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候鸟鸟南南迁迁，，又又到到捕捕鸟鸟猖猖獗獗时时
烟台森林公安等多部门打击非法捕鸟行为，为鸟儿留一片天空

烟台鸟类
候鸟旅鸟居多

烟台市森林保护站的工作人
员解释：留鸟，是指长期栖居在生
殖地域，不作周期性迁徙的鸟类；
候鸟，顾名思义，就是有迁徙行为
的鸟类，根据候鸟出现的时间不
同，可以将候鸟分为夏候鸟、冬候
鸟，旅鸟就是迁徙过程中经过烟台
境内的鸟。

据烟台市森林保护站去年统
计，烟台鸟类多达376种，占全国鸟
类品种总量1300余种的28%左右。
其中，烟台留鸟大概有45种，以山
雉、麻雀、喜鹊等常见鸟居多；候鸟
有115种，其余种类是旅鸟。

据统计，烟台境内的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有13种，二级保护鸟类多
达53种，省级保护鸟类也有37种，
其中一级保护鸟类多以猛禽类的
鹰、隼、鸮居多。

本报记者 孙健

牟平再生资源

处理中心投用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陈建设 ) 近日，牟
平区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的再生资
源分拣利用处理中心建成并投入
使用，预计年处理废品六千吨，使
牟平再生资源有了“胃动力”。

据了解，牟平再生资源分拣处
理中心位于城郊工商大街西鱼鸟
河东路，具备废品储存、分拣、初级
加工、交易等功能。中心内设废旧
金属交易区、旧货交易区、生活废
品交易区和废旧物资分拣区，主要
负责收集居民交售和生活垃圾中
的可再生资源。

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方
便交售、绿色环保的原则，拟新建
或改造55个统一标识的标准化回
收站，配备10辆统一制式的再生资
源流动运输货车，投放1500余辆流
动回收三轮车，采取“统一规划、统
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计量、划分
区域、定点回收”。

此外，中心对流动收购人员采
取“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车
辆、统一挂牌、统一持证”的规范化
管理。回收站将与专业分拣中心紧
密衔接，回收物日收日清，不留库
存。对企事业单位非居民区再生资
源的回收，采取回收企业定时、定
点上门回收的方式，由封闭式分类
回收车运输至专业分拣中心。

党建帮扶进班所

促基层管理提升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董波) 近日，海阳市供

电公司推出“党建帮扶进班所”活
动，着力解决农电管理中的实际问
题，提升供电所管理“短板”。

贴心服务

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闫丽
君 通讯员 董波 ) 近日，海阳
市供电公司在辖区中小企业中推
行贴心化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
用电套餐，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优
质可靠的电力保障。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孙健 杨玉丽 通讯员 杨培
军 韩磊 ) 春秋两季是烟台
鸟类繁多的时候，也是不法分
子非法捕鸟最猖獗的时候。林
子里高高低低挂起的数张鸟
网，挡住了鸟儿们迁徙的脚步。

烟台市森林公安局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每年7-12月份，
森林公安都会开展打击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的专项行动，组织
巡山检查，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今年7月份以来，烟台市森林公
安局执法人员共在巡山过程中
割破鸟网500余米，解救放生鸟
类10余种，50余只。

“在芝罘区小黄山、莱山区
娄子山及长岛这些地方的林子
里捕鸟的较多，而类似于昆嵛
山、招虎山这些保护区内的鸟
网就相对少一些，主要是林子
保护得好，进山比较严格，盗猎
者也相对较少。”市森林公安局
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说，盗猎者被抓
捕后，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针对有无猎获物进行两
种处罚：如果有猎获物，便处以
与猎获物价值相当的8倍以下
罚款；没有猎获物，处以2000元
以下罚款。

另外，长岛作为烟台鸟类
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近日，为保

护候鸟正常迁徙，长岛边防大
队配合当地林业局、森林公安
局等部门持续开展了以收缴非
法捕鸟网具为主要内容的专项
行动。行动中共收缴捕鸟网134

张，解救被困候候鸟273只，其
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1只，以
猫头鹰为主。

烟台市边防支队南隍城边
防派出所所长许显朝说，一部
分人是想抓鸟回去做宠物，还
有一部分人是想把候鸟作“野
味”吃掉。据介绍，捕鸟者多在
山头张网捕鸟，目标并不明显，
他们常常和执法人员“打游
击”。由于捕鸟者躲在暗处，很
难抓到现行，有时在山上找到
了网具，也不一定能找到捕鸟
者。即使发现了捕鸟者，也很难
落实对方的违法证据。执法人
员表示，群众如果看到有非法
捕鸟的情况可向林业部门或森
林公安部门举报。

烟台市艺术摄影学会会长
顾晓军说，尽管烟台鸟类资源
丰富，但却没有一个专门保护
鸟类的民间组织。“有句话说得
好，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有
了需求就不会有人再捕捉鸟儿
了。”等到时机成熟，他希望汇
集一批懂鸟、爱鸟的人，成立一
个鸟类救助站，专门救助捡到
或遇到的受伤鸟儿，让它们养
好伤以后回归大自然。

