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 亮

西北地区属于资源型严重

缺水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节水

需求迫切。虽然近年西北 5省

节水工作成效显著，但节水潜力

依旧很大。水利部将继续加强

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推进西北

地区的节水工作,保障当地生态

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环保时空

◎本报记者 李 禾

高原特有鱼类物种资源，对我国生态研究以

及未来淡水渔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

值。如何保护好这一资源？

7月 16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云南省高原鱼类

育种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高原鱼类实验室）了

解到，该实验室立足云贵高原丰富的水产种质资

源，以绿色生态养殖为着力点，围绕高原鱼类种

质遗传、资源保育、品种创新、健康养殖、产业化

应用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高原鱼类活体资源

库、遗传资源库，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品种创新，

创制了软鳍新光唇鱼水产新品种、金线鲃与鲤鱼

远缘杂交品系，其构建的“产学研用”平台也起到

了推广示范作用。

近年来，由于种种因素导致云南高原特有

鱼类种质资源不断减少，以金线鲃为例，它曾

经是滇池的名特产，20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栖

息地破坏、外来种入侵和过度捕捞几乎灭绝，

1989 年被列为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从生物地理

学的角度看，鱼是维持高原湖泊水体健康的

“功臣”。鱼类种质资源减少就会间接影响高

原湖泊水体的健康。

2000 年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昆明动物所）系统进化与生物地理学课题

组负责人、高原鱼类实验室主任杨君兴带着潘晓

赋博士等人，花了 3 年时间，走遍滇池周边散布

的龙潭和溪流，最后在嵩明黑龙潭和牧羊河找到

了很小的野生金线鲃种群。慢慢地，他们保有的

云南土著特有鱼类野生亲本种类从个位数增加

到 102种。

“102，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大，但这是一项任

务浩繁的工作。”杨君兴说，在云南省科技厅和环

保厅、中国科学院等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昆明动

物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为保护这些珍稀特有鱼

类物种免于灭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为日后恢

复这些鱼类的野生群体以及产业化深度挖掘利

用奠定了关键的核心种源基础。

走进地处昆明东郊的高原鱼类实验室，自然

循环的水系、大大小小的保育池，以及先进的操

作室被布置得井井有条。

“高原鱼类实验室拥有最齐全的云南土著特

有鱼类，研究人员不仅对滇池金线鲃、鱇浪白鱼、

大头鲤、大理弓鱼这‘云南四大名鱼’进行了有效

保育，还推进了这些鱼类的可持续利用。”杨君兴

告诉记者，高原鱼类实验室联动金沙江、澜沧江、

怒江、元江等各大水系的数十个保育基地和企

业，形成了“1+N”的资源保育格局。

云南文山西畴龙源生物科技开发公司总经

理卢泊霖告诉记者，他们和杨君兴团队合作，肩

负着西畴金线鲃、纯种华南鲤、暗色唇鲮等 13种

土著鱼类的保育任务。

基于长期对云南高原湖泊生态学研究的积

资源保育和生态修复“两手抓”
“比起云南有记录的 629 种淡水鱼类，我

们只研究透了很小的一部分。”杨君兴说，为

了不让这些水中精灵在这个星球上灭绝，为了

让高原湖泊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研究团队

开始构建高原鱼类种质遗传资源库，与时间

“赛跑”。

杨君兴团队 2007 年首次突破滇池金线鲃人

工繁殖技术，这是继中华鲟和胭脂鱼后，成功实

现人工繁殖的第三种国家级保护鱼类。

为进一步保护和保存这一珍稀物种，杨君兴

团队的王晓爱博士等人开始探索超低温冷冻技

术在滇池金线鲃种质资源保存中的应用，以期在

细胞水平上保存其种质资源，同时为生产实践和

大规模渔业生产提供参考，也为保护生态环境做

出进一步的有益探索。

“目前，我们用得最多的是精子超低温冷冻

技术。”王晓爱说，他们还借鉴哺乳动物和其它鱼

类的细胞培养方法，建立了滇池金线鲃细胞培养

技术。

“为保护云南珍稀鱼类的种质资源，我们还

把滇池金线鲃细胞培养和精子冷冻技术进一步

完善并应用于其他云南珍稀鱼类种质资源保存

中。”王晓爱说，目前他们已构建起高原鱼类种质

遗传资源库，其中累计收集和保存高原鱼类种质

