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新机制
决定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要求更大力度对外开放 促进进出口多元化发展

●全国政协党组举行第二次集体学习 汪洋主持并讲话
●郭声琨在第二次新时代政法工作创新交流会上强调
以智能化为牵引推动新时代政法工作创新发展

●王勇在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落户河南洛阳
●前4月我国服务出口占比超35% 服贸逆差明显下降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
●天津将首次开通直达香港高铁列车
●“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全球招募大赛”评选结果揭晓
●“太极熊猫”邮票在世界邮展首发
●三大运营商因“骚扰电话”问题被江苏市场监管局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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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骆国骏 丁静 乌梦达

12日上午，京张高铁最后一根钢轨
在中铁三局WZ-500型无砟轨道铺轨
机牵引下准确落在清华园隧道的枕木
上，精调之后，轨距误差在正负1毫米
之内。被誉为中国铁路发展“集大成
者”、智能高铁示范工程的京张高铁实
现全线轨道贯通。

百年“筑梦”。100年前，京张铁路
打破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被
誉为“中国人的光荣”，是一条自力更生
的“争气路”。100年后，京张高铁开启
了世界智能高铁的先河，成为中国铁路
从“落后”走向“引领”的见证。

一个毫米：凝聚铁路百年发展之变
在北京市延庆区，长城脚下，青山

环抱中的青龙桥车站，见证着京张铁路
从“人”到“大”的历史性变迁。这座始
建于1908年的小站，曾因“人”字形铁
路而闻名，如今，京张高铁在其下方穿
越“人”字而过，成就了百年京张的立体
交汇。

京张高铁全程174公里，起点位于
北京北站，出站270米后，从地上“钻”
入地下，通过清华园隧道一路向北，穿
越居庸关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长城，
跨越北京重要的地表水源地——官厅
水库，最终抵达2022年北京冬奥会另
一举办地张家口。

轨道贯通的最后一点——清华园
隧道是京张高铁的关键工程。这条
6020米长的隧道采用盾构施工，遭遇
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情况。它和北京
地铁10号线、15号线、12号线相交而
过，并行13号线，还要下穿7处重要城
市道路，近90条重要市政管线。

“清华园隧道要从5.4米的地下穿
越北京地铁10号线，隧道开挖直径达
12.64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要在
这么复杂的环境下，实现这么大体量的
盾构施工，误差还不超过‘1毫米’，就好
像在人体的众多动脉之间做手术。”中
铁十四局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项目盾
构经理赵斌说。

为此，建设者引入了世界最先进的
泥水平衡盾构机——“天佑”号，并结合
京张智能化目标，建立了盾构安全建造
可视化云平台，全预制机械化拼装和大
直径盾构常压换刀技术。这相当于为
盾构机装上了“眼”“手”“脚”，建设者可
以时刻掌握隧道和周边构筑物的变形
情况，确保毫厘之间的施工精度。

1905年，隧道施工同样是摆在京
张铁路面前的最大难题。全长1091米

的八达岭隧道，也是京张铁路的关键工
程。当时，我国尚没有一条国人独立主
持设计、建造、运营的干线铁路，外国工
程师放言：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还没出生呢！

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詹天
佑打破了这个论断。他将南美伐木所
用的“人”字形铁路首次运用在我国干
线铁路上，通过延长距离，顺利通过了
京张铁路关沟段33‰大坡度，将原本需
要开挖1800多米的八达岭隧道缩短为
1091米。

詹天佑不仅创造性运用了“人”字
形铁路，首次使用炸药开采隧道，更开
创了大长隧道新的施工工法——竖井
法。这种方法可以在地下同时展开 6
个工作面，提高施工效率，且部分竖井
建成后被用作通风廊道，解决了当时蒸
汽机车通过隧道时的排气问题。“这种
创新被称为‘长隧短打’，至今仍然是中
国铁路建设的‘王牌’工法。”中铁设计
京张项目组隧道负责人岳岭说。

“窃谓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
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詹天佑
后来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中写道。
京张铁路1909年建成后，轰动中外，极
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其社会
影响远超出了工程技术领域。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
造铁路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起点，我
们无法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合
国力飞速发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高
铁凝聚在‘1毫米’之上的精细与跨越。”
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总体设计师王洪雨
说。

一种精神：“各出所学”、追求精品
青灰色的古朴外墙，古老的油灯

座、百叶窗，仍保留着 20世纪的西洋
风格。青龙桥站站长杨存信向记者介
绍，车站的站名牌匾上，中文下方还印
着一行特殊的英文——韦氏拼音，这
是一种在当时外国人中比较流行的拼
音方式。

