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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2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蒙古国
总理奥云额尔登举行视频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邻邦。
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今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赫总统通话，

就深化中蒙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当前两
国都面临抗击疫情、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任
务。双方加强合作对两国、对地区都有利。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拓展重点领域合作，扩大双边贸
易，在有效防控疫情前提下便利口岸通关、

增加口岸过货量。希望双方进一步落实防沙
治沙合作，共创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中方
将一如既往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抗击疫情，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李克强强调，能源安全事关国计民生。
中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我们仍然希望开展

韩正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2 日电 《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12
日在中国昆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
频在峰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峰会并致辞。
韩正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生

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
当前，我们正处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
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时期。我们有责任积
极行动起来，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不断
增强生态系统的韧性，守护好我们唯一的地
球家园。期待各方在这次大会上以最大的政

治决心，积极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巨大挑
战，共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为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之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将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采取更加务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积极承担与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
国际责任，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作出应有
贡献。
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斯达
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
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
王储查尔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先后
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致辞。

“在参与民族复兴中实现更好发展”
——第十三届“重庆·台湾周”举行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将为两岸经济合作特
别是台胞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和
更大空间。希望广大台胞台企把握大陆新发展
阶段的巨大机遇，主动适应新发展理念，积极
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参与民族复兴中实现更好
发展。”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三届“重庆·台湾
周”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周宁的讲话
引发在场台湾嘉宾共鸣。
本届“重庆·台湾周”以“共享新机遇·融
入新格局”为主题，着力深耕基层、深耕经
贸、深耕人文，务实开展四大版块 14 个分项活
动。来自两岸的嘉宾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参与
活动，聚焦两岸发展新机遇，共话两岸经贸合
作与文化交流。

共享发展机遇
“实践证明，大陆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态势没有改变，大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巨大
的投资潜力没有改变，大陆以人民为中心、为
两岸同胞共谋福祉的初衷不会改变。”开幕式致
辞中，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
表示，希望两岸企业家看清历史大势，担当民
族大义，扛起时代重任，搭上祖国大陆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 年 1 至 8 月，两岸贸
易额 208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8%。周宁指
出，事实证明，两岸经济合作挡不住、停不
了。“‘十四五’规划为台湾同胞发展提供巨大
机遇和广阔空间，希望广大台胞做两岸融合发
展的实践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作为活动举办地的重庆是台企投资的重要
目的地，台湾已成为重庆第五大贸易伙伴。数
据显示，2021 年 1—6 月，重庆新增台资企业 40
家，同比增加 42.9%。截至 2021 年 6 月，重庆累

计批准台资企业 1907 家，累计实际利用台资
70.89 亿美元。2021 年 1—6 月，渝台贸易额为
327.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4%。
“台湾企业要充分把握大陆发展机会，促进
两岸产业互利双赢，为两岸新时代的融合发展
开启更广阔的新空间。”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
面理事长刘兆玄表示，台湾与重庆之间有着深
厚的渊源，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将持续促
进渝台产业界紧密交流对接。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表示，希望有更多台企台
胞到重庆、到大陆来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共享新
机遇、融入新格局，让渝台合作更上一层楼。

集重庆，与重庆相关区县乡镇开展交流，共同
推进渝台基层深度交流融合，促进两岸协调发
展、共同发展、共享发展。
台湾彰化县县长王惠美通过视频致辞表
示，彰化县与重庆交流交往多年，两地民众感
情深厚。2019 年元宵节，重庆铜梁火龙应邀赴
彰化演出，震撼人心的表演给彰化乡亲们留下
深刻记忆。“因疫情影响，2020 年铜梁火龙未能
赴台，两地民众都感觉非常遗憾。希望通过渝
台基层交流这个桥梁和纽带，深化双方在经贸
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共话亲情乡情

