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 者高航
乔娅）近日，记者从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衡水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初步构

建起湿地资源调查和监

测体系，完成了衡水湖地

理信息系统开发和生物

多样性数据库建设，生态

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通过堵、拆、清，把

衡水湖外围输入性污染清

除后，以湖体自身治理为

中心，加强湖区环境综合

治理。经过二十余年的保

护管理，衡水湖鸟类种类

由建区之初的283种增至

目前的327种。

本报讯（记者高航 乔娅）近
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

目前，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内

分布有鸟类220种，较之前新增

鸟类14种，属于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鸟类有青头潜鸭、丹顶鹤

(全球仅存2000只)、白鹤、大鸨、

东方白鹳等8种，属于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有灰鹤、雀鹞、大

天鹅、鸢等40种。

近年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

理成效明显，湖心区水质持续改

善。今年1至7月，淀区主要污染

物化学需氧量为21.1mg/L，较去

年同期下降7.46%。随着生态环

境的改善，今年5月份，白洋淀发

现了青头潜鸭。据统计，全球青

头潜鸭数量不足1000只。

衡水湖鸟类增至 种 白洋淀新增鸟类 种327 14

本报讯（记者高航 乔娅）记
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近年

来，我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取得一定成效，到2020年底，

全省共有各类自然保护地276

处，去除交叉重叠区域后总面积

为1.40万平方千米。其中，自然

保护区 41 处、风景名胜区 51

处、森林公园105处、湿地公园

56处、地质公园19处、沙漠公园

3处、海洋公园1处，初步建立起

了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些保护

地建设使全省超过60%的物种

和80%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

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我省植被结构复杂，种类繁

多，是我国植被资源比较丰富的

省区之一。据初步统计，全省共

有高等植物 204 科、940 属，

3000多种，占全国野生高等植

物总数的8.47%。其中，蕨类植

物21科，裸子植物7科，被子植

物144科。动物资源比较丰富，

分布有陆生野生动物540多种，

其中兽类87种，鸟类420种，两

栖爬行类34种。现有国家一级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42种，国家

二级保护 102 种，省重点保护

126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褐马鸡为我国特有物种，其他

珍稀动物还有青头潜鸭、东方白

鹳、黑嘴鸥等。

为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我省颁布实施了《河北省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河北省植物

保护条例》《河北省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条例》《河北省湿地保护

条例》《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与

保护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法

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除此之外，我省野生动植物

迁地保护也初显规模。我省多

个保护地、科研机构、动物园、植

物园和花卉园等为迁地保护提

供了平台，并开展了一系列珍稀

濒危物种的保育对策研究，为物

种的迁地保护提供了技术支

撑。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对河北梨进行了组织培养和

快速繁殖研究，为该物种的保育

奠定了基础；河北滦河上游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与北京麋鹿生态

实验中心共同实施了麋鹿迁地

保护实验项目，在麋鹿繁育、采

食、集群和病症等方面获得了大

量数据，为种群扩繁及后期研究

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省种质资源保存

和生物标本储备快速发展。一

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种质资源

的收集、储备及研究领域取得了

一定成效，如河北大学博物馆、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等一批博

物馆（标本馆）的建立，促进了野

生动植物资源标本的收集和保

藏，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研究领

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保护，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路。”省生态环境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吕

竹青说，下一步，我省将有效遏

制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

势，完成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探索建立全省生物多样性的

评估、监测、影响评价和预警体

系，建设生物多样性信息基础数

据库和管理平台，建立外来入侵

物种监测、预警机制及快速应对

体系，积极开展珍稀动植物的研

究保护工作，加强珍稀濒危动植

物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形成一

定数量的濒危动植物种群，为补

充野外种群奠定基础，全省生物

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

我省初步建立起自然保护地体系
全省超过60%的物种和80%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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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国庆节期间，“中国红”

