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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荡漾，丹桂飘香。10月11日
至1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
会议在美丽的春城昆明举行。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既是此次大会的主题，也是人类
对未来的美好寄语。作为联合国生态
环境领域的一次重要会议，未来10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将从这里
走向世界。

大美河山、生机盎然，尽
显美丽中国

天山山脉以北，准噶尔盆地东部，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
保护区坐落于此。

前不久，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
中心的王振彪，护送18匹野马进入保
护区乔木西拜野放点。它们要告别圈
养生活，回到祖先栖居过的荒野繁衍
生息。

曾经，地球上仅存的野马主要圈
养在国外动物园里。1985年，我国引
回11匹野马，开启这项濒危物种拯救
行动；经过十多年努力，2001年首次野
外放归野马；2020年底，保护区的野放
野马总数为274匹，新疆境内的野马总
数已占全球野马总数约五分之一。

野马，如同一个缩影，见证中国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
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
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
荣、清洁、美丽的世界。”2020年9月3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
话指出。

我国通过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严厉打击非法贸易等多种举措，不
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修
复。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
有效保护。

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越
来越多珍禽异兽正在回归，展现自然
之美、生态之美——

今年全球动物界一大“网红”，非

云南那群野生亚洲象莫属。通过多年
保护，我国境内的亚洲象野外种群数
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80 头增至目
前的300头左右。

记得今年“进村”的东北虎“完达
山1 号”吗？那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
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我国积极推进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建设。林深藏
虎豹，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种群呈现
增长态势。

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
也在加速恢复。黑颈鹤由不到 3000
只上升到8000多只，藏羚羊升至约30
万只。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
降为“易危”、“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
繁亮相、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地的雪豹
频繁现身……越来越多关于生物多样
性的新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在植物世
界同样力度空前。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
……通过持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保护，德保苏铁、华盖木、百山祖冷杉
等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得到抢救
性保护，部分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步
恢复。

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种质资源
保护，已建有近 200 个各级各类植物
园，收集保存了2万多个物种；基本完
成了苏铁、棕榈和原产我国的重点兰
科、木兰科等珍稀野生植物的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求
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昔日的“打鸟人”侯体国，如今成
为“护鸟人”。

他居住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百
花岭村，被誉为“五星级观鸟圣地”。

“小时候穷，没有肉吃，想吃肉就
上山打鸟。”侯体国说。

近年来，观鸟生态旅游方兴未
艾。侯体国放下弹弓，成了“鸟导”。

“观鸟游”还带火了餐饮、民宿等行业，
仅去年就给村民增收1000多万元。

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环

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
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
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
度体系建设——

在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
上，我国创新生态空间保护模式，创造
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相继出台，数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
的改革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天更蓝，从前些年的雾霾锁城到

如今蓝天白云常驻。
水更清，群众房前屋后的臭水沟

已悄然变为潺潺清流。
山川更美，一些地方曾经缺林少

绿、黄沙漫天，如今绿满青山。
守 好 绿 水 青 山 ，换 来 金 山 银

山——
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从“卖

石头”转向“卖风景”，折射中国发展理
念的重大变革。

村民胡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村里开山挖矿、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
景象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前些年
来，关闭矿山修复生态，余村四季皆有
景。4 年前，在外打拼多年的胡斌回
家乡开起了客栈，生意红火得很。

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扩
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大力发展绿色
生态产业……各地探索“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路径的具体实践，迈
出坚实步伐。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也赢得世界肯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国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
和贡献者，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
对各国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至关
重要，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
的工作值得各国仿效学习。

人类同呼吸、万物共命
运，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当前，人类站在了保护生物多样

性、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同心
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来自中国的
庄严承诺。

今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完善全球环境治
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
现绿色复苏发展。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
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铿锵的话语，向世界进一步释放出
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强
烈信号。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来自中国的
大国担当。

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内马铁
路穿过内罗毕国家公园，向远方延伸，
造福当地人民。

