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10 月4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10
月3日零时至24时，我省无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当日，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例。

截至10月3日24时，全省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271例（含境外输入47
例），治愈出院266例，死亡2例，在
院治疗3例。目前，全省还有1例无
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0月3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例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百年变局加速演变，风险挑战有增无
减。后疫情时代，能否有效应对挑战
事关各国共同利益，事关世界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
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后疫情时代
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全面深入阐释，
为国际社会应对后疫情时代诸多挑
战指明方向。各国对此深表欢迎，并
期待中国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

护佑生命健康
促进全球卫生合作

后疫情时代，生命健康成为关键
词。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全球死亡人
数突破 100 万。医学专家认为，即使
人类战胜新冠疫情，仍可能再度遭遇
重大传染病侵袭。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从物资援助到
疫苗研发，从诊疗技术分享到构建更强
有力的卫生治理体系，中国展现责任担
当，为促进全球卫生合作、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不断注入新动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国
际社会持续不懈努力。海外人士认
为，各国需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
更大作用，加大在疫苗、药物、诊断试
剂研发领域合作，提高其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直至全球疫情阻击战取得最
终胜利。

马来西亚新亚洲策略研究中心主
席翁诗杰认为，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
实现复工复产，为各国树立典范并增添
信心。中国政府坚持的生命至上、科学
防治等理念不仅为各国战胜新冠疫情
提供重要借鉴，也将对人类未来与疫病
作斗争产生长远积极影响。

完善全球治理
共同抵御风险挑战

后疫情时代，能否化解风险挑战
成为各国面临的“大考”。人类既要防
范不断上升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也要
警惕非传统安全风险与传统安全风险
叠加交织引发的巨大危机。

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战略紧张局
势、气候危机、数字技术阴暗面、新冠
疫情等严重威胁。重大挑战没有边
界，各国命运息息相关。应对风险挑
战，迫切需要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团结
合作，形成强大合力。

完善全球治理，首先需要坚持多
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
直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今年
联大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又宣布一
系列支持联合国的重大倡议和举措，
包括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
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 5000 万美元支
持、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
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
金等。这些措施是中国促进国际和平
与发展事业的主动作为，更是中国支
持多边主义的扎实行动。

推动经济复苏
秉持开放包容理念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成为各国
共同期盼。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正
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同时，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盛行，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
流。中国主张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
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
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
制，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今年以来，从广交会到服贸会再
到进博会，从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到新设立三个自贸
区……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
认为，中国经济腾飞奇迹印证了一个
开放型经济模式的成功。目前，全球
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抬头，开放型世界经济将为各
国提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的机会。

后疫情时代，人类需要拥抱新型

全球化，以实现均衡普惠发展。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
所长陈向阳说：“‘一带一路’建设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有利于帮助发展
中国家实现疫后复苏，有助于全球化
向着均衡普惠方向发展。”

重塑发展理念
建设绿色美丽家园

后疫情时代，绿色和创新是各国
发展的“必选项”。各种传染病和自然
灾害屡屡发生警示人类，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路；要改变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双赢。

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法国《回声
报》刊文说，诸多环保人士听到这一消
息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称赞这
一承诺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注入了生命力。

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世界经济
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呼吁各国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
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
的强大合力。

格鲁吉亚《每日新闻网》主编阿弗
坦迪尔·奥提纳什维利认为，中国站在
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为全球环境
治理做出重要贡献。在当前各国致力
于抗击新冠疫情、推动经济高质量复
苏的时刻，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主张
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孙 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后疫情时代世界期待中国作用
核心
提示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从物资援助到疫苗研发，从诊
疗技术分享到构建更强有力的卫生治理体系，中国展
现责任担当，为促进全球卫生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不断注入新动力。

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中国
呼吁各国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
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10月2日，两名小演员在台上表演高车踢碗。当晚，位于上海的中建
二局大悦城项目与毗邻的中建八局安康苑一期项目，联合上海一公益团
队，在中建八局安康苑一期项目工地举办了一场文艺慰问演出，为节日期
间坚守一线的建设者们送去祝福和欢笑。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建筑工地上的文艺晚会

