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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商圈、车站……在成都，凡是人员密

集的地区，均有民警24小时巡逻。记者注意到，

作为突发事件重点防范区域，成都火车站附近

已经实施24小时配枪巡警巡逻。在车站进站口

还设有固定观察哨，持枪民警24小时值守。

“目前执行街面巡逻的警力， 已实现全面

配枪。” 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政治处副主任

张俊说，分局抽调机关民警，除了在白天加派

巡逻人手外，还在夜间原有巡逻的线路基础上

新增了14条线路。为使枪支得到有效使用，青羊

分局已在5月中旬对全体民警开展枪械培训。

“一线民警配枪以手枪为主，长枪主要是

起到震慑作用。” 青羊分局教官王岳告诉记

者， 通过培训能够提高民警巡逻时处置突发

情况的能力，此后还会组织比赛、进行考核，

考核合格的民警才能配枪上街巡逻。据介绍，

参训民警在射击考核中必须在3秒内完成枪

支的出击、上膛、瞄准、命中等各项环节，超出

3秒则为不合格。

“我们目前的培训是专门针对机关民

警。”张俊介绍，以往多与文件、电脑打交道的

机关民警，如今也承担起街面巡逻任务，因此

必须熟练使用枪支、快速制敌。

（据《人民日报》

5

月

21

日

11

版）

成都商报讯

成都鸡冠山、鞍子河，可

能很少人知道这里是大熊猫的繁衍圣地。5

月20日上午9点，由成都电视台、崇州市委

宣传部联合央视举办的《穿越鞍子河———

熊猫爱情走廊科考大直播》 活动在崇州鞍

子河自然保护区正式启动， 他们将走进鞍

子河自然保护区深处， 首次揭秘原始森林

里大熊猫的“走婚圣地”。

鞍子河 两大保护区间的爱情走廊

5月20日，人类的“爱情表白日”，而对

于大熊猫来说， 这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

期。因为每年4到5月，正是大熊猫发情和寻

求配偶的季节， 成年大熊猫总会不辞辛劳

地翻山越岭， 只为了寻找自己的 “意中

人”。位于北纬30度、川西高山峡谷地区的

崇州鸡冠山乡鞍子河自然保护区， 由于地

处卧龙保护区和蜂桶寨保护区之间， 因此

也成了两大野生大熊猫群相互“走婚”、提

升种群繁衍质量的“黄金走廊”。

本次科考的一大特点就是电视网络的

直播。从5月20日到25日，成都电视台新闻

综合频道将在《成视新闻》《成都晚高峰》

两档新闻， 通过卫星直播带来当天科考的

最新成果，“橙网在线” 手机客户端、@新

浪四川等新媒体，也将同步更新科考进展。

同时， 央视新闻频道也将对此次科考进行

追踪报道。

第一天探索就发现大熊猫踪迹

此次的“穿越鞍子河———熊猫爱情走

廊科考队”由当地向导、技术工程师、权威

动植物专家， 以及央视和成都电视台的记

者编导等30余人组成。 他们将用7天时间，

从巴栗坪保护站出发，途经宽河坝、鸡心包

等，最后到达位于保护区核心区、海拔3800

米的黑氹，采用远程红外相机、科学家实地

探访、飞行器航拍、卫星直播等多种方式，

全程直击、追踪野生大熊猫踪迹，同时考察

保护区内其他的珍稀野生动植物。

5月20日下午7点多， 科考队历时9个小

时，经历艰难跋涉，最终到达海拔2000米的

宽河坝安营扎寨。科考首日，科考队就在保

护区竹林里发现了熊猫啃食拐棍竹的痕迹，

证明在科考队员到来不久前，熊猫刚刚在此

出没过。

由于鞍子河海拔落差大， 地貌地形复

杂，很多地方都属于无人区，因此科考难度

极大。“每天的跋涉都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九死一生，我的身体一次次达到极限，又一

次次突破极限”虽然艰苦，但科考队成员、

成都电视台《成视新闻》主播张斌表示自

己绝不会放弃，“沿途的收获也是完全没有

预料到的，令人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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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鞍子河———熊猫爱情走廊科考大直播”日前启动