“詹天佑在设计京张铁路时，对标
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采用国际通
用的1435毫米标准轨距，进口英国等
国家的钢轨，引进美国生产的马莱型蒸
汽机车，引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
车连接方式——自动车钩。在沿线各
站的指示标牌上，还用英文作了标注，
目的就是服务世界人民。”詹天佑纪念
馆馆长付建中说。

“工程师既有利国之技能，应各出
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
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这是 110
年前，詹天佑对筑路强国的深刻理解，

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心底的呐
喊。各出所学、追求精品之铁路精神，
如今正引领新一代铁路人的筑梦之
路。

京张高铁设计团队，涉及30多个
专业，工程师300余人。“前期工作我们
搞了7年，设计材料堆起来有1层楼那
么高，相当于其他相同长度铁路设计量
的 4倍。”王洪雨说，先辈们曾用曲线
尺、计算尺、水平仪、经纬仪等最基本的
工具，1 厘米 1 厘米地绘制了京张铁
路。今天，我们更要精益求精。

在八达岭长城下方，京张高铁八达
岭长城站位于地下 102米、相当于 30
层楼高的深处，占地39800平方米，相
当于6个足球场。这是世界上埋深最
深、规模最大的暗挖地下高铁车站，是
人类建设史上少有的挑战。选择这个
点位，是服务冬奥和八达岭景区，保护
长城和“人”字形线路等多种目的统筹
协调的结果。

在这里，2600多名建设者已经奋
战了1000多个日夜。由于地质和断面
多变，隧道施工要使用炸药，却不能伤
及长城。建设者采用了国内研发、世界
先进的电子雷管微损伤控制爆破技术。

“一般爆破的震动速度是每秒5厘
米，但这种技术能够把爆炸震动速度降
低至每秒2毫米以内，相当于长城上游
客跺脚那么轻微。”中铁五局京张三标
项目总工罗都颢说，12公里的隧道建成
后，高铁穿越只要3分钟。

追求精品工程是铁路人的终极目
标。“长城站房的清水混凝土墙面，必须
一次成型不能修补，才能保证毫无瑕
疵。”中铁五局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
房项目副经理龚仲毅说，清水混凝土施
工工法正在申报科技创优项目。

龚仲毅所在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岁。1989年出生的杨才鑫有个“秘
密武器”——利用BIM+AR技术，将施
工方法以二维码的方式粘贴在施工地
点，工人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看到如
何完成操作。“采用这些优化手段之后，
施工返工率从几乎100%，下降到接近
于0，大大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杨
才鑫说。

10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奋
战在京张高铁建设现场。大家“各出所
学”，正将中国高铁的最新成就、标杆工
程呈现于世人面前。

一个小时：浓缩百年铁路“筑梦”荣光
“20世纪80年代，我从张家口老家

到北京，走“人”字形铁路要六七个小
时，现在走丰沙线是3小时10分钟。未
来，我自己参与修建的高铁将把我回家

的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中铁设计京
张高铁路基设计负责人张世杰说。

路兴国才兴。詹天佑曾在书信中
写道：“修此铁路，纵有千难万难，也不
会半途而废，为夷国耻笑……所幸我的
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
铁轨，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
了。”

百年京张，承载着中国人的复兴梦
想、强国情怀，重构“京张”，正在竖起中
国复兴、铁路强国的又一丰碑。

智能化是京张高铁的最大亮点。
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设计者在京
张高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够利
用铁路的高精度地图，为建设、运营、调
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

“未来，京张高铁10个车站将有同
一个‘大脑’。”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
工程化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通过
这个大脑，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
现客站灯光、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
急指挥等。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达到
和地铁一样，不同的是速度。“这是世界
首次，在350公里的时速下模拟一个最
好的司机，用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
高效的列车。”中铁设计京张高铁信号
设计负责人王东方说。

中铁设计京张高铁信息设计负责
人方媛说，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站等
可简化乘车流程；站内导航与站外导航
融合，乘客从家出发输入车次即可导航
至检票口或候车厅。

2018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
超2.9万公里，居世界之首。依托京张
高铁建设，我国将进一步形成智能高铁
应用示范方案，构建智能高铁技术标准
体系，成为引领世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
家。

