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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按照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农业农
村厅《关于加强白洋淀鸟类栖息
地管理的通知》要求，雄安新区
已在白洋淀内划定了9个鸟类
重要栖息地。鸟类重要栖息地
实施全封控管理，对壕沟、通道
实施生态隔离，安装警示标志，
明确管控要求，实施常态化进出
控制。

安新县自然资源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鸟类栖息地的划定主
要有4项标准，包括应为鸟类自
然选择区域，符合新区相关规划
要求，与人类活动范围保持适当
距离，丰富多样、具有特色的地
理环境（苇塘、河沟、浅滩、湿地
等）。安新县组织力量对白洋淀
淀区进行了细致摸排和协调工
作，经雄安新区批准，最终确定
了划线区域。

根据《关于加强白洋淀鸟类
栖息地管理的通知》，鸟类栖息
地分为绝对控制区和相对控制
区。其中，绝对控制区严禁任何
人类干扰活动，禁止交通工具进
入，不得建设任何生产生活设
施；相对控制区严禁人车船擅自
进入，不得建设任何与鸟类保护
无关的设施，最大限度限制人类
活动。

上述负责人表示，划定的9
个鸟类栖息地中，大阳鸟岛、木
栈道、十里荷香、庆洋鸟岛、沙洲
鸟岛5个栖息地为绝对控制区，
藻苲淀鸟类保护带、桃花岛鸟类
野化中心为相对控制区；府河、
孝义河河口湿地进行了细化分
区，将湿地前置沉淀塘和潜流湿
地划为相对控制区，将府河河口
湿地水生植物塘、孝义河河口湿
地水生植物塘和多塘系统划为

绝对控制区。
其中，木栈道周边、十里荷

香、藻苲淀鸟类保护带、庆洋
鸟岛、大阳鸟岛、桃花岛鸟类
野化中心等6个栖息地由安新
县自然资源局进行直接管理，
并负责对非法捕鸟、捡拾鸟蛋
等破坏鸟类生存环境行为监
管执法。目前，木栈道周边、
十里荷香、藻苲淀鸟类保护带
3个栖息地正在进行配套设施
建设，庆洋鸟岛、大阳鸟岛、桃
花岛鸟类野化中心的建设也
在谋划中。

“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
科普等活动要在绝对控制区以
外，并保持安全距离；科研人员
不得擅自进入鸟类栖息地，避免
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繁殖；禁止
追逐鸟群、干扰及影响鸟类正常
繁殖和迁徙等行为。”安新县自
然资源局一名巡察人员对记者
说，关于栖息地的常态化巡察已
经启动，每天至少一次，主要涉
及对无关人员进行劝离、对捕鸟
工具和猎夹猎套进行全面清理，
严防乱捕滥猎和损毁野生动物
栖息地等违法活动等。

接下来，安新县自然资源局
将持续做好鸟类栖息地生境保
持、生态服务、科学管控、意识提
高4项工作，坚持“大保护、精细
化”管理格局，着力打造白洋淀
鸟类栖息地智慧监测系统和规
范化救助基地，推动白洋淀形成

“候鸟天堂”。
安新县自然资源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鸟类重要栖息地分散
在白洋淀各处，且未在白洋淀景
区景点范围内，不会影响游客出
游。

（据雄安发布）

划定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

白洋淀打造“候鸟天堂”

为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助
力企业纾困解难，近日，经深圳
市政府同意，深圳市医保局等4
部门印发《关于阶段性缓缴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有关
事项的通知》，对深圳市中小微
企业实行7-9月阶段性缓缴职
工医保单位缴费，预计缓缴金
额约 56.35 亿元，惠及单位 80
余万家。

此次政策惠及对象主要是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以单位参
保的个体工商户以及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
会组织，缓缴2022年 7月至 9
月的用人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医
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缓缴
期间免收滞纳金。单位应缴纳
的地方补充医疗保险费仍按规
定予以免征。缓缴单位可最迟
于2023年3月底前补齐，在此
期间免收滞纳金。

本次缓缴实施“免申即
享”，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精准
匹配符合缓缴资格企业信息，
无需单位提出申请，实现“政策
找企业”主动服务。中小微企
业由医疗保障、税务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统计局关
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

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确定
的标准进行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缓缴期间参
保人待遇“零影响”。在缓缴期
间，职工按规定参加职工医保并
由单位代扣代缴个人缴费部分，
正常享受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待遇，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其
中，基本医疗保险一档，参保人
缓缴期间个人缴费部分全部划
入个人账户，待缓缴单位一次性
补齐缓缴的费用后，再按规定比
例划入单位缴费部分。

深圳市医保局提醒，缓缴期
间单位仍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
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如有新增
参保、停保、医疗保险形式变更、
缴费工资变更等信息变动的，单
位应及时在深圳市社会保险单
位网上服务系统中申报。职工
出现离职、退休、办理关系转移
等情形的，单位可以提前为其补
齐缓缴的费用。缓缴单位出现
注销等情形的，应一次性补齐缓
缴的费用。职工休产假或计划
生育假处于缓缴期间的，缓缴单
位应在补齐缓缴费用后再申请
生育津贴；休假未在缓缴期间
的，缓缴单位申请生育津贴不受
影响。