为保证大型动物如长颈鹿的自由
通行，内马铁路一期采用了长达 6.5
公里的大桥全程穿越公园方案，大桥
还设置了声屏障，降低列车通过时的
噪音，以最大程度降低对野生动物的
影响。

这样的故事还有更多。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来自中国的

坚定主张。
携手并进、共创未来。对于即将

在昆明举行的COP15，习近平主席高
度重视，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向全
世界发出“春城之邀”，同各方共商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兼具雄心和务实，充满挑战和
期盼，伴随艰辛与欣喜，此次大会将
总结过去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
实施进展与经验，凝聚缔约方、国际
组织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力，制
定“2020 年 后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型性变革
带来契机，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会。

从昆明出发，携手前行，同心协
力，我们一定能共建一个万物和谐的
美丽世界！

新华社昆明10月10日电

万类霜天竞自由
——写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美国国务院 10 日说，美政府跨部
门代表团与阿富汗塔利班高级代
表9日至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会晤，双方的谈判“坦率且专
业”。阿富汗方面表示，完全履行
塔利班同美方此前在多哈达成的

“和平协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
径，对阿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不应与
政治问题挂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0
日晚发表声明说，美方在会晤中重
点涉及了安全、恐怖主义和人权问
题，以及美国等外国公民和此前与
美方合作的阿富汗伙伴的安全通

行问题。双方还讨论了美国直接
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事项。美方重申对塔利班的评判
将基于其行动，而不仅仅是表态。

阿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巴
尔希 11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方
称，将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并为其他人道组织运送援助
物资提供便利，阿临时政府对此
表示欢迎。阿临时政府同时强
调，完全履行塔利班同美方于
2020 年 2 月在多哈达成的“和平
协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他还说，如有必要，未来会继续同
美方举行此类会谈。

美国和阿富汗代表举行谈判

10月10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耶路撒冷举
行会谈。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在耶路撒冷与以总理贝内
特举行会谈，强调了德国在巴以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默克尔
9日晚抵达以色列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被认为是默克尔卸任前的

“告别访问”。 新华社发

德以领导人讨论巴以和伊核问题

10月11日，戴口罩的行人从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前走过。当日，因新冠疫情实施“封城”措施的澳大利亚第一大
城市悉尼进入“解封”第一阶段，餐厅、酒吧恢复堂食营业，商场、健身房、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也对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
重新开放。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悉尼进入“解封”第一阶段

这是10月10日在也门亚丁拍摄的汽车炸弹袭击现场。一名也门政
府官员10日说，该国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当日发生一起针对政府高级官员
车队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名安保人员死亡。 新华社发

也门亚丁发生汽车爆炸袭击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
（记者和苗 付一鸣） 瑞典皇家科
学院 11 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
家戴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
特和吉多·W·因本斯，以表彰他们
在劳动经济学及实证方法研究领域
的突出贡献。

卡德1956年出生在加拿大圭尔
夫，现就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安格里斯特1960年出
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现就职于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因本斯1963年出生
在荷兰艾恩德霍芬，现就职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
兰·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卡德因

“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获奖，
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因“对因果关
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而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的声
明指出，三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提
供了劳动力市场新洞见，展示了可
以通过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得出关
于因果关系的结论。相关研究方法
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了
实证研究。声明说，社会科学中许
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今年
的获奖成果表明，可以使用自然实
验的研究方法来回答相关问题，类
似于“医学临床试验”。

声明还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评
委会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松的话
说，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安

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对方法论的贡献
表明，自然实验研究方法是知识的
丰富来源。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
人们回答重要因果问题的能力，对
社会有很大益处。

因本斯在接受电话连线采访时
表示，听到获奖消息“惊呆”了，很高
兴能与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分享奖项。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
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
卡德获得其中一半奖金，安格里斯
特和因本斯将共享另外一半奖金。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
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化学家阿尔弗
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
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
典国家银行支出。

三名经济学家分享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华社新德里10月11日电（记者
姜磊） 印度军方 11 日在印控克什米
尔地区与武装人员发生枪战，5 名印
度军人在交火中丧生。

