保護級別從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提升至一級。

介紹，中華穿山甲曾廣泛分布於中國長江以南 17 個
據省區市。由於過度獵捕利用和棲息地受破壞，其分

布範圍不斷縮小，種群數量急劇下降，保護形勢非常嚴
峻。根據 2003 年發布的第一次全國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
查結果，中華穿山甲分布範圍已縮減至 11 個省份，數量
降至約6.4萬隻。

2007 年至今不斷推進保護工作
為加強對穿山甲的保護，內地於 2007 年嚴格禁止從野
外獵捕穿山甲；2018年8月，全面停止商業性進口穿山甲
及其製品，並通過開展專項行動等措施，加大對破壞穿山
甲等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打擊力度。但由於該物種棲息地
不斷受到干擾破壞，對濫食穿山甲懲處力度不夠等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6．5」世界環境日，中國
最高人民法院在這一天發布一份
保護中華民族「母親河」的司法
意見，並重申：「堅持最嚴法治
觀，促進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質量
整體改善」。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
元介紹，《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為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提供司法服務與保障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正文分為
三部分，共18條。
陶凱元說，《意見》分別從落
實嚴格責任、助推水沙調節、促
進綠色用水、支持創新驅動、保
護人文資源、強化修復措施、注
重分類施策七個方面，對人民法
院依法公正高效審理各類案件，
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提出了具
體要求。
陶凱元補充道，黃河流域必須
下大氣力進行大保護、大治理，
走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路
子。為此，最高法首次在規範性
文件的層面上明確提出構建流域
司法機制的要求，《意見》分別
從審判機構、集中管轄、司法協
作、協調聯動、多元解紛、信息
共享、公眾參與、隊伍建設等八
個方面，就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
高質量發展司法服務保障的重點
制度機制建設，提出明確路徑。
陶凱元還透露，黃河流域司法
保護機制正在向良好方向發展，
「我們在全國設了兩個集中管轄
的環境資源審判庭，一個在江蘇
南京，一個在甘肅蘭州。」她
說，同時鼓勵各級人民法院積極
創新，共同保護「母親河」。

最高法發布司法意見保護黃河

護。

嚴厲打擊非法交易濫食行為
■穿山甲提升為國家一級
保護動物。
保護動物
。
資料圖片
穿山甲資源急劇下降趨勢未能徹底扭轉。近年來，中國加
快推進穿山甲升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工作。在全面收
集該物種種群及棲息地資料信息基礎上，組織專家進行科
學評估論證，並廣泛徵求各部門意見，開展合法性審查，
為這項工作提供科學依據和可靠保障。
今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國家林草局表示，將強化穿山甲保護拯救工作，其中包
括加快穿山甲野外種群和棲息地調查監測，為開展全面系
統研究、劃定保護區域、開展專項保護行動奠定科學基
礎。組織力量加強野外巡護，嚴防偷獵盜獵，不斷改善和
恢復其生存環境。加強穿山甲人工繁育及野化放歸研究，
建設穿山甲保護研究中心和基因庫。
此外，進一步加大穿山甲保護宣傳力度，嚴厲打擊非法
交易、走私、濫食穿山甲及其製品等違法行為，扭轉穿山
甲種群及棲息地狀況持續惡化趨勢，促進穿山甲種群不斷
恢復增長。

保護生態環境 牢記總書記
「五個追求」
2020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
境日如約而至，今年的主
題為「關愛自然 刻不容
緩」。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思考着「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辯證法則，謀
劃着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前進方向。黨的十
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總體
布局， 黨的十九大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基本方略。
今年以來，在北京參加首都植樹活動，在
浙江、陝西、山西考察調研，習近平總書記
一再強調保護地球生態環境這一理念。

$

追求人與自然和諧
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是全國首個國家
濕地公園。3 月 3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杭

州考察的第一站就來到這裏。總書記指
出，濕地貴在原生態，原生態是旅遊的資
本，發展旅遊不能犧牲生態環境，不能搞
過度商業化開發，不能搞一些影響生態環
境的建築，更不能搞私人會所，讓公園成
為人民群眾共享的綠色空間。

追求綠色發展繁榮
綠色是大自然的底色。習近平總書記一
直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改善生
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
4 月 21 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陝西省安
康市老縣鎮蔣家坪村的女媧鳳凰茶業現代
示範園區。女媧鳳凰茶業現代示範園區，
屬於蘇陝扶貧協作項目。目前園區通過
「黨支部+龍頭企業+貧困戶」的模式，帶
動100多戶貧困戶年人均增收千元以上。

追求熱愛自然情懷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是生態文明的真
諦。4 月 3 日，在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
好、復工復產不斷推進的時刻，習近平同首
都群眾一起參加義務植樹活動。他說︰「我
們一起參加義務植樹，既是以實際行動促進
經濟社會發展和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又
是倡導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
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追求科學治理精神
5月12日，正在山西太原考察的習近平總
書記專程來到汾河太原城區晉陽橋段，聽取
太原市汾河及「九河」綜合治理、流域生態
修復等情況匯報，對太原汾河沿岸生態環境
的巨變表示欣慰，並首次提出了「治山、治
水、治氣、治城」的「四治」要求。
「四治」既是對「生命共同體」理念的
延續，同時也是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思想

的具體詮釋。

追求攜手合作應對
2019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全球主場活
動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行，習近平主席致賀
信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保護生態環
境、推動可持續發展是各國的共同責任。
建設全球生態文明，需要各國齊心協力，
共同促進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從 3 月底 4 月初在浙江考察時調研安吉、
西溪濕地，到 4 月下旬在陝西考察時深入
秦嶺，再到 5 月中旬在汾河太原城區晉陽
橋段考察，習近平總書記的考察行程和重
要指示，一再宣示生態文明建設是關係中
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
面向未來，中國也願同各國一道，共同
建設美麗地球家園，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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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阿克曼在湖南長沙工作和生活 15 年，

