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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9 月 2 日从
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随着自然生
态环境的明显改善，生态系统功能
的逐步恢复，以褐马鸡、黑鹳、华北
豹、原麝为代表的珍稀濒危保护物
种，在我省频频出现。目前，我省现
有野生植物 2743 种，陆栖脊椎野生动
物 541 种，其中华北豹已成为三晋“生
态名片”。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抓实抓
细“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承载力。
通过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京津风沙源治理和三北防护林等国家
工程，启动太行山、吕梁山和“七河”流
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吕梁
山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太行山水源涵养、燕山——长城沿线防
风固沙功能得到加强，“七河”流域森林
植被大幅提升。

“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营造林
2307.35万亩，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到 73％。根据 2019 年省级森林资源年
度清查，全省森林面积 5450.93 万亩，森
林覆盖率 23.18%，历史性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 23.04%。全省生态功能呈现不断

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目前，全省已设
立省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地 272 个，自
然保护地面积占到全省国土面积的 10%
以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正在形成，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
得到有效加强，85%的野生动植物得到
有效保护。

华北豹是我国独有的金钱豹亚
种，是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可起
到调节种群数量、稳定生态系统、维护
生态平衡的特殊作用。它的存在标志
着当地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生物多
样性的高度丰富。作为华北豹分布范

围最广、数量最多的核心省份，我省已
建成华北豹栖息地研究院士工作站，
布设红外相机 2500 多台，自 2020 年
起，实施了华北豹调查监测、栖息地保
护恢复、生态廊道建设等示范工程项
目。

珍稀濒危保护物种褐马鸡、黑鹳、
华北豹、原麝，已成为我省四大旗舰物
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省鸟褐马鸡，通过
多年持续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措施，数
量增加了 1 万多只，栖息地从仅有的几
个保护区扩展到全省大部分林区，并向
周边省份辐射。

生态系统持续修复 珍稀动物频频出现

华北豹成为山西“生态名片”

本报讯（记者 孙耀星）
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清
徐县税务局获悉，自 2019 年
增量留抵退税政策出台至
今，该局已累计为山西省太
原市清徐精细化工循环产业
园项目涉及企业退还增量留
抵退税 6.27 亿元，仅 5 月以
来，就为园内的三家企业办
理了超 4 亿元的增量留抵退
税。

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
额时，即出现了留抵税额。

进项税指的是纳税人在购
进货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
产 等 时 候 支 付 的 增 值 税
额。而销项税，则指销售时
收取的增值税额。增量留
抵税额，即是与 2019 年 3 月
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
税额。对增量部分给予退
税，一方面是基于鼓励企业
扩大再生产的考虑，另一方
面是基于财政可承受能力
的考虑。本次只对增量部
分实施留抵退税。

清徐精细化工循环产业
园是山西省太原市聚焦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重点项目，由
三家当地民营企业——山西
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
司、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
公司、山西梗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联合承建，致力于打造
一个全国知名的“氢都”“碳
谷”。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7674 亩，总投资约 400 亿元，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450亿元，
利润 80亿元，税收 40亿元。

本报讯（记者 马向敏 牛
利敏）8月 31日，滨体社区帮扶慰
问了辖区的 2 名贫困儿童，向他
们送去了书包、书籍及学习用具
等慰问品。

2 名贫困儿童分别为 9 岁和
12 岁，父亲常年在外地打零工，
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家境十分困
难。走访中，社区工作人员仔细

询问了孩子们在校的学习情况、
家庭情况及生活情况，向他们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及安全防范知
识，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滨
体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李福
林表示，针对这种情况，社区积
极组织搭建各种爱心平台，在生
活上关心、学习上帮助这些贫困
儿童，引导他们全面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 者 牛利
敏 马向敏）为进一步加强
铁路沿线安全管理，保障娄
烦县境内铁路运输安全运
行。9月 1日，护路办开展了
排查隐患行动。

当日，娄烦县护路分队
在辖区策马村隧道附件巡线

时，发现一处铁路供电设备
箱被两颗小树遮挡的问题。
考虑到近期雨水较多，树木
根茎极易渗水到配电箱内，
造成设备短路现象，影响行
车安全，护路队员随即对树
木进行了清理。为彻查类似
隐患，护路队员还重点对辖

