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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2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
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
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昆明《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未来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
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
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
生。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
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
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新冠肺炎疫情给

全球发展蒙上阴影。面对恢复经济和
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们要加强团
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
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
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
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
调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
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
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
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
球可持续发展。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
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
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

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
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要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
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
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
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
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
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
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
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
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
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
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
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10月12日在昆明
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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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0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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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一种
全过程的民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
主制度体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
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勃
勃生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民主基石。

高举旗帜定方向——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明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擘画新时代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蓝图

一头连着虹桥街道，一头通向最高立
法机关……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
市民中心墙上的这幅彩虹漫画，不仅是创
想，更源自现实。

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在全国设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

一。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里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
代表亲切交流，明确指出：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
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和必
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 （下转第四版）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民主基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述评

本报讯（王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刘畅）“截至 10月 9日，逊克农场有
限公司大豆最高单产每亩 504 斤，建设
农场有限公司大豆最高单产 581 斤，
赵光农场有限公司玉米最高单产 1840
斤……”连日来，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
秋收现场佳报频传。秋收还在进行中，

最高亩产突破区域历史让丰收的喜悦在
这里传递。

北安分公司以旱田为主，耕地总面积
508万亩。其中，玉米 175万亩、大豆 313
万亩。在经历了严重的夏涝、秋涝等不利
天气侵袭的情况下，今年粮食产量又创新
高，再次交上丰收的答卷。

北安分公司 亩产频创新高

本报12日讯（朱磊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畅）12日，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
公司累计完成秋收面积630万亩，完成进
度 91.7%。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单产
均较往年有大幅提高，其中八五〇农场有
限公司玉米、大豆高产示范区单产分别达

到2360斤和650斤，亩均效益超千元。
当前已进入秋收攻坚和收尾阶段，牡

丹江分公司集中机械力量加强秋收进程，
确保 10月 15日前，全部完成水稻收获任
务，10月 20日前，全面完成玉米、大豆等
作物收获任务。

牡丹江分公司

完成秋收630万亩进度达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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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〇农场有限公司玉米高产示范田喜获丰收。
董金虎 孙志海摄

本报12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霍营）12日，哈医大一院群力
院区（省新冠肺炎救治中心）收治的
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
感染者，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修订版）》，经专
家组综合评估，已达到出院标准，转
入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进一步康复治

疗。康复出院后将按规定继续做好
隔离管理、健康监测和随访复诊。

据了解，9 名治愈出院的病例
中，有5名男性，4名女性；3例轻型，5
例普通型，1例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12日 15时，在省新冠肺炎
救治中心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累计达60例。

又有9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累计出院达60例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近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根
据《商务部等 12部门关于推进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和
《商务部办公厅等 11部门关于印发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
的通知》要求，在城市自愿申报的基
础上，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确定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试点地区30个，黑河位列其中，
系我省唯一。

下楼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出门

就有药店，社区商业网点随处可见，
基本保障类业态和品质类业态基本
实现全覆盖，老人的休闲娱乐、家庭
的亲子互动都能得到满足……在黑
河，这样便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正在加速构建中，给黑河市民带来更
多幸福感、获得感。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
居民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
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黑河入选全国首批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狄婕）记者从龙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获悉，日前，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
站前工程 2 标段（DK1 + 467.871～
DK52+515）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招
标工作全部完成并全面进场，至此铁
力至伊春铁路项目全线开工。

据了解，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
线路全长 112.299 公里，设计时速
250km/h，全线设铁力、日月峡、伊春

西共 3座车站。作为龙江铁路公司
重点项目，公司组织协调各参加单
位，抢前抓早、倒排工期，加快工程建
设进度。截至目前，先行开工段征
地、林木采伐、房屋拆迁工作已全部
完成，60余处路基、桥梁工点均已开
工，累计已完成投资8.56亿元。

作为我省百大项目，哈伊高铁建
成后将有效拓展东北地区的高铁辐射
范围，促进地区旅游产业加速发展。

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开工

破解冰城停车难
系列报道 6

补充停车位
发展停车经济

民 声 民 生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我省境内总面积4469平方公里

入选入选““国家队国家队””

东东宁朝阳沟林场监测到东北虎豹
本报讯（张蕾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长虹）近日，东宁市朝阳沟
林场的远红外相机拍摄到了一只狍
子在觅食。据东宁市林草局工作人
员介绍，自今年 5月以来，东宁市朝
阳沟林场利用远红外相机多次拍摄
到多种野生动物，拍摄的影像展现了
一个悠然自得的“动物世界”。

在该林场附近的山林里，远红外
相机近 5 个月拍摄到东北虎、东北
豹、梅花鹿、狍子、野猪、黑熊、野兔、

赤狐、黄喉貂、獾、豹猫、貉。其中，还
拍摄到一次东北虎捕食一只羊的“故
事情节”。根据状貌分析，拍摄到的
图像中有东北虎一只，东北豹2只。

8月14日至9月22日，林场组织
人员开展远红外相机维护监测工作，
累计维护和跟踪收集东北虎豹等野
生动物活动信息 29天，分别在以前
没有监测到东北虎、豹影像的地方拍
摄到了东北虎、豹的活动情况。

图片由东宁林草局提供

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东北虎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东北虎。。图片由省生态环境厅提供图片由省生态环境厅提供
东北豹东北豹

梅花鹿梅花鹿

黑熊黑熊

本报12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吴玉玺）12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
公布。首批名单包括：三江源国家公
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
家公园。这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跨吉林、黑龙江
两省，与俄罗斯、朝鲜毗邻，保护面积
1.41 万平方公里，我省境内总面积为
4469平方公里。分布着我国境内规模
最大、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
虎、东北豹种群。最新数据显示，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
量已由2017年试点之初的27只和42只
分别增长至 50只和 60只，监测到新繁
殖幼虎 10只以上、幼豹 7只以上。园内
植被类型多样，生态结构相对完整，是
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代表，生长着红豆
杉、红松、水曲柳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植物及菌类。

为了扩大东北虎栖息地分布范
围，我省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 3
处东北虎豹生态廊道，迎合东北虎、豹
等动物通行喜好，设置仿生设施引导
动物通行，确保野生动物及车辆穿越
公路的通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