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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周琴）11月8日上午，2018大
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年会在成都拉开帷幕。会
议围绕大熊猫就地保护与野化放归、饲养与繁
育、营养与行为、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发展、公
众教育等主题，共400余名中外专家进行了深
入探讨和交流。

天府早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11月，全球
圈养大熊猫数量达到548只。此外，今年底将
有1只经过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在成都都江堰放
归，这是历史上首次在成都放归人工圈养繁育
的大熊猫。

据悉，2018年共繁育大熊猫36胎48只，存
活45只，幼仔存活率达到93.75%。其中，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成活31只，含旅居马
来西亚繁育成活1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繁育成活11只，含旅居日本繁育成活1只，北
京动物园繁育成活3只，已基本形成健康、有活
力、可持续发展的大熊猫种群。

目前。中国与17个国家、22个动物园开展
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项目，在外参与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的大熊猫数量58只。大熊猫既架
起了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纽带，又将世界
保护工作者聚集到一起，成为濒危物种全球保
护的典范。今年还将继续开展人工繁育大熊猫
野化放归工作，自2006年首次放归以来，人工
繁育大熊猫野化放归数量将达到10只。

据了解，四川是我国的生态大省和物种保
护大省，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
之一，也是大熊猫模式标本产地和分布中心。
全省幅员面积 48.6 万平方公里，林草面积占
75%以上，有野生大熊猫1300多只，占全国的
75%，大熊猫种群数量、栖息地面积、自然保护
区数量和面积等均居全国第一位。

早报讯（记者 赵霞）为加强辖区
商圈楼宇党委及企业互动交流，强化
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激发社区凝聚
力，展现辖区企业青春向上、蓬勃发
展的朝气，丰富企业白领的文化生
活，11月8日，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南街
社区党委联合恒大广场楼宇综合党
委举办了一场名为“天府锦城 恒大
杯”楼宇运动会。来自辖区内各楼宇
企业白领、鼓楼社区“两新”党支部党
员、居民约500人参与其中。

上午9点30分，楼宇运动会正
式开始。首先是团体的拔河比赛，
12 支队伍的运动员们各个情绪高
涨，摩拳擦掌，大家都想发挥出自己
最好的水平。团体拔河比赛彰显企
业凝聚力，单人比赛愤怒的小鸟、大
富翁、快乐保龄球等趣味活动吸引
众多居民报名参与，现场欢声笑
语。现场观众、拉拉队员也为运动
健儿们加油助威；不知不觉运动会
在欢笑中进入到尾声。

早报讯（记者 赵霞）“吉祥街商
家出摊占道现象比较严重，居民出
行太恼火，背街小巷治理如何治
理？”……这样的提问场景，正是少
城街道“阳光问责问廉”坝坝会的
现场的一个缩影。近日，成都市少
城街道办事处联合成都市青羊区
总工会、青羊区政务服务中心等

多家单位联合举办“阳光问责问
廉”坝坝会，共百余名群众代表来
到了现场。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群众们
非常重视这次“坝坝会”的机会。个
个都踊跃提问，围绕出摊占道、以及
社保、医疗、城管、商务等各个方面，
向相关单位提出了问题建议，对应
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现场“应考”，
一一进行了解答。

现场有的问题“剑走偏锋”，虽
然无法立刻解决，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都认真记录了下来，留下了群
众联系方式，并承诺限期给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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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放归 1 只大熊猫 这次在都江堰
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在成都放归人工圈养繁育的大熊猫

鼓楼南街社区举办楼宇运动会

少城街道“问责问廉坝坝会”开到群众家门口

大熊猫野化放归需要经过严格
“选拔”系统进行筛选和培训，每个阶
段都会进行评估。根据野外大熊猫
的生物学特性，选择一岁半到两岁
半之间的大熊猫，综合评估采食、
辨别天敌、排除人类干扰等能力，
由专家判定是否达到野外生存的
标准，经过论证后，选择合适的时间
和地点进行放归。 （付真卿）

问
答

大熊猫野化放归具体是怎么实
施的？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推进
情况如何？

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囊
括川陕甘三省主要大熊猫栖息地、基因交流走
廊带和部分潜在栖息地，是中央赋予川陕甘三
省探索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新机制体制的重
大责任，也是大熊猫保护新范式的落地。目
前，已编制印发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实施方案》，明确试点工作重点、路径、时间表
和责任单位；形成《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初稿，组织开展相关专项规划和专题研究，同
时，还加大了投资力度，加强了资源保护和合
作交流。

根据规划，在2020年底前，将会对川陕甘
三省划入区的各类保护地进行整合，打通此前
处于孤立状态的各栖息地之间的生态联系和
种群联系，对划入区的生态系统实施最严格的
保护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