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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2月18日，济南城区笼罩在雾霾之中。
新华社记者 冯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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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国家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地区性的共识需要达成，‘一带
一路’可以推进和实现更好的互联互
通。”12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前总
理卓奥马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在北京
如是说。

当日，奥托尔巴耶夫接受聘请，
和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
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和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奥拉兹·占多
索夫等国际知名人士一起，成为北京
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的特聘教
授，并参加由新兴市场研究院、“一
带一路”研究院主办的京师“一带一
路”大讲堂的讨论。在与中方学界代
表交流中，他们对“一带一路”对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均给
予了高度评价。

■ 共同合作让各国受益

“如果‘一带一路’能够成功地
实施好，在未来几年将会给中亚地区
带来益处。”占多索夫指出。

占多索夫进一步分析说，“一带
一路”倡议中的一个重点是互通互
联。互通互联意味着要实现共同的发
展，就必须要实现不同国家共同的合
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来，
不断得以实施并发展，给沿线国家带
来了发展动力。

占多索夫看到，“一带一路”给
所有的相关方都带来了益处。“中亚
5个国家都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开始

逐步响应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这
推 动 了 该 地 区 不 同 国 家 的 经 济 发
展。”他说。

“在今天的发展时期，‘一带一
路’为中亚地区、为中亚国家的经济
发展确实带来了新的机遇。”上海合
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陈玉荣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同中亚国家的经济
发展密切结合，比如在大型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机场、港口、公路、铁路

等领域的合作，把中国的优质产能、
高铁技术带到了中亚地区，给那里带
来新的面貌、新的发展。

■ 共享理念获更多支持

第 15 次来中国的托莱多对中国
提出的共享理念表达出非同一般的赞
赏。事实上，本次他首发的著作中文
版就叫 《共享型社会》。在他看来，

“一带一路”倡议跟共享发展的理念
息息相关，“国家不论大小，不管经
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能够从这个倡
议中受益”。

托莱多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不是排他性的，能把所有人联系起
来。他前几天在阿塞拜疆访问时跟当
地人员讨论的话题中，就包括了与

“一带一路”相关的内容，“我虽然不
能说当地的语言，但是我觉得我们有
共同的看法”。

科勒德克在演讲中回顾了一个
有意思的小细节：两年前，他来北
京参加一个活动。离开时，发现大
约有来自不同国家的 40 多个代表将
和他一起离开中国。“人太多了，大
家都是来看中国的。”科勒德克感慨
地说，中国是未来最强有力的经济
体，是巨大市场，还是直接投资和
技术转让的来源。“中国现在已经成
为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科勒德克
说。

占多索夫认为，农业是哈萨克斯
坦的重要产业，中国有很多现代农业
技术能够让哈萨克斯坦加以利用。他
希望更多的中国投资落户哈萨克斯
坦，让更多的中国游客到哈萨克斯坦
旅游。

托莱多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需要有更多的包容性，不仅要包容贫
困 人 口 ， 同 时 还 要 包 括 年 轻 人 。
“‘一带一路’其实是把所有人联系
起来，在共同面临挑战时，感知并尊
重彼此之间的不同。”他说。

中外知名人士纵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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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
大会17日在墨西哥坎昆闭幕。在这次大会
上，主办方宣布中国获得2020年《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
权。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不仅是对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肯定，更彰显了中国为世
界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力量的决心。

■ 中国责任重大

山川草木、鱼虫鸟兽，我们的地球因为多
样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变得生机勃
勃、魅力无穷。然而，由于人类对生物资源的
过度利用，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生态系统退化、物种丧失、遗传
资源的流失和丧失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来自墨西哥国家基因资源中心的埃
玛·戈麦斯说，作为世界上 12 个生物多样
性特丰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重要阵地，也有许多独有的生物物
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承担了更
多的压力，同时也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生态研究所
副所长李俊生认为，虽然生物多样性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在中国依然突出，但中
国制定的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取得
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保护网络的基本
形成、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履
行国际公约持续深化和全社会保护意识明
显提升这4个方面。

■ 实施国家战略

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生物多
样性公约》，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
的缔约方之一。随后，有关生物多样性的

政策和法规体系在中国逐步形成，《野生
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
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章程基础。

目前，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上升为中国
的国家战略。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护林建
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效果显
著。近10年来，中国森林面积和湿地保护面
积显著增加。截至去年底，中国建立了2700
多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47万平方公里。

在履行国际公约方面，中国是少数几
个编制实施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的国家之一，已经完成约 3 万种高等植物
和6000多种脊椎动物的濒危状况评估，并
先后发布了3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 推动国际合作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中
国一直是积极推动者。中日韩环境合作、
中欧生物多样性合作项目、大湄公河次区
域环境保护合作项目等国际或地区间环境
合作项目，使双边或多边生物多样性合作
交流得到不断深化，有效地促进了国家间
保护经验的交流和技术成果的共享。

中国与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生物
多样性以及相关传统知识丰富的国家组成
了生物多样性大国联盟集团，旨在建立推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中国还签署了10余个与生物多样性有
关的国际公约，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
贸易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凯瑟琳·米勒
说，中国将于2020年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的担当，也是对中国这些年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领域所作努力和贡献的一种肯定。

