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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
更加清晰。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110 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其惊心动魄的
时代伟力，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为中华民
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成为民族复兴伟大
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一百余年岁月山河，沧桑巨变换了人间。
今天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持续奋斗，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海内外中华儿女，正把握历史
机遇，担当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大潮起，摧枯拉朽
正逢秋日，英雄城市武汉风景如画。大
街小巷，散发着或繁忙或从容的气质。
徜徉在城市，细看街名，中山路、三民
路、首义路、起义街、民权路……历史的烟
云，已化作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是一个秋日。1911 年 10 月 10 日。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武昌城的天空。
那一刻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湖北
新军工程第八营发出的枪响，会埋葬中国两
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未来中国一百多
年的波澜壮阔写下第一笔——
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
随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
1912 年第一天，中华民国成立，亚洲地
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曾不可一
世的至高皇权，就此轰塌。
风卷残云，摧枯拉朽。
由武昌城震惊世界的枪响回溯，穿越半
个多世纪的时光，能听到鸦片战争英国舰队
轰击中国海岸线的隆隆炮声。“天朝上国”封
闭停滞，被远远甩在“百年锐于千载”的工
业革命浪潮后面。此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
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山河破碎、民
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中国往何处去？
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为这个问题苦苦求索。
太平天国的悲歌，洋务运动的夭折，戊
戌变法的幻灭，清末新政的破产……无怪乎
谭嗣同悲叹：“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
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诸多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种必然：“公
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
以革命去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资产阶级革
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
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
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毅然投身民
主革命事业，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民
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
思想，广泛联合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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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写在辛亥革命 110 周年之际
义，为推进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在革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觉醒者
们，以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黑暗的闸
门”，开启了“亚洲的觉醒”。
——安庆起义失败后，“光复军”首领徐
锡麟在公堂上大义凛然，直言“尔等杀我好
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
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
——起义失败被捕后，巾帼英雄秋瑾坚
贞不屈，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
诗，从容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
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中写下“亦以天下人为
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
人谋永福也”的豪迈话语，慷慨赴死。
……
革命，革命！醒来，醒来！
革命的干柴，早已在全国范围内铺就。
武昌城头的那声枪响，最终点燃了辛亥革命
的熊熊烈火。
辛亥革命的烈火，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
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
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
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
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即便如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
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
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
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看
来，辛亥革命的精神之魂是爱国主义精神。
当年，正是因为国家的积贫积弱、民族的危
难多舛、人民的困顿疾苦，有志之士才要用
革命推翻清朝腐败统治，发出“救亡图存”
的呐喊和“振兴中华”的吼声。也正是在爱
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承担起
先辈们未完成的事业，接续奋斗，一个生机
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纪念辛亥革命，
就是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守护好、建设好我
们伟大的国家。”张海鹏说。

传薪火，使命在肩
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 24 号，一座三合
院古朴静谧，李大钊曾在此度过近四年时光。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
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故居
内，一场名为《播火者》的沉浸式话剧，娓娓道
来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生。
透过历史的烟尘，时间拨回到民国初

（上接第三版）

完善监测观测网络。中国建立起各类生态系统、物
种的监测观测网络，在生物多样性理论研究、技术示范
与推广以及物种与生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科
研、教育、科普、生产等各领域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服
务与决策支持。其中，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 国 家 陆 地 生 态 系 统 定 位 观 测 研 究 网 络
（CTERN） 涵盖所有生态系统和要素，中国生物多样性
监测与研究网络 （Sino BON） 覆盖动物、植物、微生物
等 多 种 生 物 类 群 ， 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观 测 网 络 （China
BON） 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指示物种类群观测样区。

加强资金保障。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投入生物多样
性保护领域的资金，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重要保
障。2017－2018 年，连续两年安排超过 2600 亿资金投入生
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是 2008 年投入的 6 倍。同时，利用财
税激励措施，积极调动民间资本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2020 年，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首期募资规模 885 亿元。
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研
究专项，构建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完善生物多样性调
查、观测和评估等相关技术和标准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有力科技支撑。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
“ 典型
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
“ 物种资源保护专项”
“ 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保护专项”等一批基础科研项目，加强濒危野
生动植物恢复与保护、种质资源和遗传资源保存、生物资
源可持续利用和产业化等技术研发，逐步构建生物多样性