大熊猫“走婚圣地”首次大揭秘

■第一天（5月20日）

路线：从巴栗坪保护站出发，进入保护

区， 下午3点之前到达宽河坝扎营 （海拔

2000米）。

■第二天（ 5月21日）

科考队将前往海拔为2500米的鸡心

包， 并沿途寻找大熊猫粪便、 啃食过的竹

丛、树上攀爬的爪印、洞穴等大熊猫痕迹，

权威的野生动物专家将在现场揭秘， 还原

大熊猫野外生存环境与习性。

■第三天 （5月22日）

队伍将真正进入原始森林， 海拔2800

米的桃子坪是这一天的目的地。 科考队将

沿途寻找野生大熊猫求偶痕迹， 如野生大

熊猫留在树上的抓痕等， 并由权威动物专

家讲解熊猫的求偶习性。

■第四天（ 5月23日）

科考队将兵分两路， 一队前往海拔为

3050米的清水池探访野生大熊猫踪迹。去

年， 这里曾拍到熊猫妈妈带着小熊猫玩耍

的亲子视频画面。 此次保护站工作人员将

现场取下红外相机， 回放最近一个多月拍

摄的情况，极有可能再次拍到熊猫的画面。

另一队将直接前往灯杆坪宿营地，观

察沿途植被变化。

■第五天 （5月24日）

一队从灯杆坪途经月亮湾、 火烧银前

往黑氹，一队直接前往黑氹熊猫走廊带保护

区核心区， 最后在海拔为3868米的黑氹会

合。节目组将首次航拍高山草甸、盛放的原

始杜鹃林。 火烧银是本次穿越的海拔最高

点，专家讲述熊猫爱情走廊的名称来历等。

■第六天（ 5月25日）

队伍将前往大尖峰， 即保护区三县交

界处，完成本次穿越活动。大尖峰是保护区

边界，也是本次穿越路线的终点站。可以清

晰地从地形地貌上讲解清楚为什么野生大

熊猫只能通过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寻求种群

繁衍，保护熊猫爱情走廊的重要意义。

■第七天（5月26日）

队伍返回，直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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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四川成都市年均帮助超过1100

名高校毕业生成功创业， 累计实现创业产值

50亿元。 记者近日对成都市高校大学生创业

情况进行了调研。

千家公司“创”出50亿产值

2013年，成都共有17家创业园被评为省级

高校毕业生创业园，孵化出园项目902个，获得

专利509项。目前共有在孵项目1131个（其中

公司1100家），实现创业5000余人，带动就业4

万余人，累计实现产值50亿元。

“能够吸引大学生到成都来创业，一个重

要原因是成都市不断创新促进高校毕业生创

业的政策措施。”共青团成都市委区县部副部

长魏鑫告诉记者。从鼓励开展创业培训、加大

金融支持， 到强化孵化基地建设……成都市

人社局城乡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副处长王

娓告诉记者，“目前在成都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均可享受税费减免、 小额担保贷款、 资金补

贴、场地安排等多项政策”。

高校云集， 这也是大学生创业园项目来

源的关键。目前80%的创业项目来自高校。

创业苗圃培育创业种苗

对于创业大学生来说， 创意往往比知识

更重要。成都独创的“创业苗圃”就成功激发

了大量“金点子”。锦江区团委工作人员夏秀

火介绍，所谓创业苗圃，就是以创意设计类在

校大学生创业团队为扶持对象，进行“创业种

子”遴选，通过定制式、精细化的“创业种苗”

培养，提高创业成功率。

“想成功创业，在大一大二甚至在高中时

就要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中国大学生创业

园（成都）孵化园管理部部长杨伟说，成都已

开始在部分高校试点“创业苗圃”，只要大学

生对创业感兴趣，就可以申请在这里尝试。

成都团市委还与市人社局等部门合作，创

新打造青年创业学院。一些成都高校也建立了

大学生创业中心。

如果说高校的创业苗圃只是一个预孵化

阶段，那么，创业园的培训则起到深化升级作

用。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四川高校大学生创业

基地，已经初步建立起“创业苗圃—企业孵化

器—企业加速器”接力式的3级孵化体系。

“进入创业苗圃，不用工商注册就能直接

在网上申报项目，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利条

件。”成都海柔科技有限公司CEO钟永东成为

这一模式的受益者，仅用半年时间，公司就从

“苗圃”进入到“孵化器”阶段。

夏秀火告诉记者，“创业苗圃”已于今年

启动建设，包括四川大学在内的6所高校达成

入驻协议，每校各占一层楼。

下一步，成都将考虑制定政策，扶持一批

“创业明星”。

成都团市委也把智力与金融扶持作为主

要举措。例如，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专项资金

规模达3.2亿元， 设立了创业信用借款资金

1800万元，建立了覆盖青年创业种子期、初创

期、发展期的梯级金融扶持体系。

据统计，成都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2013年培育和扶持1700名高校毕业生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的比例达到1:8， 并培育了一批

带动就业能力强的智力密集型企业。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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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人民日报》刊文关注成都民警配枪

成都警方专门针对机关民警开展培训

“让每个民警都能上阵”

《经济日报》刊文关注成都高校毕业生创业

“苗圃”种出50亿

———四川省成都市高校毕业生创业调查

往年保护区工作人员进山巡护的资料图

红外相机在

2012

年拍摄到两只大熊猫相会的珍贵照片，独居的大熊猫只在每年

5

月发情期才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