细细数数烟烟台台观观鸟鸟好好去去处处
本报为鸟类摄影爱好者们绘观鸟地图

1 .牟平鱼鸟河、沁水河
珍贵鸟类多

记者从牟平区环保局了解
到，牟平境内约有鸟类268种，
其中候鸟有76种，留鸟23种，属
国家一、三类保护的珍禽48种，
主要珍益鸟有大天鹅、白鹳、丹
顶鹤、鸳鸯、杜鹃、灰喜鹊等。

“牟平有山有水，河流湖泊
有鱼鸟河、沁水河和昆嵛湖，山
有昆嵛山，这些地方都是他们
鸟友们不得不去的观鸟地方。”
烟台市艺术摄影学会会长顾晓
军说。沁水河与鱼鸟河附近拥
有一些非常珍贵的鸟类包括各
种鹬鸟、小翠、白鹡鸰、中华攀
雀、海鸥、灰鹤、苍鹭等。

2 .莱山逛荡河
海鸥在这里觅食嬉闹

莱山区国际博览中心附近
的逛荡河入海口，离河岸不远
处几只海鸥在河面上飞翔。入

海口处，河道上渐渐露出湿地
滩涂，滩涂上还长有芦苇草，三
两成群的海鸟在河道里觅食。

正在钓鱼的张先生称，在
入海处主要以海鸟为主，比如
海鸥；在上游，经常会看到白鹭
和苍鹭。

3 .福山夹河和门楼水库
以白鹭和苍鹭为主

据介绍，从夹河桥到外夹
河与内夹河的交汇处是白鹭最
多的地方，以及夹河东面的湿
地内也是白鹭聚集区域。

顾晓军说，夹河也是他们鸟
友拍摄的好地方，这里除了白鹭
外，还有苍鹭，老市民叫它“老
等”，另外，福山区门楼水库是烟
台市区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也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大白鹭、黄
嘴白鹭和棕头鸥的栖息地。

4 .长岛———“候鸟旅站”
鸟类资源最丰富

“有多少鸟从这里飞走，就
有多少鸟飞来。”顾晓军说，长
岛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处。为
此，国家在长岛专门设立了候
鸟保护环志中心站，是全球性
候鸟的研究基地。据统计，长岛
有记录的鸟类数量有19目58科
33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有丹顶鹤、白鹳、金雕、白肩雕、
大鸨、白鹤、黑鹤等，二级保护
鸟类有40余种，是烟台鸟类资
源最丰富的区域。

据介绍，长岛是著名的鸟
岛，以大黑岛为主，占整个长岛
县候鸟迁徙总量的1/3，素有

“候鸟旅站”的美称。

5 .莱州湿地滩涂
观察水鸟的好去处

莱州拥有莱州湾，易形成湿
地滩涂，是观鸟的好去处。莱州
主要有王河入河口、河套水库以
及虎头崖海边等三处鸟类聚集
区域。莱州区域的鸟类主要以水
鸟为主，有鸥鸟、鹬鸟以及鹭鸟，

另外雁鸭类也是莱州鸟类的一
大特色。另外，在虎头崖每年10

月份能见到成千上万只大滨鹬、
环颈鸻等鹬鸻类水鸟。

除上述几个观鸟点外，莱
州的海庙后、海新庄沿海滩涂
和湿地都是观察水鸟的好去
处；金仓街道崔家杂树林带是
观察各种林鸟的绝佳去处。

6 .招远栖霞丘陵地带
以林鸟为主

烟台地区胶东半岛，地处丘
陵地带，苹果树众多，果园里生
活着许多林鸟，以招远和栖霞两
地为代表。这两个区域的鸟类主
要有绣眼儿、金翅、三道鹛、山鹡
鸰、中华攀雀、翠鸟等鸟类。

顾晓军说，这些鸟都是林
鸟，体型较小，一般市民只会
听到鸟叫声却看不到鸟的样
子。“这些鸟都非常漂亮，像
他们鸟友有专业的观鸟设备
才能真正体会这些林鸟的美
丽之处。”

多知道点

国网海阳供电公司

延伸阅读

本报记者 尹海涛

提到候鸟迁徙，那些摄
影爱好者和鸟类爱好者们便
会激动不已。烟台可谓鸟类
的天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以及优越的湿地、森林环
境，这里的鸟类繁多。记者从
烟台市森林保护站了解到，
据去年统计，烟台鸟类多达
376种，占据全国鸟类品种总
量的28%左右。每年8月下旬
到11月中旬，是候鸟聚集烟
台的高峰期，是一年中绝好
的观鸟时机。眼下还有近一
个月的时间可以观鸟，记者
实地探访烟台几处鸟类聚集
区域，特为众“鸟友”们描绘
观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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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民警在解救被捕鸟网粘住的候鸟。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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