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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視頻出席COP15峰會 籲各方出資支持發展中國家

中國 15 億設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2 日下午以視頻方式出席
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領導人峰會並
發表主旨講話。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將率
先出資 15 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
事業。中方呼籲並歡迎各方為基金出資。習近平強調，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
人，世界應攜手同行，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地球家園，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習近平指出，人與自然應和諧共生。要尊重
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構建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的地球家園。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
發展蒙上陰影，面對恢復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
重任務，我們要加強團結、共克時艱，讓發展
成果、良好生態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民，構
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地球家園。
習近平提出，為了共同的未來，要攜手同
行，開啟人類高質量發展新征程：以生態文明
建設為引領，協調人與自然關係；以綠色轉型
為驅動，助力全球可持續發展；以人民福祉為
中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國際法為基礎，
維護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詳見表格）
在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習近平指出，中
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前段時間，
雲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讓我們看到了中
國保護野生動物的成果。中國將持續推進生態
文明建設，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
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建設美麗中國。
習近平宣布，中國將率先出資 15 億元人民
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
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中方呼籲並歡迎各方
為基金出資。

建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
為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國將陸
續發布重點領域和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和一系
列支撐保障措施，構建起碳達峰、碳中和「1+
N」政策體系。中國將持續推進產業結構和能源
結構調整，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
壁、荒漠地區加快規劃建設大型風電光伏基地
項目，第一期裝機容量約1億千瓦的項目已於近
期有序開工。

開啟人類高質量發展新征程四要點
第一，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引領，協調人
與自然關係。
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把人類活動限制
在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對山水林田湖草
沙進行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

第二，以綠色轉型為驅動，助力全球可
持續發展。
要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把生態優勢轉化
為發展優勢，使綠水青山產生巨大效益。我們要
加強綠色國際合作，共享綠色發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為中心，促進社會公
平正義。

● 10 月 12 日，《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
締約方大會召開。
新華社

內地本土病例零新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通社報道，11 日 0 至 24
時，中國內地報告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2
例，均為境外輸入病
例。無新增死亡病例。
無新增疑似病例。黑龍
江省高風險地區清零，
現有中風險地區9個。
至 11 日 24 時，黑龍
江省現有境外輸入確診
病例 4 例，現有本土確
診病例41例，現有本土
無症狀感染者4例。
截至 11 日 24 時，中
國內地報告現有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 669 例（無
重症病例），累計死亡
病例 4,636 例，累計報
告確診病例96,435例。

中國首批 5 個國家公園出爐

要心繫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實現保護環境、
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消除貧困等多面共贏，增
強各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國際法為基礎，維護公平合理
的國際治理體系。
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有效遵守和實施國際規
則，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設立新的環境保護
目標應該兼顧雄心和務實平衡，使全球環境治理
體系更加公平合理。

● 開幕式
上 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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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
習近平最後強調，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
人。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讓
我們攜起手來，秉持生態文明理念，站在為子
孫後代負責的高度，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
體，共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
COP15領導人峰會於12日在昆明以線上線下
結合方式舉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俄羅
斯總統普京、埃及總統塞西、土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法國總統馬克龍、哥斯達黎加總統阿爾
瓦拉多、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巴布亞
新幾內亞總理馬拉佩、英國王儲查爾斯等以視
頻方式出席。

●10月12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出席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並發表主旨講話。
新華社

三江源國家公園
地處青藏高原腹地，總面積 12.31 萬
平方公里，是孕育華夏文明歷史的長
江、黃河、瀾滄江發源地。擁有冰川雪
山、高海拔濕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
草甸等高寒生態系統，是國家重要的生
態安全屏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12日的視頻講話中宣布：
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
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
家公園。首批 5 個國家公園保護面積達
23萬平方公里，涵蓋近30%的陸域國家
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為加強生物多
樣性保護，中國正加快構建以國家公園
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逐步把自然
生態系統最重要、自然景觀最獨特、自
然遺產最精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區
域納入國家公園體系。同時，本着統籌
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的原則，啟
動北京、廣州等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

均具典型生態功能代表性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公園是由國家批
准設立主導管理，邊界清晰，以保護具
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
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

象群「走進
走進」
」會場
共赴人與自然之約
COP15 第一階段會議 11 日在昆
明開幕，不久前世界矚目的亞洲象
群以名為《「象」往雲南》的短片
形式 「走進」 會場。「雲」聚一
堂的全球代表，也借重溫野生亞洲
象群家族跨越大半個雲南的旅程，期待共赴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之約。
6 分多鐘的短片用珍貴的鏡頭記錄了 16 頭野生亞
洲象走出牠們的棲息地雲南西雙版納，歷經 17 個
月、行程1,300公里，跨越大半個雲南，北渡南歸的
「奇幻之旅」，象群的這場旅行，這一路，象在人
的呵護中前行，人象和諧相處探索出全新版本——
有一頭象寶寶降生、兩頭大象折返回家的「意
外」，也有象群逼近昆明城區的「驚險」。
「《『象』往雲南》的短片，是中國和雲南省生
物多樣性保護成果的生動寫照，也充分說明無論國
界、膚色、種族、語言，保護生物多樣性、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都是我們最大的公約數。」在隨後的致
辭環節，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阮成發如是說。
●中新社