■ 漢斯在
漢斯在2019
2019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
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
。
長沙高新區供圖

已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長沙人」。這
10 多年來，漢斯作為長沙市政府和高

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免費為長沙的國際交流合作
助力，即使是今年疫情暴發的特殊時期，漢斯也沒
想過離開長沙。「現在的長沙，是我生活與工作
的中心。」漢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義

需要擔心了。我在中國賺了錢，現在是要回饋中
國的時候了。」

侃侃而談，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給人非常開朗
的印象。

創建平台促對外交流

長沙生活工作 15 載

漢斯定居長沙的前幾年，長沙能流利說英文的
人很少，機場、道路的英文標識都不齊備，外國
企業來到長沙投資興業需要很長的溝通時間和成
本。漢斯注意到這一點，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漢斯找到長沙市相關部門，提出搭建國際商務
溝通平台，建議以此作為一站式對接國外企業與
政府各部門溝通的橋樑。漢斯認為，只有政府和
企業間的對接更加順暢方便，才會吸引越來越多
的國外企業、機構來到長沙，讓長沙加速走向國
際化。
2015 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終於面
世，漢斯參與了平台設計、籌備和建設的全過程。
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外國人來到長沙，
長沙也因此變得更加國際化，漢斯看在眼裏，倍感
欣慰，因為這其中就有他的付出和心血。
在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的成功基礎上，長沙高新
區又相繼搭建了外國企業服務中心、「湘企出
海+」綜合服務平台「長沙專區」營運中心及長
沙高新區進出口商品展示中心等服務機構，實現
線上線下相結合，全方位地為開放型經濟服務。
「長沙與國外的交流合作增多了，外向型經
濟正在快速增長，這也是我在長沙工作的目
的。很幸運，我們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漢
斯由衷地說。

漢斯的頭銜頗多，長沙市政府商務顧問、長沙
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顧問、長沙首位 5 年 A
類外籍人才簽證獲得者、曾任湖南省商務廳駐德
國代表、獲得「瀟湘友誼獎」……看得出在長沙
的15年，根植了他對這片土地全部的愛。
漢斯與中國的緣分要追溯到 1985 年，他被德國
西門子集團派往中國，擔任西門子集團大中華區
總裁。2005 年，漢斯退休回到了老家德國巴伐利
亞，卻意外地接到了去湖南長沙管理中德合資企
業的邀請。
漢斯很快便作好了決定，前往長沙任職。不
料，正值大中華區的公司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德
國總部公司卻破產了，漢斯面臨要麼回到德國，
享受退休生活，要麼繼續留在中國的抉擇。
漢斯選擇了留在中國，2008 年，他成為長沙高
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兩年後，又被長沙市政府
聘為商務顧問。但令人意外的是，漢斯希望在商
務顧問的職位上免費為長沙服務。
「錢是很重要的，但錢不是所有的東西。感謝
中國長沙，這座城市給了我很多，我很高興為之
服務。」漢斯笑言，自己曾是高管，收入可觀，
「而且現在孩子們都長大成家了，生活很好，不

「比你們想像的要安全」

73 歲的德國人漢斯一身休閒裝
只見這位今年
扮，鬚髮皆白，但精神矍鑠。他思路敏捷，

為 抗 疫 點 讚

德漢長沙做 工
搭平台助湘企出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 長沙高
新區向國外
捐贈防疫物
資。
長沙高新區
供圖

今年年初，內地突然暴發新冠肺炎疫
情，令漢斯的親友十分擔心，漢斯總是回
覆說：「這邊的朋友、領導和同事都非常
關心我，照顧我，完全不用為我擔心，長
沙比你們想像的要安全。」
疫情發生後，長沙市非常關心漢斯的身
體健康與生活需求，工作人員每天通過微
信給他推送疫情信息，提醒相關的防疫事
項，還及時給他送來生活必需品。
「我還真不知道長沙的領導和同事們，
哪裏來的活力與激情，每天身處一線工作
的同時，還會將最新的疫情信息實時推送
至在長沙外籍人士的微信群，並不斷告訴

我們一些防護的措施。」漢斯看在眼裏，
感動不已。

對接各國機構送防疫物資
漢斯服務的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
台，在疫情中也成了國際聯手對抗疫情的
平台。疫情初期，26 個商協會通過自身渠
道，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為湖南、湖北抗
擊疫情助力；當國外疫情暴發後，長沙高
新區又通過平台對接德國、法國、西班
牙、韓國、日本等 30 個國家的 48 個機
構，第一時間為他們送去防疫物資，支持
當地抗疫。

永久居住地：中國長沙
之前，漢斯是通過辦理外國人工作許可證
長期在長沙生活工作，近期他已經向湖南省
政府遞交了辦理中國「綠卡」的申請。
「我護照上的永久居住地原來是德國，
現在是中國長沙。這裏有我的朋友們，生
活非常舒服。現在的長沙，是我生活與工
作的中心。」漢斯說。
漢斯長時間待在中國，和自己的孩子們
見面不多，大都是通過電話網絡聯絡。獨
在異地，他也非常思念親人，他的手機

裏，保存着家人的照片，想念的時候就翻
出來看看。
他的二兒子是醫生，每次德國家庭聚會
時，都會發一些照片給漢斯，特別是他的
孫子學習走路、吃飯時嘴巴沾滿醬料等等
有趣的照片，總能引得漢斯開心不已。
孫子今年 3 歲了，牙牙學語的兒童，將
漢斯稱為「中國爺爺」。「我從德國回長
沙，孫子找不到我就問他爸爸，『中國爺
爺』去哪裏了？」漢斯開懷大笑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