“京张高铁世界瞩目，但这不是建
设者创造的奇迹。是伟大的时代、祖国
的发展，造就了这个奇迹。”中铁设计京
张铁路项目副总体设计师吕刚说。

站在青龙桥车站老站房前，在这里
工作了近40年的杨存信感慨：“自己没
有给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的父亲杨宝
华丢脸。”父子两代的坚守，使他对百年
京张的理解更加深刻。

“青龙桥车站是中国铁路发展的
‘活化石’。”杨存信说，以后人们来到这
个车站，看到代表百年前“中国人光荣”
的“人”字形铁路没有损毁、停运，感受
到百年后代表“中国人光荣”的京张高
铁飞驰而过，这就是铁路人的荣光，我
们就不负使命。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百 年“ 筑 梦 ”的 荣 光
——写在京张高铁全线轨道贯通之际

□新华社记者 陈凯 骆晓飞
李键 白玛央措

穿昆仑山，越唐古拉。2006年7月
1日，火车的鸣笛回响在雪域高原的长
空，向世界宣示：中国把铁路修到了拉
萨！

山不再高不可攀，路不再遥不可
及。从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平均海拔
近4000米，全长1956公里，青藏铁路
列车“一日内到达”。

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青
藏铁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高
原的沧桑巨变，带动了青藏两省区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现代交通网”
在雪域高原徐徐铺展，几百万高原儿女
面向未来的光明之路不断开拓向前。

梦想之路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

略》中第一次提到“拉萨兰州线”即青藏
铁路设想。当时的《纽约先驱报》记者
端纳听到这个设想后说：“那个地方连
牦牛都上不去，怎么可能架设铁路呢？”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进藏”的梦想
付诸行动。

1959 年，青海省境内运营里程
121.14公里的兰青铁路正式通车，结束
了青藏高原没有铁路的历史。在兰青
铁路修建的同时，1958年 9月，青藏铁
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同时格尔木至
拉萨段开始大规模勘测。然而，受技术
发展和自然环境条件制约，1961 年 3
月，青藏铁路工程暂停。

1974年 3月，青藏铁路重新上马。
6.2 万名铁道兵再上高原，5年艰苦奋
战，1979年西宁至格尔木段铺通，并于
1984年正式投运。

“谁也没想到，4.01公里长的老关
角隧道，一修就是25年啊。”曾在20世
纪70年代参与老关角隧道修建的铁路
退休职工张生林告诉记者，关角山地质
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当年，
有4名战友牺牲在他的怀里。

2001年6月29日，经过漫长准备，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工程在
格尔木和拉萨同时开工。13万名青藏
铁路建设者挑战生命极限，依靠智慧与
勇气，克服了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
缺氧等一个个高原铁路建设的世界级
难题。历经5年的艰苦奋战，青藏铁路

终于建成通车。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青藏高原持

续增长的发展需求，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
青藏高原地区铁路建设的力度：兰青铁路
二线、青藏铁路西格段增建二线暨电气化
改造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建成……

“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建成通车体现
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大，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保障了这一伟大工程。”曾经
参与格尔木至拉萨段风火山隧道建设、
现任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
副总工程师的李铜川说。

巨变之路
一条铁路正在加速青藏高原的发

展巨变。
“刚通火车时，拉萨车站周边还是

农田，火车站显得十分雄伟。这几年，
周边已是高楼林立，火车站几乎淹没其
中。”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
记斯郎卓玛说，随着车站附近柳吾新区
的迅速崛起，拉萨车站正在逐渐“变
小”。

火车站“变小”，折射的是拉萨市和
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
与此同时，拉萨车站发送和到达旅客人
数一直在逐年攀升。

“以前，进西藏比出国还难。青藏
铁路通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交通状
况，促进了西藏的产业发展，尤其旅游
业，是通车后受益最大、发展最快的产
业。”西藏自治区发改委铁路办副主任
格桑次旺说。

记者日前在西宁、德令哈、格尔木、
拉萨等青藏铁路沿线蹲点采访时看到，
各车站售票窗口和互联网自动取票机
前，购票、取票的各族群众络绎不绝，有
来自青海、甘肃、西藏的藏族群众，更多
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家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都兰县的拉日卓玛夫妇已是第三次
陪同81岁的奶奶到拉萨。说起对西藏
的感受，拉日卓玛直呼：“变化太快了！
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通了！这次我们
要带奶奶去日喀则，圆奶奶的心愿。”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数据显示，2018
年，西藏自治区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达
到3368.7万人次，旅游收入490亿元，