10月4日，小朋友在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Do都城”学习新生儿护
理。正值国庆、中秋假期，大批市民带着小朋友来到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的“Do都城”，参加“潮玩职业 穿越古今”主题活动及各类职业体验，以
寓教于乐的方式欢度假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杭州：职业体验 乐享假期

位于福建漳州的东山县，是全
国第六、福建第二大海岛县。如
今，往来东山的游客或许很难想
象，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寸草
难生、黄沙漫天，岛民们过着“无风
一片白、有风地搬家”的苦日子。

要除穷根，先治生态。20 世
纪 50 年代，在时任县委书记谷文
昌带领下，东山开展植树治沙运
动，几经失败后，顽强的木麻黄最
终在岛上扎下了根。

如今，从山口村村口一眼望
去，仍能看到成片的沙墩被一排木
麻黄挡在村子外。

谷文昌带领大家种完第一批
树后，村里又发动团员青年种树。
就这样，60多年来，一代代人轮番
上阵，沿海一带甚至一度出现“无
处可种树”的情况。

山口村是海岛巨变的一个缩
影。一排排木麻黄让岛民告别了
苦日子，也为后代奠定了宝贵的生
态旅游基础。

出生于1984年的民宿老板刘士
旭去年回到东山南门湾开办民宿。
民宿距离南门海堤不到20米。58年

前，为防止风浪引起海水倒灌，谷
文昌组织当地百姓建起这座海堤，
如今，海堤与大海、石头厝相得益
彰，构成一幅悠然闲适的图景。

刘士旭说，好生态吸引了各地
游客接踵而至，这两年的国庆假
期，民宿都一房难求。

刘士旭原先在外地工作，一个
月工资五六千元，如今回到家乡，
仅半年就盈利 20 多万元。今年，
原本在水产厂上班的姐姐也到民
宿卖起工艺品，一家人一起吃上

“旅游饭”。
东山围绕“生态旅游”久久为

功。如今，当地坚持“每年至少投
入5000万元、绿化1万亩”，全岛绿
化率超过94%。2019年，全县接待
游客 72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74.92亿元。

“未来，我们将朝着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目标继续迈进。”东山县
委书记洪泰伟说，“这也是保住老
祖宗给的资源禀赋，传承先辈留下
的宝贵财富。”

记者 吴剑锋
据新华社福州10月4日电

福建东山：一座海岛的绿色足迹

上图：10月4日，游客在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游览。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景区
客流不断，壮美的瀑布引人入胜。下左图：10月3日，艺人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古城进行民俗展演。国庆、中秋假期，
山东青岛市即墨古城推出民俗展演、夜游古城、特色美食、非遗表演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休闲体验。下右
图：10月4日，游客在福建省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九曲溪乘坐竹筏。长假期间，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福建武夷山景
区客流显著回升，10月1日至4日景区接待超过11万人次，旅游市场呈现繁荣有序的景象。 新华社发

假日景区人气旺

（上接第一版）
2010 年以来，铁岭市投入 1

亿元建设辽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6处，投入资金8417万元，
开展招苏台河、亮子河、柴河、清
河、凡河、王河、长沟河 7 处支流
河口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成7
处河口湿地。太平山古渡口的湿
地风光常吸引周边村民聚集休
闲，只要一有空闲，三合村村民老
赵就会到河边吹一会儿口琴。

自然封育是恢复湿地生态的
最好手段。2011 年至 2019 年，铁
岭市对辽河干流封育18.2万亩，省
补资金6.64亿元全部用于自然封
育。今年又对辽河干流及一级支
流重点段实施退耕封育9.24万亩，
全市辽河干流有堤段实现了两堤

之间全部封育。同时，对辽河干流
主行洪保障区实行全封闭管理，
348 公里的封育围栏阻隔了人类
活动和放牧对湿地的破坏。

10 年封育，草木繁盛。辽河
封 育 区 植 被 覆 盖 率 由 原 来 的
13.7%提高到 85%以上，河滨带植
被恢复到 100%，草地面积增加了
368%，林地增加了 19.5%，累计监
测到鱼类 15 种、鸟类 45 种、植物
178种、昆虫36种。