口罩成为街头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戴口罩成了人们日常出行

的刚需。市场上，口罩“花式

创新”也越来越多，从单一的

医用口罩到各类印花口罩、立

体口罩等，还有口罩香薰扣、

口罩爆珠等辅助用品，不少年

轻人俨然把口罩变成一种时

尚单品。

“‘我爱中国’版的红色口

罩,店里已经没有了，如果你

想要我看看还能不能从其他

店调货。”10月 11日，记者来

到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的神

威大药房准备买一些带有“中

国红”元素的个性化口罩时,

店员如是说。

神威大药房总经办主任李

金俊说，现在很多人选择口罩，

尤其是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

更青睐既有防护性，又兼具艺

术性的口罩。“十一”期间，神威

大药房带有“国庆节”元素的个

性化口罩销售情况非常好，国

庆假期这几天就销售了3.5万

多只。

记者走访了石家庄市多家

药店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

口罩，除了蓝色的医用外科口

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一次

性防护口罩，还有白色、黑色、

粉色的口罩，以及印有各种卡

通图案的口罩、亲子口罩等。

在百姓康药房，该店销售

的口罩就印有不同图案，成人

款医用护理蓝色酷飞口罩19.8

元10个一包，儿童款12.8元5

个一包；新兴药房一款带有“我

爱你中国”字样的红色口罩6.5

元 10个一包。药店工作人员

说，现在这些个性口罩销量比

刚上市的时候普遍提高了

30%，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戴好看的口罩，心情会好

一点。”正在挑选口罩的市民闫

彩霞告诉记者，现在她每天都

要戴口罩，但会挑选个性化一

点的口罩，“这不,我在国庆节

期间给孩子和父母买的3包有

‘国庆’元素的红色口罩已经快

用完了，这次再挑选一些别的

个性口罩。”

作为日常刚需，消费者已

不满足千篇一律的防护装扮，

“颜值”也成为口罩的重要需求

之一，诸多个性潮流创意防护

用品应运而生，许多口罩生产

厂家也开始重注向个性化口罩

方面进行研发设计和生产。

在定州市河北宝塔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产品展示柜里，不

仅有“丰收节”“长颈鹿”等元素

的定制款口罩，还有挂耳式鱼

型口罩、文鸟图案儿童口罩、中

国传统色十色设计口罩等常规

生产的个性化产品，五颜六色

的口罩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口罩

的认知。

河北宝塔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始创于 1953 年，是国内

品质一流的医用敷料和医疗

防护用品生产企业，2021年2

月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确

定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典型

生产企业。该企业是全国 6

家医用口罩生产企业之一，河

北省唯一的疫情防控医疗器

械典型生产企业。

“我们公司生产的都是医

用口罩，公司在追求生产高标

准、高质量口罩的同时，为了满

足人们对美的追求，产品开始

向个性化发展。”河北宝塔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忠华

说，“比如我现在就会根据自己

穿的衣服来搭配口罩。”

“这款口罩是我们今年1月

份开始批量生产的，它结合中

国传统色彩元素中的10种颜

色，再配上中国传统的祥云等

图案，在起到日常防护作用的

同时，还更加美观，我们可以

根据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颜

色的口罩。该产品一上市就

获得了消费者的喜爱，销售情

况非常好。”

“一些女性因为经常化妆，

会选择一些立体型口罩，以减

少口罩与皮肤之间的摩擦，不

易掉妆。还有很多年轻人在选

择口罩时注重舒适感，为耳朵

减压的挂耳式鱼型口罩就成了

他们的不二选择。而且这款戴

起来非常显脸小。”

“今年丰收节期间，我们专

门生产5000只定制化口罩，红

色代表着红红火火，黄色代表

着丰收的季节，上面还印有麦

穗等农作物元素。”

……

马忠华如数家珍地介绍着

企业最近新生产出来的个性化

口罩。

马忠华说，现在已经有口

罩经销商开始预订新年图案样

式的产品了，企业也已经开始

为此设计和生产。

“在日常防疫里，民用口罩

并不能完全替代医用口罩。消

费者在选购口罩时，一定留意

包装上是否标明了产品注册

证、生产许可证、生产备案证，

另外还要注意参考标准是否为

医用标准。”马忠华同时提醒消

费者。

“花式口罩”颜值高 市场俏
□记者 李丽钧 刘延丽

市民佩戴市民佩戴““中国红中国红””口罩出行口罩出行，，成为街头一道靓丽成为街头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的风景线。。 记者记者 刘延丽刘延丽 摄摄

10 月 13 日是“国际减灾日”，广平县妇幼保健院

组织志愿者医疗小分队走进该县文化广场，开展“防

灾减灾”安全教育宣讲活动，普及妇幼儿童防震减灾

及常态化疫情防控知识，增强群众的应急避险与安全

自救能力。

通讯员 杨海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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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闫思宇）近日，我省首届消防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活动在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启

帷。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216名参赛选手和裁判员代

表整齐列队、斗志昂扬。

本次竞赛规模层次高，参赛选手多，竞赛涉及面广，是

全省首个消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全省11个地市代表队的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指战员、政府（企业）专职消防