（据深圳特区报，文/庄瑞玉）

“政策找企业”主动服务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无需申请

即可缓缴7-9月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近日，广州港口岸南沙港区
海嘉汽车码头通过由广州市商
务局、广州海关、广州边检总站、
广州海事局组成的联合验收组
验收，批复同意对外开放启用。

据悉，海嘉汽车码头位于广
州港口岸南沙港区对外开放水
域，由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及上
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62万辆商品车。码头地处广州
市南沙区黄阁镇沙仔岛北侧，

靠近大虎水域主航道，码头岸线
总长459米，前沿及港池水深
12.5米，建有1个5万吨级和1
个1万吨级汽车滚装泊位。该
码头开放后，将联合南沙汽车码
头组成南沙汽车口岸平台，有利
于进一步增强南沙区商品车滚
装通过能力及服务品质，进一步
巩固广州整车集散中心大港的
地位，提升广州国际航运枢纽综
合通航能力。

（据广州日报，文/许晓芳）

广州港口岸南沙港区

海嘉汽车码头启用

在上海张江最新构建的元宇宙城市
空间里，绿地缤纷广场门前，面包店、汉
堡和咖啡的广告优惠券瞬间在平板电脑
或手机上弹出；另一边，演唱会、巨型福
袋、数字分身人物等“虚拟形象”纷纷登
场，热闹非凡。但裸眼看去，绿地缤纷广
场门前却空无一人。

物理空间不变不移，但虚拟空间则
通过终端任意切换。只有你想不到，没
有元宇宙做不到。而这只是元宇宙的一
种表现形式。

据了解，由维智科技打造的元宇宙
空间，以该公司所在的炬创芯研发大
楼为中心覆盖周边4.1平方公里，把办
公楼、科技园区、街道和商圈的物理空
间与网络空间相融合，众多的应用场
景给这片园区赋予了非同凡响的科技
魅力。

“元宇宙的核心是以数字化赋能并
重塑物理空间。通过手机、平板、AR眼
镜等端口进入，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
维智科技创始人陶闯博士说，“我们用了
两年时间对张江科学城进行‘元宇宙化’
升级，希望展现张江的多面性，不但是科
学城，还可以随时变身成为生活城、娱乐
城、旅游城。”

构建元宇宙空间底层计算和服务云

在炬创芯研发大楼9楼，到处可见元
宇宙：

进入门厅，裸眼看，空间里只有两
把椅子和一张茶桌，但用平板电脑摄
像头看到的则是涵盖多种主题的展
厅：这里可以是休闲咖啡厅、游戏房、
视听室等，要转化只需在平板电脑上
轻轻一点；前台处则是一道“时空传送
门”，随时将观众“传送”到高科技新品
发布会。

2021年，这种虚实共生的新世界，被
称为“元宇宙”。早在2000年，陶闯就参
与了数字地球研究，他创立的Geotango
公司（后被微软收购）推出了 Globel
View在线三维地图。

现在，互联网模式下的外卖、出行等
新商业服务正在改变人们固有生活习
惯，让传统商业打破空间和时间限制，极
大地提升了物理世界中的效率，实现初
步的虚实交互。

在陶闯看来，“以虚强实”是目前元
宇宙发展的核心，“我们的技术能力不仅

是把物理的实体快速云化、数字化，还提
供强大的底层计算平台，帮助实体信息
接入不同的手机、不同的AR眼镜、不同
的车机等终端，有点类似互联网时代的
谷歌。”

目前，维智科技开发的端云一体化
城市元宇宙空间计算平台，能对各区域
进行厘米级空间孪生建模和计算，构建
元宇宙空间的底层计算和服务云。

数字化张江孕育出现象级产业生态

根据上海最新发布的培育“元宇宙”
新赛道行动方案，到2025年，“元宇宙”相
关产业规模达到3500亿元，要培育10家
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头部企业
和“链主企业”，打造100家以上掌握核心
技术、高能级高成长的“专精特新”企
业。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打造50个以

上垂直场景融合赋能的创新示范应用，
推出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前沿的标杆性
产品和服务。推动建设各具特色的“元
宇宙”产业园区，打造一批创新服务平
台，加快“元宇宙”产业人才育引，优化生
态环境等。

此次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出
炉，标志着上海在行动层面率先起跑。
在张江科学城4.1平方公里范围内构建
的“元宇宙城市空间”，则率先展示了这
条“新赛道”的落地场景和发展前景。

“4.1平方公里范围里的元宇宙化，简
单来说就是进行了数字再造，打造一个
数字化的张江科学城，物理空间无需改
造，但构建在虚拟空间上的展现是可以
无限被传输、被改造、被编辑、被创意
的。”陶闯说。

