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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7月7日
通报，6日0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本
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5例、无症状感
染者2 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
者1例。截至7月6日24时，云南省现
有确诊病例90例（本土21例，境外输
入69例），无症状感染者16例（本土2
例，境外输入14例），均在定点医疗机
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瑞丽市市长尚腊边说，接到病例
报告后，瑞丽市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Ⅲ级响应，关闭离瑞通道和线
上离瑞审批功能，对确诊病例居住区
域姐告片区居民实行居家隔离管理。

同时，卫健部门和相关部门密切
协作，持续组织开展流调溯源工作，科
学分析和查找感染源。截至6日8时，
已排查转运密接、次密接人员761人，
全部进行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瑞丽市于
5日8时启动瑞丽主城区、畹町片区全
员核酸检测。截至6日24时，瑞丽市核
酸检测共完成采样 265432 人，检测
265432 份，累计检出阳性结果 23 份，
其余均为阴性。 新华社记者 姚兵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纸判
决书，揭开了一桩离奇的案件。

2009年，山东枣庄的孙女士向枣
庄农村商业银行薛城支行存入100万
元，然而5年后再去查看，这笔钱只剩
1元！与银行交涉，孙女士竟然反被银
行起诉，遭到刑事拘留。

甚至在法院判决银行赔偿存款及
利息后，银行方面仍未赔付，直到
2021年7月1日，法院强制执行。

银行报案：用户伪造存折
公安查明：她没有

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显示，
山东枣庄孙女士将枣庄农商行薛城支
行告上法庭，要求该银行支付自己
100万元的存款及利息。

原来，在2009年7月、9月，山东枣
庄的孙女士在山东枣庄恒泰农村合作
银行两次存入50万元，总计100万存
款。2014年，枣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改
制，其债权债务由枣庄农商行承担。

2014年下半年，孙女士持存折到
枣庄农商行薛城支行取钱，却被告知
自己只有 1 元钱存款。孙女士与银行
方面起了争执，争吵中银行方面报警，
派出所记录材料后并未处理，并告知
孙女士去法院处理。

在法院处理过程中，枣庄农商行
报案，称孙女士仿造金融证券。

2017 年 1 月 6 日，针对孙女士涉
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薛城公安分局
立案侦查，并于2018年3月21日对孙
女士刑事拘留。

枣庄农商行指出，孙女士提交的
存折存在严重瑕疵，是伪造的。孙女士
没有证据证明在该行存入了 100 万
元，因此银行与孙女士之间不存在储
蓄合同关系。

枣庄农商行还辩称，孙女士对涉案
资金来源解释前后矛盾，且从2009年
存入到2014年打算支取，长达近6年时
间对该资金不予管理，亦不符合常理。

然而，就在2020年4月9日，枣庄
市公安局薛城分局出具的《终止侦查
决定书》显示，经查明，没有证据证实
孙女士实施了变造金融票证的行为。

存款被他人取走
法院这样判决

刑事侦查卷宗显示，原来孙女士
将钱存入银行后不久，就被一个名叫
田艳的人取走了。

2009年7月，田艳在客户签名处签
下了孙女士的名字，分多次取走了30
万；2009年9月，田艳又用同样的方式，
分多次取走了50万元。另外，2009年7
月，孙女士的账户还支取了20万，田艳
称并非自己所为。田艳陈述称：“不知道
是谁签字的，有时候柜员会直接替客户
签。”也就是说，孙女士的100万元，都在
存入后不久便被分批次全部支取了。

法院指出，田艳确实取走了存款，
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田艳取得了孙女
士的授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孙女士和
田艳之间串通欺骗。枣庄农商行作为
金融机构，未尽到保证储户存款安全
的义务，导致储户的存款损失，亦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枣庄农商行薛城
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孙女士支付存款 100 万元及利息。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该判决书发布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4 日，按此时间计算，枣庄农商行
薛城支行应于2020年12月内支付资
金，但银行方面却一直未支付。

