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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种子是啥？是生命。
一粒种子，只要一点水，就会长

出根芽，开启全新的生命之旅。
驱车一路向北，大约十几公里的

路程，在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一
群“植物猎人”用28年时间，积累下一
座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人们亲切地
把它称为“小草诺亚方舟”。如今这
里入库储存的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共
有1600余种、4.2万份，它们或耐旱、
耐寒，或耐阴、耐盐碱、耐踩踏。作为
内蒙古乡土种质资源库，这些种质资
源可以在库里保存50至100年，在需
要的时候都能被从容“唤醒”。

数万份种子从哪里来？8月 16
日，记者探访了“小草诺亚方舟”，密
封包装里每一粒种子背后，都有着一
段不平凡的故事。

“别看这些形状各异、大小不一
的植物种子不起眼，想要找到它们可
不容易。”蒙草集团种质资源与检化
验中心副主任郑丽娜认真地说。这
些植物种子有的藏在深山雪原，有的
躲在草原荒漠，这些年，蒙草集团的

“植物猎人”们以北方干旱半干旱地
区为重点，走遍内蒙古、青海、西藏、
陕西等重要生态区，历经艰辛，才收
集到这些资源。

采集回来的“宝贝”，工作人员首
先要对它们进行初步的去杂质处理，
再进行“查重”，如果发现与已入库保
存的种质相同，就会剔除。郑丽娜
说，“有限的空间，只能留给‘优秀’的
种子。”按照不同保存目的，种质库分
为中期库、长期库，而长期库又包括
一级缓存间、二级缓冲间和制冷库。
虽然种质库注重资源的多样性，只要
有不同于其他资源特点的种子就可
以进行保存。但是，一粒种子要想真
正进入种质库，需要经历清理、干燥
处理、水分测定、计算千粒重……累
计10余道“关卡”，全部通关后，在库
内顺利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随后，
这些种子都会进行第一次发芽率测
试。大部分种子的入库发芽率需要
达到90%以上，从而保证入库种子均
是高质量、高活力。入库后的种子，
每隔5至10年，都要依次进行发芽率
监测，发芽率较低的种子需要及时更
新再保存。

“缓冲间俗称‘双15’干燥间，这
里的温度一般在15℃，湿度在15%左
右，种子在入库前需在缓冲间放置一
段时间，主要为了降低种子含水量，
减缓种子代谢速度，起到长期保存的
作用。中期库和长期库的入库要求
基本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进入中期
库的种质资源主要用于研究、选育新
品种。长期库作为核心库，不会轻易

动，只有中期库里的种子满足不了分
发利用的任务时，才会出动长期库的
种质进行更新繁育的重任。”郑丽娜
说。

当日下午，呼和浩特市的室外气
温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但在种质库
的长期库里，则始终保持着零下20摄
氏度。库门口的柜子里，常年备着的
几件深绿色棉大衣就是专门为入库
人员准备的。

穿上棉大衣，记者跟随工作人员
经过3道门，才真正进入到长期库，顿
时，阵阵凉意袭来，三角架上也渐渐
上了霜。一排排4米多高的架子紧密
排列着，近乎将整个库房的空间占
据，每个架子的每一层里面有序地存
放着一个个方形的玻璃瓶子。这些
瓶子里面，就装着最珍贵的种质资
源。瓶子正面贴着一张崭新二维码，
这便是种子特有的身份编码。轻轻
一扫，便可追溯种子的详细信息：它
们来自何方？是什么种类？中文名
字叫啥？是谁把它带到这里的等等。

那如何保证种子在库里“冬眠”
几十年后依旧能够被成功“唤醒”？
除了入库前的严格筛选，种质资源保
存技术是核心。据郑丽娜介绍，延长
种质寿命保存技术、种质衰老监测预
警技术、干燥脱水和密封包装技术，
这些手段保证了种质资源在库中至
少可以保存在50年以上。

徜徉在科普气息浓厚的“小草诺
亚方舟”，总是被一种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力量推动着。这座先后被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自治区农牧厅命
名的“乡土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北
方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真
是名副其实。

正如蒙草集团董事长王召明每
次谈到种质库时，总会意味深长地
说：“买来的种子能种出一片草坪，却
种不出一片草原。”在他的心里，一直
有个想法，那就是为内蒙古乃至中国
草原生物多样性保存、生态修复、生
态产业、草牧业发展等提供坚实的种
质资源保障。

目前，蒙草集团以采集驯化野生
乡土植物种质资源为起点，在全国建
起了18个专项种业研究院，因地制宜
建设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乡
土植物育繁推体系。他们将充分运
用“小草数字”技术，收集、利用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区野生乡土植物、特色
农作物及其近缘种及蒙中药材等种
质资源，开展植物种质资源保存、鉴
定、评价、选育等工作。推动种质资
源优势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解决生
态、生产对优质草种的需求。

最终实现草原变绿、群众受益、
企业获利、科研成果转化，让种质资
源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才是大家共
同的期许。

探密探密““小草诺亚方舟小草诺亚方舟””

【【绿眼绿眼】】

【【新动能新动能】】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7月16日正
式上线，截至8月23日，全国碳市场碳排
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逾794万吨，累
计成交额3.93亿元。总体交易价格稳中
有升、市场运行平稳，但成交量有待进一
步激活。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以 48元/吨
起步，目前最高成交价61.07元/吨，最低
成交价48.00元/吨，价格波幅相对平缓。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
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约4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碳市场运行初期，
交易主体以重点纳管企业为主，交易品种
为碳配额现货，交易方式以协议转让和单
向竞价为主，市场整体交易量不大。