年。李大钊曾对革命成果——建立共和制度
山先生画像，不禁热泪盈眶。8 天后，她这
欢欣鼓舞。然而，革命果实很快落到以袁世
样向世人讲述在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
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
“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
的李大钊，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
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抓住我的心，我
度存在着“隐忧”。1913 年，他以愤怒而沉
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
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
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
有于吾民也！”
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尽管皇帝退位，但各地军阀依然争战不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辫子”犹存； 国人民，始终奋力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难掩惨遭列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强欺凌瓜分的悲惨境遇……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
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的先
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进分子在探寻中发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
列宁主义，犹如一道刺破暗夜的闪电，给苦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
深重的旧中国带来希望。一年多后，五四运动
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劈开旧中国如磐铁幕，唤醒暗夜中沉睡的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在激辩中传播，于比较中选择。
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
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些老同盟会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李大钊、毛泽东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等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者，纷纷把目光投
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
向了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
1921 年 7 月 23 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
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闷热。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
望志路 106 号，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小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楼里，亮起星点灯光，中共一大在这里召
同奋进，迈向复兴
开。从此，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
为什么共和制度在中国社会步履维艰？
珠江口西岸，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没有深入发
孙中山先生故乡。
动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伟力。只有唤起
如今，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西主塔已
亿万民众的觉醒，方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封顶。到 2024 年，全长 24 公里的深中通道正
走向。
式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仅需 20 分钟。
认识到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
拉近的，不仅是路程。“敢为天下先”的
党人承担起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精神力量，延绵广远。
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开创出
“ 振 兴 中 华 ”！ 1894 年 ， 孙 中 山 先 生 在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兴中会章程》 中，首次喊出时代的最强音。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百余年前，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
又在《建国方略》中，构想了一幅幅宏伟蓝图。
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带领广大人民夺取了
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无数
先生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说：
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
这一刻，近代以来历经苦难斗争的中国
的可能。”
人民，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曙光——
“‘振兴中华’的理想在近代中国国运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
微、制度腐败、战乱不已的情况下，难以实现。
立了！”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实现民族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主席
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表示。
用激昂的语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震天的
“我们走遍大江南北，看着国家的生机勃
欢呼激荡在天安门广场。
勃，今天的铁路、公路、港口、水利、电力以及航
身着深色旗袍的宋庆龄站在城楼上，看
天工业的建设成就已远超孙中山先生当年的
着眼前涌动的人潮，看着广场上矗立的孙中
想象。”孙中山先生曾侄孙孙必达很自豪。

