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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11 月 21 日电(记者沈虹冰、
石志勇、张斌)空中，特大桥跨越朱鹮国家级
保护区湑水河段，首创长达 32 公里的高铁鸟
类防护网；地面，相连的桥梁隧道连续穿越菜
子坪大熊猫走廊带、天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珍稀动物留
下生命通道；高清动态网络摄像机实时记录
每一帧守护生命的画面，科研人员密切跟进
监控……

作为第一条穿越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的
高速铁路，西成高铁从 2012 年开始至今建设
的 5 年，也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的 5 年。在加速推动秦巴山深贫地区发展的
同时，该工程也不忘守护常居于此的珍稀野
生动物，彰显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和生态
发展的速度与温度。

当高铁邂逅保护区

每当天刚刚亮时，54 岁的卢小霞就会起
床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几乎就在同时，她的
“邻居”——— 近 50 只朱鹮成群掠过屋顶，飞向
远处找寻自己的早餐。

卢小霞家住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湑水河大
桥旁。地处陕西最南端的汉中，北依秦岭山脉，
南屏巴山浅麓，自古就被誉为鱼米之乡。上世纪
80年代，曾一度被认为已灭绝的秦岭四宝之一
的朱鹮在这片水草丰茂的地方被再次发现。

在汉中，民众对保护朱鹮早有默契，不少
农民宁愿少收农作物也不给田里施用一丁点
农药。经过长期保护，朱鹮已从当初仅存的 7
只繁育至上千只，栖息地也正进一步扩大。

但就在大约 3 年前，卢小霞却又开始为
这些“邻居”的生存处境担忧：“听说新修的西
安到成都的高铁要从鱼塘后方穿过，刚好切
断了朱鹮出门和回家的路。”

作为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在
为秦巴山区沿线的佛坪、城固、洋县等贫困地
区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惊扰长
期生活于此的大熊猫、金丝猴、朱鹮、羚牛等
国家级保护物种。

西成高铁陕西公司西成指挥部指挥长王
振波表示：“这条穿越了中国连片自然保护区
的高铁，如何与国家级保护动物和谐共处，是
一道极具挑战性的考题。”

保护生命通道

事实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从西成高铁

筹建初期就已被考量。为此，中国铁路建设部
门专门委托由动物保护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
进行了长期研究。

吴晓民是这支科研团队负责人，作为陕西
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曾经对青藏铁路、青藏
公路开通前后沿线野生动物迁徙、栖息等问题
进行过长期深入研究，并参与制定修路方案。

“西成高铁秦岭段主要采用桥梁与隧道
形式，西成高铁线路在秦岭山区的桥隧比例
高达 93%，‘高架桥’和‘深挖隧’虽然大大增加
了成本，但能有效解决金丝猴、大熊猫等秦岭
珍稀野生动物的过路问题。”吴晓民说。

对于吴晓民带领的团队而言，最大的难
题是在汉中盆地这个必经之地，如何保护随
时可能飞越西成高铁的朱鹮。

经过长期观察，加上借鉴国内外的技术经
验，他们研发了特制的高铁鸟类防护网，安装
总长度达 32 公里。在安装防护网的湑水河大
桥一侧，记者看到十米高的西成高铁铁轨两
侧，高约 4米、长度为 1.6公里的网分外显眼。

“在高铁建设中针对鸟类保护安装特制

的大规模防护网，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吴
晓民说。

虽然对防护网的作用信心十足，但科学
家们还是决定借助更为先进的手段对其效能
进行检测。2016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西安分
院网络中心的 5 人科研团队在湑水河试验段
安装了 16 个高清超宽动态网络摄像机，在当
地另一个朱鹮夜宿地雷草沟也搭建了同样的
模拟防护系统作为对照组，也安装了 12 个同
类型的摄像机。

团队成员张威介绍说：“这 28 个摄像机
几乎实时记录了每一只从桥上飞过的鸟类，
桥上桥下，天上地下几乎全部覆盖。”让科研
团队兴奋的是，从 2016 年 6 月到 2017 年 5
月将近一年时间里，包括人眼、远红外相机观
测，以及近 80 万条视频资料均显示，并没有
发生朱鹮等鸟类撞网事件。