2021 年 7 月 1 日，枣庄农商行薛
城支行被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标的
100 万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陶玥阳

崔书红说，近一个时期，关于
生物多样性的新闻很多。祁连山保
护区拍摄到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
动物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
猫；云南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里拍
摄到三只棕颈犀鸟；黑龙江东北虎
进村，云南亚洲象北迁，引起网民
关注；最近鲸鱼又出现在深圳大鹏
湾。野生大熊猫、雪豹等珍稀野生
动物频繁“现身”。这些现象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生态修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据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逐步纳
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如《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等，都对全面加强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做
出部署。2019年底，我国各类自然保
护地已达1.18万个，总面积超过1.7
亿公顷，占陆域国土面积18%，提前
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
目标”提出的2020年达到17%的目
标要求。我国还通过建立各类植物
园、野生动物繁育基地，人工成功繁
育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取得重大进展。

综合新华社、北京日报客户端

数据显示，2020年
四川森林覆盖率提升
到40.03%。人为干预减

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鸿加说，
试点以来，四川严禁不符合保护
和规划要求的各类建设项目和经
营活动进入国家公园，在公园周
边合理规划建设一批入口社区和
特色熊猫小镇等，推进原住居民
搬迁到入口社区集中居住，支持
沿路沿线发展生态旅游等生态友
好型产业，实现“人退猫进”“点上
聚居、线上游览、面上保护”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模式。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管理分
局的挂牌单位。无论哪个季节，人
们在这里都可能与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不期而遇，觅食的扭角
羚、嬉闹的金丝猴、精灵般的绿尾
虹雉，甚至大熊猫，每一次际遇都
让人兴奋。

这得益于唐家河在实践中探
索出的“点上聚居、线上游憩、面
上保护”的模式。唐家河通过引导
保护区内原住居民搬迁到入口社

区集中居住，将广阔自然重还野
生动物，保护区与入口社区“共建
共管”，实现协同发展。

青溪镇落衣沟村是唐家河内
现有唯一的行政村，受自然条件限
制，落衣沟村种植模式单一，村民
经济收入偏低，生态保护与社区经
济发展的矛盾长期困扰唐家河。

为解决这个矛盾，唐家河管
理处编制社区共管规划，改变落
衣沟村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启动“力争每户有1人就业计
划”，对当地群众免费开展大熊猫

保护等方面知识培训，让村民承
担起了保护地“生态护林员”“劳
务输出员”“共建共管员”等角色，
当上“熊猫公园人”。

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沈
兴娜告诉记者，唐家河按照大熊
猫国家公园规划，尝试开展特许
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
地居民及其开办的企业，实现“区
内游，区外吃住”，最大限度让利
于民，实现了入口社区与保护区
共建，生态成果共享。综合红星新
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

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
海滨，消失多年的珍禽异兽正
在“归来”。7月7日上午，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新
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自然生
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说，大熊
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
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
降为易危。

保护生物多样性

各类自然保护地
已达1.18万个

中国
都做了
什么

20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先后
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个。其中
从 1963 年建立我国第一个以大熊
猫保护为主的卧龙保护区开始，四
川已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46个，
通过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
程，开展人工繁育研究、野化放归
实验，对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了保护
修复，实现了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种
群的恢复壮大。

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方案》，开启了大熊猫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

“没有一个物种比大熊猫的保
护更为成功。”5月22日，在为期一
周、覆盖川甘两省四县的大熊猫国
家公园岷山北部联合巡护收官之
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感叹，实践证明，国家公园是推
动大熊猫“终极保护”的有力武器。

珍 稀 野 生 动 物 频 繁“ 现 身 ”的 背 后

保护大熊猫

面积和数量均占
大熊猫国家公园

四分之三

四川
有哪些
实践

大熊猫栖息环境明显改善 伞护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
2018 年 10 月，大