納生態紅線區 最嚴保護
與一般意義上單純供遊覽休閒的公園
不同，國家公園屬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
劃中的禁止開發區域，納入全國生態保
護紅線區域管控範圍，實行最嚴格的保
護。

大熊貓國家公園
保存了大熊貓棲息地面積 1.5 萬平方
公里，佔全國大熊貓棲息面積的
58.48%，分布有野生大熊貓 1,340 隻，
佔全國野生大熊貓總量的71.89%，是世
界生物多樣性熱點區。

●均為資料圖片

東北虎豹國家公園
地處亞洲溫帶針闊混交林生態系統的
中心地帶，是中國境內規模最大且唯一
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東北虎、東北豹種
群的定居和繁育區域。

中老鐵路全線鋪軌完成 年內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10
月 12 日 10 時許，在中老鐵路曼木樹隧道出
口，隨着中國自主研製的新型長軌牽引車將最
後一組 500 米長鋼軌精準推送到位，中（國）
老（撾）昆（明）萬（象）鐵路全線鋪軌完
成，預計年底開通運營。建成通車後，雲南昆
明至景洪僅需 3 個多小時，至老撾萬象有望實

理利用的特定陸地或海洋區域。
第一批國家公園正式設立，體現了高
起點和嚴要求，向着建立系統的國家公
園體系邁出了堅實步伐。
第一批國家公園，一個共同點是都
具有典型的生態功能代表性，如三江
源國家公園主要保護青藏高原重要生
態功能區；大熊貓國家公園、東北虎
豹國家公園守護着大熊貓、東北虎、
東北豹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以及
以這些旗艦物種為傘護種的重要生態
系統；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武夷
山國家公園則主要保護熱帶、亞熱帶
重要森林生態系統。

現直達運輸、當日通達。

中方主投資 全線中國技術設備

中老鐵路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老撾
「變陸鎖國為陸聯國」戰略對接的重要項目，
也是首條以中方為主投資建設、全線採用中國
技術標準、使用中國設備並與中國鐵路網直接
聯通的國際鐵路。全線由中國段和老撾段組
成，全長1,000多公里。
據了解，施工中應用了中國首創的北斗自動
巡航走行定位系統引導的操作模式，實現智能
鋪軌提高精度。施工中，建設者採用四台機車
重聯牽引，解決長大坡道運輸困難；利用可視
化信息技術遠程調度施工組織，提高鋪軌效率
和質量。
中國鐵路昆明局集團滇南鐵路建設指揮部副
指揮長顧懷力介紹，全線軌道鋪通是建設的標
●中老鐵路曼木樹隧道出口，隨着最後一組 誌性節點，後續將全力推進軌道精調、「四
500 米長鋼軌精準推送到位，標誌着中老鐵路 電」設備安裝及調試等，為年底開通運營奠定
全線鋪軌完成。
中鐵昆明局集團 供圖 了重要基礎。

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

武夷山國家公園

主體位於海南島中部山區，擁有
中國分布最集中、類型最多樣、保
存最完好、連片面積最大的大陸性
島嶼型熱帶雨林，是海南長臂猿的
全球唯一分布地，也是熱帶生物多
樣性的寶庫。

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地，擁有
同緯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積
最大的中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以
及特色丹霞地貌和豐富的歷史文化
資源，是世界著名的生物模式標本
產地。

執意謀「獨」的蔡英文們已來日無多！
民進黨當局領導人
蔡英文在 10 月 10 日發
表的所謂「講話」
中，鼓吹「台獨」、
煽動對立，割裂歷史、扭曲事實，綁架台灣民意，
勾連外部勢力，為其謀「獨」挑釁張目。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兩岸同胞本應共同緬
懷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的歷史功勳，學習和弘揚
他們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為實現國
家統一、民族復興而努力奮鬥。但民進黨當局卻為
一己私慾再次上演數典忘祖的戲碼，推行「去中國
化」，以割裂歷史的方式，強行割裂台灣民眾與中
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血肉聯繫，完全站在包括台灣
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對立面。
民進黨當局謀求「台獨」分裂，是當前兩岸關係
緊張動盪的根源，是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威
脅。近年來，民進黨當局無視廣大台灣同胞對穩定
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期盼，罔顧大陸方面的善意規
勸，執意在謀「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破壞兩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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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重重障礙，關閉兩岸交流大門；勾連外部勢力
製造事端，拉高兩岸對抗風險。種種惡行，絲毫不
顧及島內民眾的福祉和安全。
在大陸日益發展壯大的今天，民進黨當局還一意
孤行謀「獨」挑釁，很大程度是寄希望於美國等外
部勢力給予所謂的「支持」。但這幫「台獨」分子
顯然打錯了算盤，美國等外部勢力只是拿台灣問題
做文章，試圖「以台制華」，遏制中國發展，根本
不會為台灣「拚命」。更何況，兩岸軍事實力對比
懸殊，到時台灣恐怕還沒來得及反應，就已被完全
控制。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的前途
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的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意志。
這是歷史的鐵律，更是歷史的正義。歷史已經證明
並將繼續證明，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
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台獨」是絕路，執意
謀「獨」的蔡英文們已經來日無多！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海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