守护生态温度

宁陕县新场镇菜子坪地区是两个不同种

群大熊猫的交流通道。吴晓民表示，“这个地
段选择隧道通过，就是为了保护大熊猫等野
生动物，在保证工程建设安全可行的条件下
将对动物及栖息地的影响降到最低。”

吴晓民团队在隧道两侧和高架桥上布设
了数十台红外相机，连续多年全天候监测当
地的野生动物活动规律。结果让人欣慰：周
边野生动物的活动频率、数量在采取了多项
环保措施后，据观测并无明显变化，表明高
铁建设对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并无太大的影
响。

现在，每到傍晚，卢小霞就像等待归家的
孩子一般，数着飞回的朱鹮。她发现，傍晚时
分鱼塘边又热闹起来，那些曾经历环境之变
的朱鹮开始不断尝试穿过铁路，顺利飞回鱼
塘旁的树林里。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建造的高
铁将会在全世界更多的区域运营。未来我们
不仅能够输出先进的高铁技术，还能向世界
输出高铁施工和运营中的众多环保措施和监
测技术。”吴晓民说。

为一只“鸟”，特制 30 多公里防护网
发展的速度，生命的温度：西成高铁建设坚持生态发展理念

据新华社广州 11 月 21 日电(记者马晓
澄、孙飞)“这些都是我和家人这几年淘汰下
来的旧手机。”家住深圳市福田区的张丽指着
家里的近十部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旧手机
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存量闲置手机
保守估计有上亿部，而正规回收率不到 2%。
旧手机的“归宿”在哪儿？

闲置手机达上亿部，一块手

机废电池可污染三千桶桶装水

张丽是一名追求时尚的 80 后。“现在手机
更新换代太快了，我平均一年左右就要换部
新手机。”她说，旧手机的处理是个难题，“旧手
机存储了大量个人信息，不敢随意丢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 年我国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 5 . 6 亿部。
从事手机回收业务的回收宝合伙人熊洲估

计，我国每年产生的闲置手机至少 4 亿部，存
量闲置手机约 10 亿部。爱回收总裁郑甫江表
示，存量闲置手机的数据目前业内没有权威
统计，但至少是以亿计数。

“如何有效处理量级巨大的废旧手机，亟
待引起重视。”熊洲表示。

某手机以旧换新官网显示，一旦手机进
入报废回收环节，金、水银、铅、镉等重金属的
处理十分难控制，一块电池所含镉可污染 6
万升水，相当于日常饮水机使用的 3200 桶标
准桶装水。

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
宗国说，手机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若闲置的
手机进入垃圾体系，焚烧会产生有毒气体，掩
埋则会严重污染土壤。如果送到一些没有资
质的小作坊处理，则会对周边环境甚至拆解
者本人身体带来巨大伤害。

正规回收率不到 2% ，不少

手机被以旧充新转卖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手机正规回收
率不到 2%。但记者调查发现，正规回收渠道
之外，灰色交易行为大量存在。

——— 回收。北京中关村、广州天河电脑
城、深圳华强北等地，有不少宣称可高价回收
手机的店铺和个人。在华强北，记者拿着一部
使用了三年的苹果 6 手机询问了几家商铺，
对方在确认手机使用状况良好后，均表示可
以收购，开价从 700 元到 900 元不等，不需任
何身份登记。当记者咨询是否会对手机数据
做清理时，店主均没有正面回答。

——— 流通。据调查，一些回收的旧手机会
重新流入市场。位于华强北的飞扬时代大厦
是二手手机集散地之一。从事了十几年手机
回收业务的林越先生说，从各个渠道回收来
的苹果手机，都到这个市场寻找下家，有的当
二手机转卖，也有一些人偷偷摸摸做翻新，再
以旧充新转卖，牟取暴利。

——— 拆解。没有使用价值的二手手机，最终
归宿就是被拆解成各个零配件。以往，很多手机
的拆解是在广东汕头贵屿镇的不规范小作坊里
进行的，环境污染严重。近些年，这里的拆解都
被要求在循环产业园里完成，接受监督。

——— 家负责手机拆解的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一天可以处理 2 万台手机，一
台报废的手机经过三四道工序后，会拆解成
塑料、不锈钢、摄像头、主板等小配件，再分别