多彩辽河，水美铁岭。辽河
两岸湿地不仅成为鸟的乐园，更
成为人们观鸟赏花的好去处。
在位于铁岭市凡河新区的莲花
湿地，诗人笔下“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变
为现实。

两岸湿地打造水美铁岭
（上接第一版）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十三

五”期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年均
5233.3万亩，比“十二五”期间年均播
种面积增加95.3万亩。全省粮食总产
量年均2317.2万吨，比“十二五”期间
年均总产量增加178.8万吨。全省粮
食单产年均 443 公斤，比“十二五”期
间年均单产增加 26 公斤。2019 年全
省粮食总产量达2430万吨，粮食单产
为 464 公斤，创历史新高，居全国第
十二位，单产水平居全国第二位，超
额实现规划目标。

稳粮、优经，农业结构持续优化。
朝阳凌源市宋杖子镇范杖子村，

因发展设施农业，成为东北最大的甜
椒生产基地。

这种蝶变，并非孤例。“十三五”期

间，全省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面积
371.1万亩，用于发展优质水稻、专用
大豆、特色杂粮等粮食作物和花生、蔬
菜、中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促进棚室
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提质增效。去
年，全省设施农业产量达到 1192 万
吨。畜禽养殖业持续快速发展，标准
化、规模养殖水平明显提升，成为“肉
盘子”保供给主力军。渔业产业转型
升级取得积极进展，一、二、三产业比
例由2015年的55∶25∶20，变为2019年
的49∶25∶26。

有量，更有质。我省用绿色绘就
农业发展底色。近5 年，全省主要农
作物农药使用量连年实现负增长，化
肥施用总量和亩均施用量均连年递
减，已实现化肥零增长的目标。

农业生产，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

技。眼下，“镐锄镰犁”逐渐退场，智能
化的“金戈铁马”走进农田，农业生产
越来越有“科技范儿”。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期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逐年增长，遴选推介了农业主推
技术 139 项，示范推广优质绿色高效
技术模式10项以上，全省农业主推技
术到位率达到95%以上，全省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以上。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持续提升。到
2019年，全省机耕面积已达3974.5千
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353万千
瓦，完成了“十三五”设定目标。

今年初，疫情下，一场“土豆种植
技术与管理在线峰会”让葫芦岛市南
票区农民陈喜义一次性解决了“种什
么”“怎么种”的问题。

确保农技服务随时“在线”，5 年
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人才培养。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和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需求，全省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79191人次。培育壮大新型规模化
经营主体，5年来，我省农民合作社数
量从 4.8 万个预计发展到 6.92 万个。
录入农业农村部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
数量已由4216家增加到超过5万家，
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数量由947家
增加到2390家，实现“翻番”。

春华秋实，岁月更替。“十四五”
时期，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继续以绿
色和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以政策创
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持续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
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

“金扁担”挑来幸福生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
者樊曦）国庆假期期间，短途探亲、旅
游观光等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
电力、民航等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强化
安全管理，优化服务举措，努力为旅客
打造美好旅途。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的数据显示，10月4日，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11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570列。国网山东龙口市供电公司组
织党员服务队，加强对辖区内电动汽
车充电设备的巡查维护。民航方面，
假日期间，首都航空推出新服务。旅
客可通过首都航空手机客户端选择空
轨联运产品，乘坐北京地铁大兴机场
线可享受票价八折优惠。

铁路等部门打造
国庆假期美好旅途

●记者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针对吉林松原扶余市当日发生的
货车相撞交通事故，应急管理部
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指导地方做
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
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将于10
月底前形成初步数据成果并进入
全面收官阶段。

●始建于公元 1020 年的奉国
寺，至今仍保存完好。3日至4
日，“守望千年奉国寺”纪念活动
在辽宁奉国寺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文物专家、游客共同见证了
千年奉国寺的风采。

●今年10月6日22时18分，火
星将运行至最接近地球的地点。
天文专家表示，在天气晴好的条
件下，我国公众可以欣赏到超级
明亮的火星，其亮度甚至超过了
当晚的木星，成为夜空中“最亮的
星”，光彩夺目。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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