（据新华社墨西哥坎昆 12月 17日电
记者倪瑞捷）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功不可没
● 保护网络基本形成 ●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
● 履行国际公约持续深化 ● 全社会保护意识明显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
和山东六省市深陷“霾”笼、23个城市启动红色预警、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16日至 21日期间，150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将遭
遇长达 5 天的“十面霾伏”。就此，环保专家解释说，气温偏高、
冷空气活动明显偏弱、污染物排放大幅增加，是造成此次严重雾
霾的元凶。

“进入秋冬季，我国北方地区温度明显偏高，冷空气活动明显
偏弱。”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这一轮的雾霾之所以持续时间这么长，与静风、逆温、弱南
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关系密切。”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认为。

多位环保专家表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人口多，工业生产和
交通运输集中，进入冬季后整个区域的燃煤采暖污染物排放大幅
增加，是12月出现大范围区域性重污染的根本原因。此外，机动
车污染也成为我国城市重要空气污染源之一。

针对这次空气重污染过程，环保部在 14 日晚就提前函告北
京、天津、河北等6个省市，提示各地及时预警，实施区域联动，
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北京和天津还进一步强化了联动执法，15
日提前启动了首次京津两地机动车超标排放联合执法试点。

六地陷霾笼
专家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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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18 日电
（许晓青、严文浩） 来自奥地利的经
典德语音乐剧 《莫扎特》 近日在上
海文化广场举行中国首演，受到观
众欢迎。

今年是欧洲古典音乐大师莫扎
特诞辰 260 周年。一年前，中奥两
国文化制作机构开始酝酿将经典德
语音乐剧 《莫扎特》 引入中国。该
剧1999年创作于奥地利维也纳，是

一部以现代音乐语汇阐释莫扎特人
生的作品，此前曾先后在奥地利、
德国、匈牙利、英国、美国、日
本、韩国等7个国家上演。

据了解，至 2017 年 1 月中旬，
音乐剧 《莫扎特》 将持续在上海文
化广场驻场演出40场，同期将推出
文化讲座和互动活动。每场演出时
将遴选 5 名中国小琴童登台演奏莫
扎特经典作品。

奥地利音乐剧《莫扎特》来华首演奥地利音乐剧《莫扎特》来华首演

据新华社罗马12月18日电（记者罗娜） 中国驻
意大利大使馆 17日接到意警方通报说，连日来意警
方加紧调查中国女留学生遭抢后不幸遇难案，现已
抓获两名嫌疑人，并全力追捕另一人。

据安莎社报道，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离移民局
不远的移民和流浪者聚集区，其中一人 20岁，有犯
罪记录，另一人未成年无犯罪记录。此外尚有一名
犯罪嫌疑人在逃。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12月5
日在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后遭抢劫，此后失去联
系。意大利警方9日凌晨在罗马托尔·萨皮恩扎火车站
附近发现一具亚洲女性尸体，经家属辨认，确系该失
联学生。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意使馆高度重视，多次约
见相关单位，敦促意警方尽快查明有关情况，抓捕
罪犯并绳之以法，切实保障旅意中国公民的安全和
合法权益。

中国女留学生遇害
意警方抓获两嫌犯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2月17日电（记者徐烨、王
瑛） 自 16日起，委内瑞拉多地发生民众砸抢商铺事
件，几十家华人商铺遭受严重损失。截至目前，砸
抢行为已得到初步控制，受灾华人已在当地侨团帮
助下安全转移。中国大使馆已与侨团一起筹划受灾
华人的安置和救助工作，委国内各主要侨团也在全
国范围发起了向受灾华人捐款捐物活动。

委多家华人商铺被抢
受灾华人已安全转移
委多家华人商铺被抢
受灾华人已安全转移

据新华社基加利12月 18日电
由中国农业部国际交流中心派出的
援布隆迪第 3 期专家组在东非国家
布隆迪认真调研、深耕细作一年
多，让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在布隆
迪创下高产纪录，获布隆迪政府高
度赞赏。

不久前，中国专家组位于布班

扎省英博平原的水稻示范田喜获丰
收。4 个引进试种的水稻品种中，
最高的亩产达 924 公斤，最低的亩
产也有 648 公斤。专家组组长、水
稻专家杨华德说，布隆迪目前全国
水稻平均亩产约为 250 公斤，示范
田产量最低的品种也是他们的两倍
多。

中国杂交稻创布隆迪高产纪录

▲ 科勒德克 ▲ 托莱多

▲ 奥托尔巴耶夫▲ 占多索夫 （央广网）

12 月 16 日，
联合国驻黎巴嫩
南部临时部队在
位于黎巴嫩南部
纳古拉镇的司令
部举办慈善美食
节 活 动 。 40 个
出兵国的近千名
维和官兵及雇员
欢聚一堂，中国
第 15 批 赴 黎 维
和部队官兵精心
准备的中国美食
成为全场焦点。

图为尼泊尔
少 校 迪 内 希

（右） 和妻子在
中国美食展区前
品尝美食。

华 迅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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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飞抵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的黑颈
鹤、斑头雁、灰鹤等鸟类逐渐增多。草海是国内外极其少见的拥有1900多种物种的高原
湿地生态系统，是全球濒危保护物种黑颈鹤最大的越冬地。 罗喜贵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