资源 300种，占云南土著鱼类种数的 50.5%，占全

国淡水鱼类种数的 22%。

新技术或让300种鱼无灭绝之虞

把各种濒临灭绝的高原特有鱼类收入囊中，

仅仅是生态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

在众多生态鱼缸中，软鳍新光唇鱼“墨龙 1

号”特别醒目。

“这条鱼不仅通体华贵鲜亮，还拥有中国传

统水墨画意蕴的黑带。我们将其拿到华南展示，

市场上给出了一条数千元的高价，不管作为食用

还是观赏，都拥有极高的开发潜力。”昆明动物

所、高原鱼类实验室杨君兴团队的成员张源伟博

士说，目前团队已经完成了“墨龙 1号”的新品种

研发工作。

品种创新有助于高原湖泊生态修复的深入

研究，也是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直接体

现。近年来，在品种创新方面，杨君兴团队已获

得滇池金线鲃“鲃优 1 号”国审新品种 1 种，成功

繁育和产业化推广名贵特有鱼类——鱇浪白鱼

1 种。其中，“鲃优 1 号”的创制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审定的第 100个鱼类养殖新品种，也是云

南省第一个国审新品种。

数十年如一日，杨君兴团队致力于改善高原

湖泊的生态环境，不断探索从高原特有鱼类保育

到可持续利用的新路径——获授权相关鱼类人

工繁殖、饵料及育种发明专利 23项；完成了 48种

土著鱼类全流程人工繁殖技术体系的研发，增殖

放流土著鱼类 11 种 300 余万尾以恢复珍稀特有

鱼类的野生种群；使高原湖泊土著鱼类苗种生产

能力达到年产 500万尾以上，可直接带动特色鱼

类年产值 1亿元以上。

“这些生态研究成果，对引领云南省水产养

殖业从养殖外来鱼类变为养殖土著鱼类、把云南

野生土著鱼类资源优势转化为高原特色渔业优

势，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云南省科技厅党组

书记、厅长王学勤告诉记者。

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杨君兴团队致力于

改善高原湖泊的生态环

境，不断探索从高原特有

鱼类保育到可持续利用

的新路径。目前他们获

授权发明专利23项；完成

了 48种土著鱼类全流程

人工繁殖技术体系的研

发，增殖放流土著鱼类11

种共300余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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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李玉莲 记者谢开飞）7月 16日，记者获悉，福建师范大

学碳中和研究院日前成立。该研究院是面向碳中和重大战略，服务深度

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以期实现低碳甚至零碳排放和基于技术变革的增汇

目标的综合性研究院，主要开展碳中和基础理论、减排增汇技术、清洁能

源、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法规、碳核算、碳交易和碳金融体系构建等综合研

究，为国家、省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咨询，为企业提供

绿色转型解决方案，为福建省的碳中和战略提供技术支撑和智力保障。

据悉，福建师范大学在森林碳汇、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节能减碳、

碳交易、碳中和政策与法律等方面积累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同时拥有与碳

中和研究相关的国家野外站、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国家发改委和省部级

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条件。为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福建师范大学发挥多

学科交叉的研究优势，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组建了碳中和研究院。

新成立的福建师范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按研究方向设立气候变化与陆

地碳汇、清洁能源和节能减碳、节材增效与固废资源化、碳汇计量与碳排

放核查、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与法律等 5 个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由福建师

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物理与能源学院等单位选聘

的科研人员组成。

碳中和研究院成立的同时，福建师范大学还举办了“福建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路径、对策与挑战”学术研讨，来自政府、高校、企业等行业