员、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救援组织成员和在消防控

制室从事消防设施操作的值班在岗人员，将开展灭火战斗

员、应急救援员、搜救犬训导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设

施操作员、消防通信员6个竞赛项目的比拼。

各竞赛项目决赛的前3名由竞赛组委会分别颁发金

牌、银牌、铜牌和奖杯；第4至10名颁发优胜奖；其他参赛

选手颁发参赛证书。竞赛结束后，选拔优秀选手参加省集

训队，根据集训成绩遴选队员代表我省参加2021年全国

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我省首届消防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张建勋 通讯员闫丽）10月12日，河北证

监局联合省公安厅共同举办“警民同心，反诈同行，打造

‘全民反诈’大格局”专题视频培训。

此次反诈培训面向全省范围内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

构和投资者。省公安厅反诈中心专家针对证券行业特点，

向广大从业人员和投资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电信网络诈骗

的特点、高发案件的类型、“断卡行动”以及全民反诈工作方

案，进一步提高了投资者提高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意

识，提升了投资者识别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

各经营机构从业人员在此次视频培训后，纷纷表示要

将反诈宣传融入日常工作中，争做河北资本市场的反诈宣

传员，把投资者宣传教育工作做深做实。

河北证监局联合省公安厅共同
举办“反诈”专题视频培训

本报讯（记者高航 乔娅）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9

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全省11个设区市中，张家

口空气质量最好，唐山最差。

据了解，9月份，全省11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张家口、承德、秦皇岛、沧州、衡

水、邯郸、廊坊、邢台、保定、石家庄、唐山。PM2.5平均浓

度排名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是：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

州、邯郸、邢台、衡水、廊坊、唐山、石家庄、保定。

全省167个县（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中，前

20名县（市、区）依次是：赤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

县、张家口市崇礼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沽源县、康

保县、张北县、怀来县、涿鹿县、张家口市桥西区、蔚县、滦

平县、张家口市桥东区、阳原县、承德县、尚义县、平泉市、

张家口市万全区、青龙满族自治县。

全省167个县（市、区）PM2.5平均浓度排名中，前20

名县（市、区）依次是：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赤

城县、张家口市崇礼区、承德县（12）、丰宁满族自治县、康

保县、张北县、涿鹿县、沽源县、怀来县、平泉市、阳原县、滦

平县、蔚县、秦皇岛市海港区、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秦皇岛

市北戴河区（17）、尚义县、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我 省 9 月 份 环 境
空气质量张家口最好

本报讯（记者段维佳 通讯

员齐芙）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海

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9月29日

至10月12日，环渤海动力煤价

格指数报收于848元/吨，环比

上涨96元/吨，创下价格指数发

布以来单期最大涨幅。

从环渤海六个港口交易价

格的采集计算结果看，24个规

格品价格全部上涨，涨幅为70

至100元/吨。大型煤企调价窗

口叠加市场价格一路飙升，环渤

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实现跳涨。

本周期适逢月度调价节

点，受市场价格持续攀高影

响，大型煤企长协价格适当上

浮，这也是造成本期综合价格

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据测

算，10 月,大型煤企 5500K 年

长协价格为754元/吨，环比上

涨 77 元/吨；5000K 年长协价

格685元/吨，环比上涨70元/

吨，远低于市场价逾两倍。大

型煤企价格依旧对市场保供

稳价起到压舱石作用，对稳定

市场价格和市场情绪均起到

重要作用。

沿海航运市场方面，秦皇岛

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海运

煤炭运价指数（OCFI）显示，9月

29日至10月12日，海运煤炭运

价指数先扬后抑。截至10月12

日，运价指数收于1320.92点，

与 9月 28日相比，上行247.32

点，环比上行23.04%。

具体到部分主要船型和航

线，10 月 12 日与 9 月 28 日相

比，秦皇岛至广州航线5-6万吨

船舶的煤炭平均运价报67.1元/

吨，环比上行15.1元/吨；秦皇岛

至上海航线4-5万吨船舶的煤

炭平均运价报52.9元/吨，环比

上行14.8元/吨；秦皇岛至江阴

航线4-5万吨船舶的煤炭平均

运价报 54.9 元/吨，环比上行

14.8元/吨。

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9月29日至10月12日——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比上行

（上接第一版）
许勤强调，省政府党组和班子成员要始终把严的主基

调坚持下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推动政府

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自觉履行“一岗双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党

的组织生活制度。要始终坚守廉洁从政底线，带头遵守党

纪国法，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从严管好家属子女

和身边工作人员。要自觉践行严实工作作风，牢记“两个

务必”，带头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

实施办法，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政为推

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