瞻仰铜像、默哀、敬献花篮、绕墓一周……参
2021 渝台同名乡镇村联谊活动是本届“重
与本届“重庆·台湾周”活动的两岸嘉宾近日来
庆·台湾周”分项活动之一。来自重庆市綦江区
到重庆市北碚区张自忠将军烈士陵园，共忆抗
横山镇、广东省廉江市横山镇、江西省上饶市
战历史，共同祭奠缅怀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
横山镇等大陆有关省份的“横山乡镇村”代表
祭奠仪式结束后，大家参观了张自忠将军纪念
齐聚山城，与台湾新竹县横山乡的嘉宾一起， 馆，详细了解张自忠将军抗日殉国的光辉事迹。
共话亲情乡情，共寻促进乡村振兴、两岸融合
“今天来到这里，了解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
的路径与方法。
的故事，我感慨万分。唯有铭记中华民族艰辛
“两岸同胞本就是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炎
的抗战历史，才能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
黄子孙，重庆市与新竹县在文化历史、地理环
活。”台湾抗战老兵后代蒋成龙说，这是一个具
境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横山’ 有爱国意义的活动，希望未来能扩大举办，让
同名乡镇代表着双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台
更多两岸年轻人到这里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湾新竹县县长杨文科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同名
本届“重庆·台湾周”期间，台湾嘉宾们还
乡镇村这个桥梁和纽带，加强新竹县与重庆市
先后参观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冯玉祥将军
及大陆各“横山”同名乡镇村的联谊交流，促
旧居、建川博物馆等对台交流基地，全面了解
进双方在产业、经济、交通和建设等方面的合
抗战历史、深刻感受重庆抗战文化。
作。同时，也真诚期盼疫情趋缓后，两岸能够
重庆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抗战历史
正常互通来往，加强两岸相聚交流、增进同胞
到两岸融合发展，渝台两地联系密切。两岸同
感情。
胞应当坚持两岸和平发展正确道路，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渝台基层交流活动”也在重庆 “台独”，携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创两
举行。来自大陆多个省市的台湾彰化籍台胞聚
岸美好未来。

近日，《光明净妙——福和斋藏当代琉璃佛教造
像展》 亮相杭州净慈寺美术馆，展出台湾琉璃工艺
艺术家杨惠姗以敦煌为创作题材的 91 件作品。
左图：观众拍摄展品。
下图：展出的琉璃作品。
陈建明摄

香港中小学明年起须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本报香港 10 月 12 日电 （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
教育局 11 日向全港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出通告，就将国旗
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以及学校升挂国旗和区旗及举
行升国旗仪式事宜提供最新指引。从明年 1 月 1 日开
始，学校必须于每个上课日以及香港回归纪念日、国庆
日等重要日子升挂国旗。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根据《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
教育局局长须就将国旗及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发出指
示，以教育学生国旗及国徽的历史及精神，国旗升挂和使
用的规范及升国旗仪式当守的礼仪，以及就有关每日升
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事宜，向学校发出指示。
发言人表示，为促进国民教育及培养学生的国家观
念和民族感情以及加强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全港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必须于每个

上课日以及元旦日（1 月 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
日（7 月 1 日）和国庆日（10 月 1 日）升挂国旗。学校如有足
够旗杆，在升挂国旗时应同时升挂区旗。此外，学校必须
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以及于这些日子或其前后的上
课日举行升国旗仪式，升国旗仪式中须奏唱国歌。
发言人表示，国旗、国徽及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
志，所有公民必须予以尊重。培养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
同，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学习宗旨之一，也是学校教育应
有之责。除了上述日子，教育局也强烈建议学校在毕业
礼和运动会等重要的日子和特别场合举行升国旗仪式。
发言人说，至于幼儿园，学校应考虑其校舍空间、
设施、环境等因素，在条件许可下照中小学的规定升挂
国旗及区旗以及举行升国旗仪式，让学生从小开始认识
国旗和国歌。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
电 （记者王宾）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 12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会见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赛冲。
汪洋表示，中柬两国传统
友好，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会见了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
列太后，向莫尼列太后颁授友
谊勋章，同洪森首相保持战略
沟通，充分彰显了中柬关系的
战略性和特殊性。双方要发
挥高层交往对双边关系的政
治引领作用，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
持，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实现共同发展。中
国全国政协愿同柬参议院继
续保持各层级交往，为构建中
柬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
赛冲祝贺中国取得的辉
煌成就，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的支持帮助，表示愿与中方
加强抗疫合作，柬参议院愿
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合
作，推动柬中关系不断发展。

汪洋会见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赛冲

李克强同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举行视频会晤

多元化的能源合作，乐见两国扩大煤炭贸易
规模，实现互利共赢。中方鼓励和支持两国
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则积极开展合
作，以长期合理稳定的价格保证能源供应链
通畅安全。
奥云额尔登表示，蒙中是命运共同体，
蒙方赞赏中方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感谢中方向蒙方提供疫苗，两国合作抗
疫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希双方加强矿
产、基础设施建设、沙漠化防治等领域合
作，提高边境口岸过货量，推动蒙中关系实
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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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坚决反对台湾个别人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记
者孙楠） 针对近段时间台湾个别政
治人物多次“投书”外国媒体，刻意歪
曲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外交部发言
人 赵 立 坚 12 日 在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表
示，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体现了国际
公认的法律事实，白纸黑字，不容台
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曲，任
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赵立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我们坚持
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反对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
‘台独’的态度不容挑战，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赵立坚说，联合国是由主权国
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71 年
通过的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已经从政
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
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