据报道，印度军方当天早上在印
控克什米尔本杰地区展开搜查行动，
与武装人员发生激烈枪战，有4 名士
兵和1名初级军官重伤后不治身亡。

印度军方称，已将当地封锁，并向
该地增派部队，搜索行动仍在进行
中。目前还没有关于武装人员伤亡的
报道。

印控克什米尔发生枪战
5名印度军人死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近期欧洲能源市场拉响供应警报，
天然气、煤炭等紧缺，能源价格上涨
幅度较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希腊、英国等国正计划或实施国家
补贴措施，以减缓成本上升影响。

经历去年寒冬和今年酷暑后，
欧洲能源储备水平降至历史低
位。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数
据显示，当前欧洲区域性天然气库
存仅为满负荷水平的74.7%，为10
多年来最低水平，冬季能源储备亟
待补充。

由于天然气短缺，很多公司转
向使用煤炭，这导致煤炭库存告
急、价格上升。

为了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欧洲
多国政府正努力通过限价、补贴、
减税等办法，尽可能减少能源价格
上涨对消费者及中小企业造成的
影响。

希腊政府日前宣布一揽子补

贴计划，以保护希腊家庭免受油、
气、电价格近期飙升影响，减轻民
众经济负担。计划包括将电力补
贴金额增加一倍，降低电费账单中
社会费率，对居民用电及天然气提
供折扣等。

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政府此
前决定，在今年年底前下调电费增
值税，并暂时取消能源公司发电税。

法国政府宣布对天然气价格
实行限价，并针对较穷困家庭提供
能源补贴和减免税。意大利政府
已拨款数十亿欧元，作为补贴发放
给相关企业，以保护本国公民免受
用电成本上升影响，同时也保证公
共行业正常运转。

英国政府已与几家最大天然
气供应和运营企业举行紧急会
谈。英国商务、能源和产业战略部
国务大臣夸西·克沃滕表示，英国
拥有多样天然气供应来源，将尽最
大能力满足用户需求。

欧洲多国提出举措应对能源涨价

据新华社洛杉矶 10月 10日电
（记者高山） 美国夏威夷州附近海域
10 日发生 6.2 级地震，夏威夷岛及附
近岛屿有震感。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
息，此次地震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10
日 17 时 48 分（北京时间 11 日 5 时 48
分），震中位于夏威夷岛南端纳阿莱胡
以南约27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约35
公里。此后，当地发生了多次余震。

据当地媒体报道，夏威夷岛全岛
以及邻近的瓦胡岛、考爱岛等地有震
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建筑物受损
报告。当地应急部门表示，此次地震
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美国夏威夷州附近海域
发生6.2级地震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0 日电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副执行
秘书戴维·库珀10日在此间说，希
望《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
形成“清晰方向”，为明年的第二阶
段会议确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谈判文本。

库珀在COP15媒体通气会上
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前
所未有，这一状况已经威胁到可持
续发展、经济社会繁荣以及人们生
计。我们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丧
失危机与当前的气候危机以及健
康危机等相互交织，需要未来十年
采取必要行动应对这些危机，实现
2030年生态系统恢复目标。

他呼吁各国领导人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展现“雄心”，增加相
关领域的投资，并在法律法规和激
励机制等方面拿出更多相应措
施。因此各方需要制定“2020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
采取变革性措施提供路线图。

COP15 会议将于 10 月 11 日
至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
召开。第一阶段会议将以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阶段将
以线下会议方式召开。第一阶
段会议要完成除“2020 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外的各项议
题审议，“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要在第二阶段会议审议和
决定。

联合国官员期待COP15
第一阶段会议形成“清晰方向”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 美国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家酒吧 10 日
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4
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10 日凌晨，圣
保罗市一家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一名 20 多岁女子当场死亡，14 人受
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但均无
生命危险。

截至10日下午，警方已逮捕3名
嫌疑人，他们均为男性并中枪受伤。

圣保罗市警方说，事发时该酒吧
里有很多人，其中几人突然拔枪射击，
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枪击事件原因
不明，案件仍在调查中。

美国明尼苏达州
发生枪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