卖给专门处理的厂商处理。

严厉打击非法翻新出售，出

台政策鼓励回收处理

在业内人士看来，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仍
存在不少难点。一方面，需要营造良好市场秩
序，让可以二次利用的手机得到再次利用，对
不能回收利用的，应加大对正规拆解企业的
扶持力度，压缩非法拆解产业空间。

郑甫江建议，公安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对
手机灰色回收产业链的打击力度，尤其是严
厉打击非法翻新和出售，非法从手机中窃取
用户隐私和非法随意拆解等行为。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发达国家，手机谁
生产、谁回收、谁处理是惯例。手机通过运营商
等途径销售占较大比例，消费者购买新机时，
不少旧手机同时被回收。而在我国，企业对消
费者手机进行回收的商业行为还未形成。

熊洲表示，2016 年新版的《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目录》将手机纳入其中，这意味着
手机回收将被纳入国家政策和基金扶持的范
围内，但具体细则仍未出台，他建议尽快出台
针对废旧手机的拆解处理补贴细则。

手机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一块手机废电池可污染三千桶桶装水

正规回收不到 2%，上亿部旧手机隐患多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
李延霞、桑彤、吴雨)日前，央行等五部委
针对资管业务出台统一的指导意见，其
中打破刚性兑付等相关内容引发社会关
注。“新规实施后，我的理财产品还能稳
赚不赔吗？收益会下降吗？”多年来一直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北京白领潘女士的
疑问，代表了不少投资者的担忧。资管新
规，对你我的“钱袋子”影响有多大？

打破刚性兑付，还能有稳

稳的收益吗？

提了多年的“打破刚性兑付”，这一
次监管动真格了。指导意见强调，资产
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金融机
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凡是刚兑
的金融机构将予以严惩。

打破刚性兑付，对投资者来说意味
着什么？是否还能有稳稳的收益？其实，
刚性兑付在证券、基金领域早已被打
破，此次监管新规对一直存在“隐性刚
兑”的银行理财影响较大。

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不得开展表内
资产管理业务。国泰君安分析师王剑指
出，这意味着银行将逐步取消保本理财
产品，而是以发行大额存单和结构化存
款来替代。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保守的投资者
是冲着刚性兑付购买银行理财的话，那
么今后可能要选择存款、货币基金、国
债等相对低风险的投资方向了。

光大银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潘
东表示，新规推动理财产品由预期收益
型向净值型转变，已经习惯稳定预期收
益的投资者也要转变思维方式，更要关
注净值变化和收益率波动，这对投资者
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投资限制增多，理财收益
会下降吗？

除了能不能“稳赚不赔”，很多投资
者还关心“能赚多少”。在监管趋严的背
景下，投资人的理财收益会下降吗？

专家表示，新规对资管产品的投资
端进行了严格规定，包括资金池运作、期限错配、可投资范围
等，投资端收益的下降或将传导给投资者。

针对一直广受诟病的利用资金池“以短投长”的问题，此
次指导意见也作出了严格规范，以后每只资产管理产品要做
到资金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不得开展或者参与具
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

“一些理财产品收益率高是因为期限错配，用短期理财投
资了长期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但按照新规，不能期限错配投
非标，比如三个月的理财只能投资三个月期限的资产，收益率
不排除会出现下降。”王剑指出。

曾刚预计，短期内理财市场可能出现增幅、收益率都下降
的情况。

“资管产品投资非标的要求提高，会使得资管产品投资非
标减少。但通过资产管理人精心的管理，可以为投资人提供风
险波动较小、收益较高的投资产品。”潘东说。

投资者门槛明确，三五万元还能否理财？

此次资管新规对投资者适当性进行了规定，个人合格投
资者的准入门槛设定为：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
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对此，普通投资者心存
疑虑：这意味着投资门槛要提高么？以后还能花三五万元买理
财产品吗？

“指导意见只是规定了私募投资者的门槛，而对于普通投
资者投资门槛并未提高。”潘东说，我国资管产品投资者将分
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分别对应公募产品
和私募产品。此次只是明确了个人合格投资者的准入门槛，对
普通投资者的门槛并没有硬性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其实针对私募产品的投资人，各家机构早
已有各自的门槛，只不过现在由监管机构统一了标准。