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
在 成 都 正 式 挂 牌 成

立。其后，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陕西、甘肃三省管理局分别成立。

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 2.7 万
平方公里，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
省，纵横五大山系，覆盖大部分野
生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公园内
生活着1631只野生大熊猫。其中，
四川片区面积20177平方公里、占
总面积的74.36%，区内有1205只
野生大熊猫，涉及7个市（州）20个
县（市、区）119个乡镇，涵盖各类自

然保护地66个。遵循大熊猫生存
繁衍习性，大熊猫国家公园致力于
建立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整合投入近46亿元，实施
重要栖息地恢复、生态廊道建设、
科研监测等多项工程。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
局总规划师王鸿加介绍，自大熊
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
四川省整合投入资金近4亿元，实
施了黄土梁、土地岭、泥巴山、拖
乌山等大熊猫生态廊道建设工
程，修复廊道植被68公里，恢复大
熊猫栖息地28平方公里，为大熊

猫相互隔离的小种群交流创造了
有利条件。2020年，在土地岭廊道
首次监测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
像，而今年年初在栗子坪乡发现
的野生大熊猫处于正被修复的拖
乌山廊道内。

据了解，试点以来，大熊猫国
家公园四川片区通过发挥大熊猫
作为旗舰物种的“伞护效应”，协
同保护其他 8000 多种伴生动植
物，在野外巡护中已发现其他同
域珍稀动物1600余次。四川省野
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冉江洪
说，目前，在多种保护措施综合作

用下，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
部分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野生
动物活动区域呈现扩大趋势。

位于广元市青川县的唐家河区
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山系建设
重点区域之一。巡护员杨贵平说，除
了大熊猫，其他国家保护动物也是
该区域常客。在海拔1500米上下的
区域，可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扭角
羚，而以前它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
海拔2000米至3400米的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
野生动物活动区域扩大说明该区
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科技
手段

“猫脸”识别技术传喜讯 野外产仔洞人工洞穴受欢迎
科研是四川推进大

熊猫国家公园试点的
重要内容，四川瞄准

科研前沿领域，组织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
候变化、社区共建等重点领域研
究，突出生态保护、生态机理、生
态监测和信息化建设，运用细胞
学、遗传学前沿成果，加强大熊猫
谱系、基因库、数据库建设。

经过长期努力，四川的熊猫
科研人员相继攻克了大熊猫人工

饲养“发情难、受孕难、育幼难”和
“野化放归难”等难题，展开了遗
传、基因等研究，人工繁育大熊猫
成效显著。

同时，卧龙片区全国首次结
合超短波传输+“猫脸”识别技术，
实现荒野监测实况无线传输野生
大熊猫视频；都江堰片区大熊猫
野外产仔洞人工洞穴活动频繁
……一个个喜讯，从大熊猫国家
公园的不同地区传出，诉说着近
年来探索试点的阶段性成效。

4 月 19 日，大熊猫国家公园
卧龙片区首次通过红外触发相
机实时监测系统成功实时回传
野生大熊猫影像，四天后同一点
位再次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据
悉，这是全国首次结合超短波传
输和“猫脸”识别技术，实现荒野
监测实况无线传输野生大熊猫
视频。

而 5 月 20 日，记者从大熊猫
国家公园管理局都江堰管护总站
获悉，2020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都

江堰管护总站与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合作，开展了大熊猫野外
产仔洞人工洞穴建设及后续红外
相机监测项目。目前建成的6个人
工洞穴，为大熊猫及其同域动物
生存繁育提供了有效的庇护场
所。5月12日，龙池管护站和科研
保护科工作人员对人工洞穴红外
相机进行了数据收集整理，发现
近一年时间里，大熊猫、四川羚
牛、川金丝猴这些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对洞穴的利用很好。

成果
共享

建设特色熊猫小镇等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模式

云南6日新增本土
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5例

100万存银行
5年后竟只剩1元
法院对银行强制执行，存

款人终于拿到钱

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没有一个物种的保护比大熊猫保护更成功！”

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
拍摄到的野生动物成都成都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