的代表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路径、对策与挑战”主题，为服务国家碳中

和战略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凝练关键基础科学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助力绿色转型

福建首家碳中和研究院成立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计

量收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非居民厨余垃圾，建议按照

“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机制。“根据‘谁产生谁负责，谁受益

谁付费’的原则，生活垃圾按量收费将是必然的趋势。”7月19日，同济大学

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计量收费”有助减少餐饮浪费

非居民厨余垃圾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和宾馆、饭店等

相关企业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厨余垃圾。杜

欢政说，这些单位产生的厨余垃圾数量大、缴纳的资金来源有保障，对这

些厨余垃圾按量收费难度并不大。而且在生活垃圾中，首先对厨余垃圾

实施“计量收费”，有助于制止、减少餐饮浪费行为，降低垃圾处理成本。

我国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近 60%，年均增速预计达 10%以上。

厨余垃圾对环境危害大，处理成本高昂。北京市城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2月，北京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为 3541吨，如果按每年每吨 901

元处理费计算，每年政府需承担的成本约为 11.6亿元。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餐饮结构与数量的丰富化，厨余垃

圾产生量日益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日益沉重。而且按照当前的情况，

意味着“谁产生的垃圾越多，获得财政补贴也越多”，违反了“谁受益谁付

费”以及公平性的原则。

循序渐进开展生活垃圾收费工作

今年 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

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出推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

度，合理制定调整收费标准；推行非居民餐厨垃圾计量收费；具备条件的

地区探索建立农户生活垃圾处理付费制度。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计量收费方式还需探索。”杜欢政说，按照居民

厨余垃圾的实际产生量来收，是最精准的，但如此征收难度大、征收成本

高。因此，有人建议按照住房面积、自来水费等来征收。“接下来，还需宣

传好垃圾收费理念，在征收方法上实现突破，循序渐进开展生活垃圾收费

工作。”

目前，江西、深圳、成都等地都在厨余垃圾“分类计价、计量收费”方面

进行探索。2014年，北京开始要求产生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的

非居民单位缴纳非居民垃圾处理费，非居民餐厨垃圾收费标准为 100元/

吨或 11元/桶。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指出，到“十

三五”末，力争新增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3.44 万吨/日。但我国餐饮垃圾

2017年产生量为 9972万吨，相当于 27.3万吨/日，即使规划的餐厨垃圾处

理项目都能如期建成投产，处理率也仅 20%左右。

杜欢政说，目前我国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缺口较大。《指导意见》要求合

理确定定额和分档，拉大价格级差，体现有奖有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

励约束作用，将促进垃圾源头减量。此外，收到的费用贴补到厨余垃圾处

理运营中，有助于提高设施的运营水平，改变一些项目“脏乱差”的状况，

减少垃圾处理“邻避”问题。

国家机关事务局、住建部等五部委 2017年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党政机

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党政机关等率先实施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再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引导全民参与。杜欢政说，生活垃圾

收费制度也可能遵循相似的路径，最终步入“分类计价、计量收费”时代。

产生者付费

生活垃圾将步入“计量收费”时代

7月 16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全国节约用水办

公室获悉，水利部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力争到 2025 年，北方 60%以上、南方 40%以上县