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均应遵循一
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
资格加入联合国。多年来的实践充
分表明，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
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尊
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赵立坚表示，联大第 2758 号决
议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白
纸黑字，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
意抵赖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
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台湾个别
人在国际上炒作这一议题，是对一
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
衅，是对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公然
违反，也是典型的‘台独’言论，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这一言论在国
际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
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一定将继续得到联合国及广大会员
国的理解和支持。”赵立坚说。

香港中联办：

逾八成职员参加“落区聆听”活动
收集意见建议 6000 多条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1 日电 香
地区妇女、中小商户、地盘工人、
新移民、少数族裔等在内的 3985 名
港中联办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0 日举行
“落区聆听、同心同行”活动。香港
普通市民；同时围绕香港青少年在
中联办 11 日介绍，统计显示中联办
学业、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
八成以上职员参加此次活动，共收
题听取意见。
集到 6347 条意见、诉求和建议。香
此外，香港中联办还推动近 40
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要求“每一条
家主要中资企业深入社区开展“中
都不放过”，要“详细记录、汇总造
企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为市民
册、分类处置”。
办实事、让市民得实惠。在活动酝
今年以来，以国家“十四五” 酿和落区过程中，香港中联办与特
规划纲要为统领，中央陆续出台了
区政府事先沟通，部分特区政府官
“前海扩区扩容”和 21 条惠港利民
员也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场回应市
政策，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
民关切。
大局。今年国庆前后，香港中联办
据介绍，香港中联办通过此次
展开“落区聆听、同心同行”活
活动共收集到 6347 条意见、诉求和
动，各级干部员工深入基层、深入
建议。对此，骆惠宁已明确要求
社会，进社区、看住房、访商铺、 “ 每 一 条 都 不 放 过 ”， 要 “ 详 细 记
入校园，传递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关
录、汇总造册、分类处置”。属于香
爱，深入了解惠港利民政策的落实
港中联办职能范围内的，马上依规
情况，直接聆听社会各界声音和诉
办理；属于特区政府施政范围内
求，以实际行动更好履行中联办密
的，梳理清单转交。
切联系社会各界的职能，更好支持
香港中联办强调，中央一直十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分关心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统计显示，香港中联办八成以
善。今后香港中联办将贯彻落实中
上职员参加此次活动，走进 979 家
央要求，一如既往广泛联系社会各
劏房、公屋、过渡性房屋、居屋和
界，把落区活动常态化，深入了解
社情民意；一如既往支持特区行政
中小商户；听取 3476 名市民对中央
惠港利民政策执行情况的反映，以
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推动经
及对出台新政策的建议；探望包括
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维护香港长期
独居长者、失业人士、创业青年、 繁荣稳定。

据 新 华 社 深 圳/香
港 10 月 12 日电 深圳
市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
地方政府债券发布会 12 日在深、港双会场连线举办。发
布会上，深港双方嘉宾分别在深交所、港交所为债券成
功簿记定价敲钟、鸣锣。
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深圳市此次在香港簿
记建档发行 5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是内地地方政府首次
发行离岸人民币政府债。债券发行期限为 2、3、5 年期，
募集资金用于普通公办高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和水治
理等项目，部分债券是绿色债券。
此次债券发行获得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等地的国际投资人和中资投资
人的普遍关注和踊跃认购，对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
进程、实现“双碳”目标、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支
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这是首次

由内地地方政府在香
港发债，是推动人民
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
碑。香港和深圳两地将一起携手迈进新时代、踏上新台
阶，发挥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双引擎功能，为国家
作出更大贡献。
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认为，这次债券发行体现了国
家对于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支持，也标志着深港
金融合作迈向新的台阶。不仅有助于提升香港债券市场的
深度和广度，也丰富了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和绿色金融产
品，巩固了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让香港在互联
互通、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继续充当内地的“试验田”。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深圳市是首个
在境外发行债券的地方政府，在主权债以外新增地方
债的收益率曲线，是重大突破。进一步丰富了境外投
资者可以配置的离岸人民币产品，有利于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
（记者孙飞、吴燕婷、王茜、郑欣）

深圳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