分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前的 18.8 倍和
21.3倍。

运能由小到大，速度由慢到快，青
藏铁路见证着雪域高原的高质量发展。

拉萨西站货场是西藏最大的铁路
货运窗口。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藏公司”）拉萨车务段
拉萨西站党支部书记张卫东介绍，通过
铁路到达西藏的主要货物为水泥、熟料
和钢材等建材，其次是食品、百货等，从
近年来到达货物量的变化来看，西藏正
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当地群众的消费
能力也提升很快。

“拉萨西站开通运营之初，货场面
积只有32万平方米，日均卸货不到50
车，现在货场面积扩建到了60多万平
方米，最高日均卸384车。”张卫东说。

青藏铁路改变的不仅仅是拉萨，也
不仅仅是西藏。德令哈、格尔木、安多、
那曲和当雄……这些被青藏铁路连接
起来的城市，如同高原明珠般熠熠生
辉。

“德令哈到西宁的城际列车只需4
个小时，铁路交通激活了这座高原小
城，这几年德令哈的特色工业和旅游业
增长非常快，人气一下旺起来了。”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改委副主任达玉
玲说。

青藏公司客货管理部副部长吴崇
德介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13年以来，
货物运送量由 2006年的 2491万吨增
长到2018年的4810.1万吨，年增长率
为 5.6%，其中累计运送进出藏货物
4934.9万吨。

希望之路
青藏公司调度所里一派繁忙。休

息间隙，调度所副主任杨敏炯告诉记
者：“青藏铁路是全国铁路首次装设‘视
频监控系统’的铁路，全线装有近3000
个俗称‘天眼’的摄像头，在调度所可随
时调取青藏铁路沿线的实时画面。”

先进技术解放生产力。杨敏炯介
绍，青藏线格尔木至拉萨段的58个车
站中，有51个实现无人值守，最大限度
减少作业人员的同时，确保了青藏铁路
安全、高效运行。

“目前，青藏铁路的运输指挥和管

理均已实现远程化、信息化、智能化。”
青藏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
王要武介绍，格拉段通车13年来，也是

“低碳、环保、绿色”铁路体系不断创新
完善的过程。

建立冻土长期监测系统，探索高原
铁路冻土运营规律和冻土线路养护模
式；实施绿色工程，探索适应高原铁路
特点的环境保护管理模式；推进高海拔
车站和工区“绿色氧吧”项目，建立和完
善制氧供氧体系，保障旅客和铁路职工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青藏铁路格
拉段开通以来，青藏公司共承担各类科
技课题200多项，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特等奖、铁道科技特等科研大奖。

随着青藏铁路的扩能改造和新建
铁路的修建，青藏高原向外辐射的西部
铁路网正在形成“东接成昆、南连西藏、
西达新疆、北上敦煌”的枢纽型路网结
构。

2014年8月，青藏铁路的首条延伸
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运行，同年
底，伴随着兰新客运专线的开通，青藏
高原进入了“动车时代”。目前，青海格
尔木至甘肃敦煌铁路、青海格尔木至新
疆库尔勒铁路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
正加快建设，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
电气化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
推进，有望年内开工。

青藏高原与祖国乃至世界的距离
正被不断拉近。

1979年出生于西藏昌都的洛松次
仁是青藏公司的一名动车司机，开过内
燃机和电力机车。“希望有一天，我能开
着动车到拉萨，让青藏高原的各族群众
也能享受到祖国的速度。”洛松次仁说。

晨光熹微，记者乘坐的Z917次进
藏列车驶过藏北草原。初夏的高山草
甸，在晨辉普照下呈现出梦幻般的色
彩。

“哇！快看，藏野驴！”一声惊叫让
车厢内的旅客激动不已。车窗外，两头
藏野驴在距离铁路不远的草地上悠然
吃草。

“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迁徙监测
数据显示，野生动物通道的使用率在逐
年上升。”青藏公司计统部工程师张彩
虹说，借鉴和吸收青藏铁路建设环保方
面的成果经验，未来的高原铁路将更加
环保、低碳。

（新华社西宁6月12日电）

开 拓 雪 域 高 原 的 梦 想 之 路
——来自青藏铁路的蹲点报告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南昌6月12日电 （记者
刘羽佳）作为“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
采访的配合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日起在江西于都开展文化文艺慰问
活动，组织央视、央广、国广三台主持
人、文艺创作者、青年演员用小分队基
层演出的方式，在主题采访沿线的乡
镇、社区、机关、学校慰问党员干部群
众。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长征源小学毗邻红军出发渡口，
一年级主题队日拉开了文艺慰问的序
幕。央视主持人朱迅、央广主持人徐
曼、国广主持人段纯共同主持入队仪
式，为新入队的小学生授戴红领巾，鼓
励同学们继承红色基因，永做红军传
人。