据介绍，全国碳市场当前交易规模不
大的原因：一是市场刚开，入市企业数量
较少；二是除了参与过地方碳市场的企业
外，大多数企业对碳市场不熟悉，缺乏碳
管理经验。

为提高交易规模，上海环交所将推出
相应措施，包括推动更多企业积极入市，
提高交易频率，加快碳资产管理能力建设
和培训。未来，交易所将完善制度体系，
扩大市场覆盖面，引入合格投资人入市；
探索建立流动性提供商机制；优化分配机
制，逐步增加有偿发放；稳步推进产品创
新，推出期货交易，形成多层次产品市场。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08月24
日第13版）

上线37天，
累计成交额近4亿元——
全国碳市场成交量
有待进一步激活

本报9月 1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开展打击非法捕捉蝎子专项行
动，查处、劝退非法捕捉野生蝎子人员
500人次，并放生所有查处野生蝎子。

据了解，野生蝎子是生态链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一只蝎子一年可大量
捕食蝗虫、红蜘蛛等有害昆虫，对维系
草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此次
专项行动中，各管理站共动用摩托车
600辆次、运兵车60辆次，组织管护员
750人次，通过对重点路段蹲守、连续
作战、昼夜布控，取得了较好效果。

下一步，贺兰山管理局将继续加大
整治力度，联合有关部门持续严厉打击
非法捕捉野生蝎子的违法行为，共同维
护好阿左旗的森林草原生态环境。

非法捕捉野生蝎子违法！
贺兰山管理局在行动

本报9月 1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日，
干涸了20多年的通辽市莫力庙水库
首次通过人工调度进水182.6万立方
米，水库重见碧水。

今年是对内蒙古西辽河流域实施
统一水量调度的第二年。自治区水利
厅抓住春、夏季汛期来水的有利时机，
统筹上下游生产、生态用水，截至8月9
日，共向西辽河干流主河道下泄生态水
量1.32亿立方米，是上年的3.6倍，巴林
桥、梅林庙以及麦新等3个断面实现了
水利部下达的生态水量下泄目标；水头
比上年多行进52公里。

同时，通过利用“引乌济通”工程，
联合调度西拉木伦河和乌力吉木仁河，
目前已成功将水引入莫力庙水库。

莫力庙水库碧水重现

本报9月1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
我区以“以案促建提升环境应急能力”
专项活动为契机，经协商一致，与黑龙
江省、吉林省3省签署跨省流域上下
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协议，加
强松辽流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以有
效预防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据介绍，我区将协调流域内盟市参
加2021年松辽流域汛期跨省水污染联
防联控会商会，就贯彻落实《生态环境
部水利部关于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
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
见》和汛期应急防控工作进行交流。

据了解，自治区及盟市还将通过
建立联系会议制度、研判预警、信息通
报等一系列联防联控机制建设，为推
动松辽流域环境安全管理，加强汛期
风险管控，为防止松辽流域污染事件
发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报9月 1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政务公
开办获悉，1—7月份，当地清洁能源
发电量累计完成92.4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26.2%。其中，因今年风速增长
较快，风力发电量 1—7月累计完成
8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9%。太
阳能发电量1—7月累计完成8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6%。

据了解，1—7月份，乌兰察布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发电量完成
28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火力
发电量受煤炭价格上涨因素影响，下
降幅度较大。1—7月火力发电量累计
完成19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1.9%。

乌兰察布市
“绿色”发电量明显提升

3省联动
松辽流域环境
应急能力更强了

奈伦湖畔好风光奈伦湖畔好风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霍晓庆霍晓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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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影报道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深入推进蓝天保卫
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主要生态考核指标稳
中趋好。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在沙尘天气同比
增加21天的不利条件下，全市优良天数128
天、同比增加16天，达标率82.1%、同比提高
10.8个百分点。依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最新
数据排名，呼和浩特市优良天数比例位居全区
第6位，较2020年末上升了5个位次。

根据监测显示，大气6项污染物同比全部
下降并实现了5项达标。其中：PM2.5浓度为
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6微克、降幅44%；
二氧化硫浓度为1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
微克、降幅25%；臭氧122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7微克、降幅5.4%。

怡人怡人。。

畅游畅游。。

披绿披绿。。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采访对象：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
井镇宣传委员徐哲浩

为了解决困扰农牧业生产、产业发展、
群众生活的问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
泥井镇与侯家营子村共同启动应急抗旱引
黄补水工程，及时解决地下水短缺问题，为
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群众提供高质量
生产生活用水。为此，记者采访了该镇宣
传委员徐哲浩。

记者：为什么要启动应急抗旱引黄补
水工程？

徐哲浩：白泥井镇总面积242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18.93万亩，是农业大镇。近
年来，随着现代农牧业的快速发展，土地项
目增加，用水量增加，降水量不足，白泥井
灌区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周边群众生活生
产用水量不足、水质较差。目前，群众农业
生产用水费用增加，一是新打深井费用高，
且新井使用年限短，重复打井负担重。二
是灌溉费用上升。为解决以上问题，启动
了该工程。

记者：计划补水多少立方米？
徐哲浩：此次补水第一阶段计划补水

80万立方米，全年计划补水300万立方米，
完成补水意味着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及周
边灌域内近4万亩农田可得到有效补水灌
溉，大大缓解当前旱情，实现保产保收。

记者：此次补水的意义是什么？
徐哲浩：当前，正是百姓农田灌溉的时

节。今年以来，白泥井镇雨水较往年偏少，
群众盼水心切。此次引黄补水灌溉工程通
水，不仅能进一步补充地下水，为乡村振兴
提供基础保障，而且能提高灌溉效率，为群
众节约水费、电费等种植成本。通过黄河
水灌溉，进一步改善作物品质。通过修建
引水渠，扩大基本农田灌溉面积，为下一步
全面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打好基础。

引黄补水灌溉工程
通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