“以前买银行理财产品觉得‘稳赚不赔’，但听说以后
要‘盈亏自负’，得自己掌握投资项目、衡量投资风险，真
有点不适应。”上海市民吴先生的担忧代表了很多普通投资
者的想法。

对此，监管部门特别强调穿透式信息披露，不仅要穿透识
别合格投资者，还要求金融机构对募集信息、资金投向、杠杆
水平、投资风险等，做到及时、准确、全面地披露。

“对理财产品穿透式的信息披露，可以让投资者更全面掌
握产品风险、收益等状况，有助于真正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
负’。”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德龙说。

新华社太原 11 月 21 日电(李国利、路
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21 日成功发射“一箭
三星”，这是继“风云三号 D”气象卫星 15 日
顺利升空后，这个中心在一周之内圆满完成
的第二次发射任务，标志着中心快速发射能
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作为我国三大航天发射中心之一，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主要承担极地轨道和太阳同步
轨道卫星发射、科研训练保障以及深空目标
探测等任务。目前，中心已具备运用多种模式
发射多类型号、多个射向火箭卫星的能力，综
合发射能力实现了每年 3 次到 30 次以上的
跨越式发展。

自 1967 年组建以来，他们始终把科技创
新作为提升发射能力的主引擎，广泛开展航
天技术研究与试验，取得了千余项科技创新
成果。

据中心人力资源部副主任樊登峰介

绍，面对全新测发模式带来的技术状态变
革等新挑战，广大科技人员先后破解 10 余
项难题，创新设计了集火箭运输、起竖、
发射脐带塔功能于一体的自行式整体运输
起竖车的发射场设施，确保地面设施设备
稳定可靠。

为实现发射周期从 20 多天缩短为 7 天
的新要求，这个中心一方面突出信息主导，立
标准、改模式、建机制，实现组织管理和资源
配置信息化，大幅度提升组织效益；另一方面
加强岗位融合，大力开展轮岗、换岗、兼岗、顶
岗训练，磨砺提升“一精多专”“一专多能”本
领，以各岗位之间的无缝对接大幅提升工作
效益。

“一周之内圆满完成两次卫星发射任务，
表明中心在一体测发、多星联调、快速转换、
全程管控、急速判决等快速发射核心能力建
设上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樊登峰说。

一周两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快速发射能力获突破性进展

我国“一箭三星”成功发射吉林一号视频 04 、05 、06 星。 新华社发（郑逃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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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近日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
于指导意见明确，打破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

资管业务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金融服务，应遵循
“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但我国资管行业长期以来存在刚
性兑付现象，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加剧了道德风险。指导意见
要求，金融机构对资管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净值生成应当
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让投资者明晰风险，同时
改变投资收益超额留存的做法，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全
部给予投资者。

指导意见对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机构有积极意义。眼
下，许多银行承诺理财产品“保本付息”，然而这样的刚性兑付
“潜规则”意味着，一些理财产品即使是收益率不能达到预期，
银行也会自掏腰包补足。这种“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拆东墙补
西墙”的做法实际上会在金融机构内部积累风险。

打破刚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金融风险在不同金
融机构间“传染”。金融机构如果以高收益或者刚性兑付的承
诺吸引资金，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到期无法还本付息，威胁
金融市场稳定。如果产品层层嵌套，杠杆效应将不断放大，造
成流动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打破刚兑对于整个金融行
业来说无疑是一场“排雷”行动。

长远来看，打破刚兑对维护投资者权益也有裨益。违背
了“高风险高收益”投资铁律的理财产品从来就不安全，所谓
“保本保收益”其实是一种“甜蜜的危险”。倘若金融系统出现
了问题，投资者的权益就如危巢之卵。

投资者必须意识到，不能再简单地以“收益率高低论英
雄”，要想获得高收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看似“残酷”，却
能够让大家清醒地认识投资风险，明明白白投资。

规则已经清晰，监管部门应该出重拳打击金融乱象，杜
绝新规下的“擦边球”现象，真正让理财产品遵循“高风险高收
益”原则，让银行等金融机构运作更加规范透明，让百姓明规
则、识风险，理财更规范。

(记者刘慧)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打破刚兑 明晰风险 规范投资

▲这是 3 月 30 日在四川江油市拍摄的西成高铁四川段一座铁路桥。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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