在著名红色教育基地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
织主持人、影视演员结合纪念馆展览，
设计出各种艺术化的讲解方式，为观
众带来独特的观看体验。

纪念馆大型浮雕前，央视主持人
任鲁豫、张蕾、朱迅、马跃先后给观众

讲解了红军伟大战略转移的光辉历
程；影视演员刘涛、刘烨、岳红，用情景
表演演绎着于都人民送别红军的动人
情景；演员马少骅朗诵的《别了 于都
河》、黄品沅朗诵的《带镣行》、刘佩琦
朗诵的《可爱的中国》，表现了红军将
士的牺牲精神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
往；歌唱演员霍勇、云飞、王源等用歌
声表达对红军的敬仰……

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组织
文化志愿者深入基层。丰富多彩的文
化慰问活动温暖着老区人民。

多位参加文艺慰问的艺术工作者
表示，这次慰问让大家重温了红军长
征的光辉历史。在和赣南老区人民的
交流中，大家更加明确了身上的责任，
文艺创作只有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才
能永葆生命力。

据了解，根据主题采访的进程，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在福建长汀、广西
兴安、贵州遵义、四川泸定、宁夏将台
堡等地陆续举办系列文化文艺慰问活
动。

深入基层送文化 扎根人民再出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

“记者再走长征路”沿线开展文化慰问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
于文静）粮食足，天下安。据农业农村
部农情调度和专家实地调查分析，截
至12日，全国夏粮收获已近八成，丰
收已成定局。今年夏粮实现恢复性增
产，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夏收油菜籽
也呈增产趋势。

记者12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今年夏粮面积稳定、单产提高。预计
夏粮面积4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夏粮
的主体是小麦，专家田间调查显示，小
麦产量“三因素”均呈增加态势，预计
平均亩穗数37.36万，比上年增加0.48
万；平均穗粒数31.40粒，增加0.33粒；
平均千粒重 39.42 克左右，增加 0.32
克，预计亩产提高10公斤。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夏粮获得好收成，是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政策托底稳面积。今年继续实施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作用明显，
小麦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保护了农民
种粮积极性。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考核、实施产粮大县奖励等政策，有
效调动了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
也为稳定小麦面积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支撑提单产。各地以绿色高
质高效行动为抓手，大力推广小麦深
耕深松、播后镇压等稳产增产技术，示
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去年秋冬种

小麦播后镇压面积同比增加630多万
亩，深耕深松面积增加380多万亩。

防灾抗灾减损失。针对北方麦区
局部冬春连旱，大力推进科学抗旱，有
效减轻灾害影响。特别是黄淮和江淮
麦区小麦病虫害防控及时，成效显
著。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控面积3.2亿
亩次、同比增加 28%，发病面积 1730
多万亩、同比减少68%。

此外，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今年
小麦生育期主产区大部光温水匹配较
好，冬季冻害和初春“倒春寒”偏轻，播
种、返青、拔节孕穗期都及时出现有效
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年夏粮生产有
区域结构优化、品质结构优化、绿色生产
技术加快推广三个特点。江淮赤霉病高
发区通过休耕和轮作调减冬小麦200多
万亩，河北黑龙港地下水超采区和西南
条锈病菌源区分别调减60多万亩。预
计全国优质强筋弱筋小麦面积占比
33%，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全国小
麦播种药剂拌种、种子包衣等节药技术
推广比例87%，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

当前，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农
业农村部要求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坚定稳住粮
食生产目标不动摇，立足抗灾夺丰收，
加强指导服务，落实关键技术，全力抓
好夏收、夏种、夏管。

夏粮收获近八成 丰收已成定局

6月 12日，“萌萌”在吃竹笋。2018年 12月底，广州长隆全球唯一大熊猫三胞
胎中的姐姐“萌萌”出现发情迹象，于是被送回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
树坪基地进行配对。经过适应和调养后，“萌萌”5月 15日达到发情高潮期，并与
一雄性大熊猫成功交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海拔1700多
米，这里气候清凉，天然环境非常适合大熊猫繁育，而且在种源上有更大的选择、
更有利于提高大熊猫的繁育成功率。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全球唯一大熊猫三胞胎姐姐“萌萌”成功交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