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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
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草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
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
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致近期一些
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经济运行
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有关方面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采取一系列措
施加强能源供应保障。针对今冬明春
电力、煤炭供求压力依然较大的情
况，会议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保”的重要
内容，要发挥好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
作用，有效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措

施，保证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一要坚
持民生优先，保障好群众生活和冬季
取暖用能，确保发电供热用煤特别是
东北地区冬季用煤用电。加强民生用
气供应，适时组织“南气北上”增加
北方地区取暖用气。二要在保障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
煤矿尽快释放产能，加快已核准且基
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产，促进停
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改、尽早恢
复生产。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保障煤
炭运输，确保生产的煤炭及时运到需
要的地方。三要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
力供应。针对煤电企业困难，实施阶
段性税收缓缴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
构保障煤电企业购煤等合理融资需
求。四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
成机制。有序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全部

进入电力市场，在保持居民、农业、
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前提下，
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
不超过 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
不超过20%，并做好分类调节，对高
耗能行业可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不
受上浮20%的限制。鼓励地方对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
惠政策。五要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
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建设。积极推进
煤炭、天然气、原油储备及储能能力
建设。六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完善地方能耗双控机制，推
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间内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推动重点领域
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在主要耗煤行业
大力推进煤炭节约利用。会议要求，

要压实各方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责
任。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统筹兼顾。
各地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
有序用电管理，纠正有的地方“一刀
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反
对不作为、乱作为。主要产煤省和重
点煤企要按要求落实增产增供任务。
中央发电企业要保障所属火电机组应
发尽发。电网企业要强化电力运行调
度和安全管理。对不落实能源保供责
任的要严肃追责。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
保护法 （草案）》。草案突出加强生
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污染防治等制度规定，严格设定
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会议决定将草
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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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14日在广州出席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将出席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开幕式

“探索一号”搭载“奋斗者”号顺利返航

图为工作人员在西太平洋准备从“探索一号”科考船甲板布放
“奋斗者”号。 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摄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
王宾、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底前举行视
频会晤进行了讨论。

赵立坚说，根据两国元首9月10
日通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双方
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
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赵立坚表示，两国元首在 9 月
10日通话时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
保持经常性联系。为落实两国元首
通话共识，杨洁篪同沙利文在会晤
时就两国元首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
进行了讨论。

外交部：

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进行了讨论

本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何
欣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8 日发表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中国幅员辽阔，陆

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
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
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国家之一。作为最早签署和批
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方之
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

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皮书称，中国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提出并实施国家
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
重要举措，不断强化就地与迁地保
护，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

显著成效。
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生物多样性
保护纳入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
划，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技术保
障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执法监督力
度，引导公众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

白皮书指出，面对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全球性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

命运共同体。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
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
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为推进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与国际社
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白皮书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万物
和谐美丽家园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
献者，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共同努
力，开启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
的世界。

（全文见第三至第四版）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新华社联合国10月6日电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 6 日举
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
代表戴兵出席会议并发言，阐述中
方在发展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并欢
迎各方加入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一般
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戴兵说，当前新冠疫情持续肆
虐，吞噬全球减贫和发展成果，世
界经济复苏分化失衡，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新的挑战。各
国应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谋可持
续发展，为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和
疫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一是深化抗疫合作，团结抗击
疫情。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把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疫苗在发
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弥
合“免疫鸿沟”。

二是坚持发展优先，促进疫后
经济复苏。应把发展置于全球宏观
政策框架突出位置，关注发展中国
家特殊需求，把减贫作为最优先事
项，同时重点关注粮食安全、教
育、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

三是倡导绿色理念，积极应对

全球性挑战。各国应以疫后复苏为
契机，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应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
家应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四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
化发展伙伴关系。应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强发展中国
家的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其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戴兵表示，中国领导人在出席
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郑重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
落实2030年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
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遵循务实合作的行动指南，倡导开
放包容的伙伴精神，既是对中国自
身发展经验的总结，也契合了各国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
要。中方欢迎各国加入全球发展倡
议，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合作，共同
推动这一倡议，为加快落实2030年
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
续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呼吁各国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本报北京电 （记者刘峣） 国务院新
闻办日前举行“奋力开启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新征程”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
权局局长申长雨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
将继续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
活力。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下称

《纲要》）。申长雨介绍，《纲要》确立了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两个具体目标。第一个目
标是，到 2025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
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
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
幅提升，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
口总额达到 3500 亿元，每万人口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

第二个目标是，到 2035 年，知识产
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
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
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
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
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
建成。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上升到
第 12 位，稳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申长
雨表示，中国排名连续第9年稳步上升，累
计提升23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贯彻
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巨大成绩。

本报北京10月8日电（记者贺勇） 10月7日，由
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戏
曲文化周在园博园圆满落幕。7天时间里，来自京津
冀三地的 23家专业文艺院团机构以及多家民间社团，
联袂献上 240场精彩演出。为向国际推广中国戏曲文
化艺术，本届戏曲周组委会与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
心合作组织开展了京剧文化之旅活动，邀请在京外籍
人员体验中国戏曲的艺术特色与魅力，受到了参与者
的好评与赞叹。

京剧文化之旅主体活动邀请了波兰使馆、巴基斯
坦使馆、乌克兰使馆和蒙古国使馆的20余名外交官员
及其家属，在风景如画的园林中，欣赏中国戏曲，体
验中式风情。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所高校的
100 多名留学生参与了京剧文化之旅之爱上戏曲活
动。“通过学习勾画脸谱和戏曲动作，我对中国文化
有了更多认识和了解。我越来越喜欢中国戏曲，喜欢
中国文化。”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加拿大华裔留学生蓉
蓉笑着说。

本届戏曲周还通过国际在线、雅虎、先驱日报等
10余家海外媒体进行综合新闻报道，覆盖全球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据悉，之后还有一系列常态化活动接
力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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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各地迎来旅游热潮。在保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
提下，不少热门景区及城市地标人流涌动，尽展生机与活力。

大图：游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景区参观。
张 莉摄

小图：游客排队进入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景区游览。
邓道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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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8日电（记者严
冰） 吉林省长春市政府与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在长春龙嘉
国际机场举行国航长春—法兰克福
开航仪式。

长春—法兰克福航线是长春开

通的首条定期远程国际航线，航班号
为CA779/80，每周一班，周四从长春
出发，执飞机型为 A330—300。该航
线的开通将为东北地区国际客运航
线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满足这
一地区不断增长的航空市场需求。

国航开通长春—法兰克福直飞航线

北京市门头
沟区王平镇近日
开 展 “ 走 进 科
学、点亮梦想”
科 技 体 验 日 活
动，设置活字印
刷、声音喷泉等
12 个 项 目 ， 吸
引 300 余名居民
前来参观。图为
居民在体验科普
项目。

王福冬摄

新华社三亚10月8日电（记者
陈凯姿） 8日，“探索一号”科考船
搭载“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完成阶段
性作业任务后顺利返航，抵达海南
三亚锚地。这标志着“奋斗者”号
已完成首次常规科考应用。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获悉，今年 8 月 11 日，

“探索一号”科考船从三亚出发，赴

西太平洋海域进行其第21航次首个
航段科考任务。其间，“奋斗者”号
共下潜 28 次，其中 7 次到达万米深
度开展作业，采集了多个种类的深
渊水体、岩石、沉积物及生物样
品。此外，本航段还有多项深海装
备完成海试任务。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9人搭乘
“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挑
战者深渊”下潜超过万米海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