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媒体报道甘肃敦煌阳关林
场十年来持续遭大面积“剃头式”砍伐，
引发网友关注。1月26日，甘肃省举行
新闻发布会，就日前媒体报道的“敦煌市
阳关林场防护林被毁问题”介绍相关情
况。据介绍，调查组在调查中没有发现

“剃头式”采伐情况，也没有发现砍树种
葡萄的情况。初步调查结果显示，2000
年以来，未发现阳关林场林地大面积减
少，没有出现明显退化沙化现象，不存在
威胁敦煌生态环境情况。

媒体报道
防护林遭大面积砍伐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甘肃敦煌阳关
林场近十余年来持续遭遇大面积“剃光
头”式砍伐，万余亩公益防护林在刀砍锯
伐中所剩无几，由此人为撕开一道宽约5
公里的库姆塔格沙漠直通敦煌的通道。

据了解，在我国八大沙漠中总面积
排名第六、流动性排名第一的库姆塔格
沙漠，每年以约4米的速度整体向东南扩
展，直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
地处该沙漠东缘、曾经拥有约2万亩“三
北”防护林带的阳关林场，是敦煌第一
道、也是最后一道防沙阻沙绿色屏障。

报道称，1 月上旬，记者穿行于阳关
林场，只见猎猎大风裹挟扬尘漫沙，一路
呼啸掠过稀疏残破、地表裸露的林带，流
沙前沿已伸出沙舌向东爬越，“绿退沙
进、沙漠逼人”的情形已然显现。记者实
地踏勘看到，阳关林场被砍伐的防护林
地全部用来种植耗水量大、需频繁扰动
地表土层的葡萄。据了解，自2000年以
来，来自外地的承包户蜂拥进入阳关林

场，大面积租赁林地开发建设葡萄园，葡
萄园大面积挤占生态林地甚至有全部取
代之势。来自阳关林场的资料称，目前
葡萄生产已成为林场的支柱产业。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研究员司建华表示，阳关林场的主要
功能是防沙固沙，大面积种植葡萄过度
消耗水资源，不仅起不到防沙固沙作用，
还会导致区域生态功能不断衰退，加剧
沙漠化风险。

官方回应
1.葡萄园面积无大变化

1月26日，甘肃省举行新闻发布会，
就日前媒体报道的“敦煌市阳关林场防
护林被毁问题”介绍相关情况。甘肃省
政府副秘书长郭春旺介绍，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阳关林场引进筛选包括葡萄
在内的果树品种进行推广栽培，成为林
场区域内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根据调查，2006 年林场承包改制

时，实有葡萄园地面积3304亩。通过卫
星遥感资料比对，2006年至2011年间，
葡萄园地面积没有发生变化。

2012年，承租林地的敦煌葡萄酒业
公司通过残次林改造，新建葡萄园地400
亩。至此，林场实有葡萄园地面积3704
亩。2013年以来，葡萄园面积再无增加。

2.未发现“剃头式”砍伐

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林业和草原
局副局长田葆华指出，阳关林场的防护
林大部分栽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
十年代后期，以杨树为主。依据有关规
定，阳关林场每年都会开展杨树低质低
效防护改造工作。

其间，阳关林场向上级林业部门申
请办理了林木采集，折合面积 105 亩。
调查组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剃头式”采伐
情况，也没有发现砍树种葡萄的情况。

3.林场林地未大面积减少

据介绍，调查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2000年以来，未发现阳关林场林地大面
积减少，没有出现明显退化沙化现象，不
存在威胁敦煌生态环境情况。

郭春旺表示，敦煌市域面积为 3.12
万平方公里，主要是荒漠地貌。敦煌、阳
关为两处相距约70公里的绿洲，总面积
约1400平方公里，阳关林场是阳关绿洲
的一部分。调查组的数据显示，2009年
以来，阳关绿洲面积及植被情况没有明
显变化。从1983年开始，阳关地区西土
沟流域水资源量总体稳定，且呈现小幅
增加趋势。

综合央视、经济参考报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2000年以来，未发现阳
关林场林地大面积减少，
没有出现明显退化沙化
现象，不存在威胁敦煌生
态环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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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点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如预期，A股展开调整，创业板

指跌幅最大，收跌2.89%。盘面上，大
市值权重股跌幅较大，军工、锂电、医
药等表现低迷，北上资金将流出超30
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5只，跌停
32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失守5日
均线，沪指日线MACD指标出现死叉，
两市成交环比萎缩但仍略超万亿元；
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
均线，60分钟MACD指标均出现死叉，
沪指最弱还失守了60小时均线；从形
态来看，在背离信号出现后，各技术信
号均全面转弱，沪指和深成指已经率
先跌至前期笔者提到的箱体，拉锯震
荡在当下显示出巨大的能量，短期来
看，由于成交萎缩，预计调整还将持
续，预计至少要到周四才能化解当前
的压力。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明显缩减。综合来看，充裕的流
动性环境依然支持中期上涨行情持
续，当下调整恰好使资金从抱团向其
他估值洼地流动，短期沪指首个重要
支撑在3500点。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6.85元卖出
光环新网12万股，以11.45元买入光
正眼科10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
（688555）7万股，浪潮信息（000977）12
万股，华创阳安（600155）30万股，今世
缘（603369）2 万股，水井坊（600779）
1.5万股，博汇纸业（600966）7万股，华
东医药（000963）5 万股，光正眼科
（002524）1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792106.46 元，总净值 17766306.46
元，盈利8783.15%。