上海元宇宙领域布局的两个特色产

业园区之一就落在科学城，被称为张江
（元宇宙）数链产业基地（以下简称“张江
数链”）。该特色园区将以元宇宙为核
心，“算、端、创、用”协同推进，重点布局
下一代算力平台、未来智能交互终端、新
兴数字创作工具、多元数字内容产品。
同时，作为浦东“金色中环发展带”上的
重要节点，围绕元宇宙链接、交互、计算、
工具、生态五大环节，张江数链将形成完
整的产业生态。

陶闯表示：“元宇宙从概念开始走向
真正的实际应用场景，上海作为发起方
之一，尤其是在张江科学城，具有先发优
势。元宇宙会带动芯片、云技术、AI等一
系列高科技技术，这些产业链在张江已
拥有齐全的生态链，我们认为在张江形
成元宇宙高地应该是势在必得。”

（据浦东发布）

以数字化赋能并重塑物理空间

4.1平方公里元宇宙现身上海张江

张江元宇宙空间。 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池天课题组
历经8年，绘制出世界首张小鼠“扰动图
谱”；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李名
友、桂朗团队在全球首次建立经济鱼类
长期培养精原干细胞系，且体外存活长
达800天。在这个热得发烫的7月，浦东
高校科研领域佳音频传，两个团队取得
了全球首创性的成果，收获了累累“盛夏
的果实”。

近日，上海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池天
课题组在《细胞》（Cell）杂志在线发表论
文，报道了一种崭新的小鼠基因打靶技
术iMAP，快速鉴定了90个基因在39种
组织的基本功能，构建了世界首张小鼠
微型“扰动图谱”。

早在2001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就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序列。但到目前为
止，约两万个哺乳动物蛋白编码基因在
500多种细胞中的功能仍不为人知，这严
重妨碍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要系统性
地解码全部基因在全部细胞中的功能，
必须将其分别在各种细胞中敲除（扰动）
再鉴定其细胞表型，即描绘完整的“扰动
图谱”。

“21世纪生物医学的重要任务是解
码人类基因组这部神秘天书。”池天教授
表示，iMAP诞生的背后是一场长达8
年、历经6届学生前赴后继地努力的科学

“马拉松”，研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
折。研究团队首先构建了一个iMAP品
系，它携带61个gRNA表达单位，共靶
向6个功能已知的标志基因。该品系证
明了iMAP的鲁棒性，包括展示转基因
起码能稳定传13代。随后构建的iMAP
品系携带100个gRNA表达单位，靶向
90个功能不甚清晰的基因，以此构建了
一个微型扰动图谱，揭示了这90个基因
分别在39个组织/细胞中对细胞存活、扩
增、分化的影响。不但如此，研究团队还
证明，一个iMAP品系可以衍生出多个
传统的单基因敲除品系。

如今，这个图谱的完成，将成为生物
医学研究的分水岭：此后，要探索任何基
因的基本功能，将会像查找基因序列一
样简单。但用传统的基因打靶方法，无
法快速有效地描绘扰动图谱。池天课题
组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描绘完整扰动图
谱迈出了从0到1的第一步。

近日，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

院李名友、桂朗团队关于鱼类精原干细
胞系体外诱导精子发生研究取得进展：
体外长期稳定培养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
系可被鱼类性腺体细胞诱导生成精子，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生物学》杂志上。

这是上海科学家团队在全球首次建
立的经济鱼类长期培养精原干细胞系，
且体外产生的精子能存活长达800天，为
精原干细胞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提供了
基础，也为保护鱼类濒危物种、优化具有
重要经济价值鱼类育种的方式提供了新
的思路。

马口鱼是小型经济性鱼类。李名友
和桂朗团队在前辈的研究成果上，将模
式鱼干细胞培养技术应用于马口鱼及刀
鲚中，在全球首次建立体外长期培养的
养殖鱼——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从一
个个又小又圆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到
在实验皿内能够发育出鞭毛自由摆动的
精子，长期培养的经济鱼类的生殖干细

胞在培养基中完成了发育成精子的神奇
之旅，属全球首次。

在鱼类研究中，体外获得精原干细
胞系并能够长期培养是关键性技术难
题。“我们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在体外
存活了两年多，这应该是世界上养殖鱼
类存活时间最长的了。”李名友说，“而且
它的生长非常稳定，具有典型的精原干
细胞基因表达模式。由此，建立了体外
长期培养并产生精子的马口鱼精原干细

胞系，以及能诱导其他鱼类精原干细胞
系产生精子的长江刀鲚性腺体细胞系。”

接下来，李名友、桂朗团队还将结合
干细胞培养和诱导技术、基因编辑技术
和细胞移植技术等多种研究手段，建立
繁殖困难、繁殖周期长、珍稀或濒危鱼类
生殖干细胞体系，开展生殖干细胞基因
编辑介导的养殖鱼类优良种质创制新技
术。

（据浦东发布）

浦东两所高校科研团队取得突破
成果均为全球首创

上海海洋大学。
图片来源：上海海洋大学官网

上 海 科
技大学。

图 片 来
源：今日张江
公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