区内隧道口、岔道口等区域
展开摸排，发现存在乱搭乱
建、种植危树、堆放易燃易爆
物品以及破坏铁路设施等违
规行为，立即依法拆除或清
理。队员还到沿线村庄，对
群众面对面地讲解，宣传铁
路安全知识。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 通
讯员 张启亮）8月 31日，市城管
指挥中心联合市城管局市政科
现场督办，快速解决了一起校园
周边架空线缆安全隐患。

当日，市城管指挥中心城
管网格员在迎泽区庙前片区巡
查，行至新西巷水西关南一巷
口附近时发现，位于新西小学
对面的人行便道上，有 6 根架空
线缆脱落，离地面仅有 1.6 米
高。鉴于事发地段靠近校园，
学校开学后每天有大量师生和

家长途经此处，市城管指挥中
心立即派出督查员赶赴现场应
急协调，同时联合市城管局市
政科相关人员，核实该路段线
缆入地施工单位，尽快落实脱
落线缆的产权。

经多方协调，最终确定通
信设施包片维护企业——太
原 联 通 公 司 派 出 车 辆 人 员 ，
将脱落线缆重新捆扎在离地
3 米多高的钢绞线上，消除了
脱落线缆给行路安全带来的
隐患。

本报讯（记者 魏薇 通讯
员 赵惠峰）说到脑梗塞，一直
被认为是老年病，然而，今年 5
月，16 岁的中学生小白就突患
脑梗塞，经治疗虽然病情稳定，
但留下了左侧肢体活动受限的
后遗症。为了让孩子恢复健
康，家人决定求助于中医，接受
省中医院脑病科专家焦黎明的
中医头针疗法。 8 月 24 日，经
过十次头针治疗，原本坐着轮
椅的小白，现在肢体功能已基
本恢复正常。

今年 5 月 3 日一早，家住太
谷的 16岁女生小白晨跑时，突然
感到右前额区域开始剧烈胀痛，
她勉强走回家，休息了两个多小
时，却一直没有缓解，而且还开
始出现左臂无力、头晕恶心的症
状。家人发现孩子的异常，立即
带她到当地医院做了头颅CT等
检查，未发现异常，当天下午，小
白再次无故呕吐。第二天，家人
发现女儿左腿也抬不起来了，必
须在人搀扶下才能走路。眼看
孩子情况越来越严重，5 月 4 日
晚，家人连夜带女儿到省城治
疗。

在省城医院里，小白做了进
一步检查，头颅核磁检查结果显
示，小白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

右侧额顶颞叶及侧脑室、基底节
区急性脑梗塞，情况十分危急。
在省城医院治疗了 20天，小白的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但还是留下
了左侧肢体活动不灵的后遗症，
尤其是左手几乎完全丧失了活
动能力。

女儿才 16岁，大好人生还未
开始，小白的家人不愿放弃，5月
25日，家人带小白来到省中医院
脑病科寻求用中西医结合的方
法，进行康复治疗。入院时，小
白是坐着轮椅来的，左胳膊无力
抬举，腕关节以下完全瘫痪，肌
力为 0 级（正常人肌力为 5 级）。
考虑到小白的病情和家庭经济
状况，脑病科焦黎明主任为小白
制定常规治疗方案的同时，还配
合施以焦氏头针治疗。焦主任
为小白进行针灸，并且手指在头
上快速捻动，首次头针治疗后，
她的左手指就可以轻微屈伸，肌
力达到了 2 级，这么快的治疗效
果让家人叹服。

8 月 24 日，恰逢全国政协调
研组在山西省中医院调研，焦黎
明主任为小白做了第十次头针
治疗。此时，小白手指活动自
如，屈曲灵活，左上肢抬举正常,
走路也平稳有力，左侧肢体近
端、远端肌力均达到 5级。

少女突患脑梗塞
中医头针助康复

校园周边线缆脱落
城管督办保障安全

滨体社区
慰问困难儿童

娄烦县排查铁路隐患保障行车安全

清徐县税务局

办理增量留抵退税约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