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体系。发挥高校和科研
（一） 积极履行国际公约
院所优势，推进科教融合，加强生物多样性人才培养。
中国积极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其议定书，促
（三） 加强执法监督
进相关公约协同增效，展现大国担当，在全球生物多样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性保护和治理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组
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1992 年以
织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等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
来，中国坚定支持生物多样性多边治理体系，采取一系列
涉及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问题的打击整治力度，坚决制
政策和措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作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
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系统、物种和生物资源的行为。
缔约方，按时高质量提交国家报告，2019 年 7 月提交了《中
加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力度。2015 年起，建立
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国家报告》，同年 10 月提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逐步覆盖 31 个省、自治
交了《中国履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四次国家报
告》。2019 年以来，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
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中央企业。坚持问
题导向，重点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长
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有力支持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江十年禁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任务开展督察， 的运作和执行。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全球环境基金捐
推动解决一批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央生态环境
资力度，已成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
有力地支持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保护督察制度有力推动各级政府和部门承担起保护生态
环境的责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与
其他生态环境问题联系密切，中国支持协同打造更牢固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法检查。开展跨部门、跨区域
和跨国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走
的全球生态安全屏障，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协同
私，对涉及野生动植物交易等违法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推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与其他国际公约共同发挥作
用。中国持续推进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管长效机制，开展“绿盾”自然保
护地强化监督、
“ 碧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 中国渔政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剑”、
“昆仑行动”等系列执法行动，对影响野生动植物及其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联
栖息地保护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建立长江禁捕退捕的
合国森林文书》 等进程，与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建立国际
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执法联动协作机制，加大非法捕捞专项
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中心，与新西兰共同牵头组织“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工作，并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
整治力度，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形成高压态势。
（四） 倡导全民行动
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协同解决方案。2020 年 9 月，中国
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政府加强
引导、企业积极行动、公众广泛参与的行动体系基本形
为全球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
成，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参与
推动履约取得明显成效。中国为推动实现 2020 年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度全面提高。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和科普
活动，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世界
作出积极贡献。自发布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2011－2030 年） 以来，中国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湿地日、六五环境日、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等
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系列活动，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进
和体制机制、加强就地和迁地保护、推动公众参与、深
一步增强公众保护意识。创新宣传模式，拓宽参与渠
化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有力推动改善了生态环境。其
道，完善激励政策，邀请公众在生物多样性政策制定、 中，设立陆地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
务、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等 3 项目标超额完
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中积极参与、建言献策，营造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发布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可持续管理农林渔业、可持续
者 ” 提 升 公 民 生 态 文 明 意 识 行 动 计 划 （2021 － 2025
生产和消费等 13 项目标取得良好进展。
年）》《关于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二） 增进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注重广泛开展合作交流，凝聚
为各类社会主体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指
南和规范。成立长江江豚、海龟、中华白海豚等重点物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合力。借助“一带一路”“南南
种保护联盟，为各方力量搭建沟通协作平台。加入 《生
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
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发起的“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
提供支持，努力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将
伙伴关系”（GPBB） 倡议，鼓励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领
域工作，积极引导企业参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
容，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系列举措，
为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帮
四、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助他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成
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各国是同舟共
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40 多个国家成为合
济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
作伙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与绿色
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为推进
转型等方面开展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
据服务平台，吸纳 100 多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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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实施绿色丝路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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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是辛亥革命者们
的梦想。
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面首义广
场。位于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曾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如今，已
成为人民群众了解辛亥革命历史的一座地标。
9 月 30 日 ， 为 纪 念 首 义 精 神 而 举 办 的
“辛亥首义人物图片史料展”在纪念馆隆重举
行。展馆内，一幅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
为公”横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
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
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
谋幸福”，带领革命者们为此目标矢志不移。
如今，中国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再无饥馑之年、冻馁之患，迈上了
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繁荣
富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辛亥革
命志士的后裔，我非常自豪，相信这一定也
是我们的先辈所期望的。”打响武昌起义第一
枪的熊秉坤的长孙熊永铸激动地说。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近日，在北京的一处住宅里，黄埔军校
同学会会长、抗战老兵林上元及他的儿子、
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际平接
受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林上元老人已 97 岁高龄，林际平也
已年近古稀，但父子俩一直以黄埔精神为纽
带，团结海内外黄埔同学和他们的后人，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进程而奔走。
“我的外曾祖父是参加过武昌首义的辛亥
革命元老张难先，国破山河碎的悲痛历史，
已深深刻入他们的骨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
国家，已牢牢印在他们的意识中。我们所做
的，就是传承他们的精神，为国家的统一作
贡献。”林际平很坚定。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
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
圣职责。确保国家完整不被分裂，维护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意志，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思考台湾问题，我们会清楚认识到，
国家统一是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张海鹏说。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
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三个多月前，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展望——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
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8 日 电 记 者 王 琦 、
孙少龙、王子铭、任沁沁、廖君，参与记者
喻珮、查文晔）

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加强环保能力建设，通过开展
培训、项目合作等形式，为有关国家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帮助。
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南南合作”。中国在“南南合
作”框架下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支
持，全球 80 多个国家受益。建立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
作中心，定期举行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圆桌对话，
围绕生态系统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进行交流。
建立中国－东盟环境合作中心，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发和
实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合作计划”“大湄公河
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等项
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规划和管理以及社区生计
改善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建立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
多样性研究中心，开展联合科学考察、重大科学研究、
政策咨询与人才培养等工作。建立中非环境合作中心，
促进环境技术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机遇。
广泛开展双多边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
深化生物多样性领域对外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峰会、领导人气候峰会等国际会议及活动，为保护生
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组织召开“2020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部长级在
线圆桌会，共商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中法两国
共同发布《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
与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展开候鸟保护的长期合作。与俄罗
斯、蒙古国、老挝、越南等国家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
和生态廊道，其中，中俄跨境自然保护区内物种数量持续
增长，野生东北虎开始在中俄保护地间自由迁移；中老跨
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面积达 20 万公顷，有效保护亚洲
象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中国还与德国、英国、南
非等分别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与日本、韩国建立中日韩三国生物多样性政策对话机制。

结束语
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的家园，生物多样性是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
和根基。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全人类是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生态文明建设具备更多条件，同时，也面临很多挑
战，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中国将秉
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状况，提升生态服
务功能，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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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