周三操作计划：泽达易盛技术信
号修复，拟先买后卖做差价并择机适
当加仓，浪潮信息表现偏弱拟适当减
仓，华创阳安拟先买后卖做差价，光正
眼科、华东医疗、博汇纸业、水井坊、今
世缘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张志超
获国家赔偿332万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代睿）山东

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张超
（曾用名张志超）申请国家赔偿一案，1
月26日，依法向赔偿请求人张超支付
赔偿金332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临沂中院充
分听取了张超及其委托代理律师的意
见，双方进行多次协商，就赔偿相关事
项达成一致，临沂中院依法作出赔偿
决定。赔偿金综合考虑了张超被限制
人身自由及精神损害的具体情况、本
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

2005年2月，15岁的张志超被指
控强奸杀害同校女生遭羁押，后被临沂
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20 年 1 月 13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张志
超无罪，期间他已被羁押5449天。

此前，张志超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将用国家赔偿金偿还母亲马玉萍为其
申诉欠下的债务。

此外，记者从张志超曾经的同案
人王广超处了解到，王广超近日也获
得了23.6万元国家赔偿金。王广超曾
因包庇张志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三年执行，共被羁押390天。

2021年春节假期将近。有人早早规
划了出游行程，有人买好了机票和火车
票准备回家。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的变化，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行程，选择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买好的火车票、机票能退
吗？怎么退？好退吗？

能退吗？

临近春节，在北京工作、老家在安徽
的刘先生十分关心买票问题。去年因为
疫情，刘先生没能回老家过年，今年能不
能回家也让他一直在买不买高铁票之间
犹豫观望。

1月13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发布新规，将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
天，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新规发
布后，刘先生买了2月9日从北京到合肥
的高铁票，“看疫情形势发展，如果不能离
京过年，提前8天退掉也没有损失。”

继铁路之后，1月26日，中国民航局
也发出通知，明确自1月27日0时起，已
购买1月28日至3月8日春节期间机票
的旅客，均可办理免费退票或至少一次
改期。

怎么退？

按照铁路部门规定，自1月14日起，
旅客因行程改变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
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
同比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
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48小时以上、48
至24小时、24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
定执行。

在铁路 12306APP 上，记者购买了
一张 2 月 8 日北京到天津的二等座高铁
票，通过支付宝支付票价54.5元，随后点

击“立即退票按钮”并进行确认后，系统
显示“操作成功”，退票费率 0%，票款实
时退回了原账户。

机票方面，根据民航局通知，乘机日
期在1月28日至2月3日的旅客，自1月
27日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可提出退票或
改期申请；乘机日期在 2 月 4 日至 3 月 8
日的旅客，自 1 月 27 日 0 时起至航班起
飞前 7 天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1 月
27 日 0 时前已申请退票或改期的旅客，
不适用于本政策。

好退吗？

对于购买了火车票的旅客来说，“全
国铁路一盘棋”，在哪儿购买火车票都可
以在线或去车站窗口退票，实现“秒退”。

对于本打算乘机出行的旅客来说，情
况则要复杂不少，一些旅客退票后迟迟收
不到退票款。对此，民航业专家韩涛表
示，机票销售渠道比较多样，既有航空公
司官网直销、自营APP、还有传统线下机
票代理商，也有OTA（在线旅行）销售平
台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差旅服务商等。

他表示，机票销售渠道的不同，导致
整个退票处理的时间有所不同，快则三
五日，有的慢则长达一个月。

在26日的通知中，民航局表示，各航
空公司可以根据通知要求，制定具体的
实施细则。

目前，中国联合航空、华夏航空等多
家航空公司已发布春节期间机票退改细
则。以中国联合航空发布的细则为例，
旅客通过中国联合航空官网、移动官网、
手机APP客户端、官方微信账号购买的
客票，可直接登录个人账号在订单详情
界面提交“非自愿-疫情影响”办理退票；
其他渠道购买，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

（旅行社、代理、第三方购票网站等）。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服务总监潘媛

玥表示，民航局的通知出台后，去哪儿已
紧急上线疫情防控机票退改政策订阅功
能。如果旅客所购机票的承运航空公司
尚未发布退改政策，旅客可以选择订阅功
能。一旦航空公司发布政策，去哪儿将第
一时间主动通知，旅客可通过去哪儿旅行
APP自助进行退改操作。 据新华社

甘肃敦煌万亩防护林遭“剃头式”砍伐？
甘肃通报调查结果：未发现林地大面积减少，林退沙进不明显

就地过年，订好的火车票机票怎么退？
春节期间机票火车票改退政策

火车票
1月14日起
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

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同比
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
以上。

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小时以上、48至24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
行。

飞机票
自1月27日0时起，已购买1月28日

至3月8日春节期间机票的旅客，均可办理
免费退票或至少一次改期。

乘机日期在1月28日至2月3日
自1月27日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可提

出退票或改期申请。
乘机日期在2月4日至3月8日
自1月27日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7天

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