级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近年来，西北 5 省节水工作成效显著，依靠

科学用水、高效节水，出现了一片片生态绿洲。

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副主任张玉山在首届

西北节水论坛上表示，西北地区属于资源型严重

缺水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使当地生态环境

脆弱、节水需求迫切。虽然近年西北 5省节水工

作成效显著，但节水潜力依旧很大。水利部将继

续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目标任务，加强用水总

量和强度双控，推进西北地区的节水工作,保障

当地生态持续恢复。

科学补水让月牙泉恢复生机

敦煌的“月牙泉”，是西北荒漠戈壁的自然奇

观，更是当地生态变化的“晴雨表”。

上世纪 60年代，因当地过度开采地下水，脆

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月牙泉水位急剧下

降，湖面不断“萎缩”，到 1999 年，整个月牙泉几

乎完全干涸。

生态警钟被敲响。

甘肃省抓紧采取应急措施“拯救”月牙泉。

经过几年关闭机井、压减耕地、引水补救等应急

治理后，月牙泉水位逐步回升。

2011 年，国务院批复实施《敦煌水资源合

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重点解决西北

地区水的问题，月牙泉恢复补水工程被提上

日程。

2016 年，该工程开工建设，在距离月牙泉直

线距离 4.5—8.25 公里处，通过修建中隔堤将原

有河道纵向一分为二，一侧为行洪河道，另一侧

由高到低依次修筑 11 座挡水坝和溢流堰，形成

高程差 24—46米的 12座渗水池。

“工程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渗水场长期蓄水，

从而延长月牙泉最佳补给河段的行水渗漏时间，

还原月牙泉原始地下水补给环境，实现生态补水

的效果。”党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质量安全与运

行管理科科长李世珠说。

站在补水工程中隔堤上，李世珠告诉记者，

2018—2020 年，月牙泉补水工程年平均从总干

渠引蓄水量为 1530 万立方米，年蓄水时间达到

近 270 天。目前月牙泉的水位已由工程建设前

的 1.35米上升到 1.5米，达到 12.8亩的水域面积，

月牙的形状也由消瘦的“峨眉月”长成丰腴的“上

弦月”。

为大漠戈壁筑起生态屏障

漫漫荒漠与戈壁滩上，依靠高效节水技术发

展农业生产，生态绿洲在西北不断崛起。

位于疏勒河流域中部的饮马农场，是甘肃省

粮、棉、油的主产地。饮马农场副场长赵富强介

绍，农场先后建设各类高效节水（滴灌）项目 12

个，完成高效节水（滴灌）建设总面积 7.35 万亩，

连片土沙滩变成绿洲沃土，靠的就是节水技术换

来的水源长久滋养。

甘肃省水利厅厅长朱建海介绍，甘肃严格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省用水总量由最高

时期 2006年的 123.4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0年的

109.89亿立方米，地下水开采量由最高时期的 35

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0 年的 23.56 亿立方米，地

下水位持续回升，为当地生态系统恢复提供了休

养生息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两个

重大项目，将疏勒河灌区由 60 多万亩扩展到现

在的 134 万亩，而且渠道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规

划使用寿命由 30 年提升至 50 年。这意味着在

干旱的大西北，百万亩沃野良田形成的连片绿

洲有了水源保障，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将持久

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用节水换来生态效益的工作在西

北地区仍是任重道远。张玉山表示，西北地区无

论农业、工业，还是城镇生活服务业，都还有一定

的节水潜力。先进的节水管理方式、节水技术设

备研发，还有待继续深入推进。

高效节水技术将沙漠戈壁变生态绿洲

张玉山
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副主任

累，杨君兴团队提出了“花—鱼—螺蚌—鸟”的新

型生态修复模式，让多种本土特有的植物和动物

“互动”，恢复水质和生物多样性的生境，取得了

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项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著名学术刊物

《科学》的专门报道和肯定，认为不仅显著地拯救

了珍稀物种，而且修复了已消失的生态环境。目

前，这一成果已“搬出”高原鱼类实验室的生态鱼

缸，变成了滇池东岸宝丰湿地修复中的实景，并

且即将成为在云南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大会展示的重要内容。

“未来，这一模式有望运用于滇池、洱海、程

海和杞麓湖等高原湖泊的水生态修复。”杨君

兴说。

让濒临灭绝的高原鱼种乘上让濒临灭绝的高原鱼种乘上““诺亚方舟诺亚方舟””

杨君兴研究员
在介绍团队研发的
软鳍新光唇鱼“墨
龙1号”。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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