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裔少年 寻根学艺华裔少年 寻根学艺

7月14日，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9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温州百工名家展示馆，向民间艺人学习瓯绣、剪纸、米塑等制作工艺，感受民间技艺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小营员
们展示自己捏的“熊猫”米塑作品。 苏巧将 陈慧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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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汉堡峰会日前落
下帷幕，但它提出的问
题需要思考、形成的共
识需要落实。此次峰会
以“塑造联动世界”为
主题，与 G20 杭州峰会

的主题一脉相承，充分反映出中国主张的
作用和“中国方案”的价值。

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
《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 的重要讲
话，提出中国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发展的四点意见，即坚持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大方向、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发
掘新动力、携手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
容、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引起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近些年，中国在诸多场合分析世界经
济形势、提出中国方案、指引前进方向，
极大地增强了各方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

信心。从G20杭州峰会，到今年初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再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不断为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
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开出了“中国药
方”。这个药方具有丰富内容和很强的针对
性，应该落实到各方的行动中。

首先，以开放为导向，塑造世界发展新
格局。经历了“黑天鹅”事件频出的2016年，
2017 年将成为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和全
球增长动力大转型的重要时刻。习近平主
席曾指出，“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
各方利益”。世界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

展正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各大经济体交互
融合，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财
富。如今面对经济低迷，更应坚持以开放为
导向，创新增长方式，聚焦潜在经济增长动
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

其次，以包容为底蕴，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世界经济的病因不只是增长动能不
足，全球发展失衡也是导致陷入“新平庸”
的重要因素。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利益高度
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但发展失衡的问题依
然突出。如今，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更应
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系统阐

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途径，为全球
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可喜的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载入联合国多
项决议，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同，凝聚起
越来越多的和平希望与发展力量。

再次，以共商为桥梁，构建全球治理新
框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与全球金融风险累积，各国应强化合作，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以协同联动的模式，打
破各国发展失衡的难题。中国提出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正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奠定物质基础，进而推动政治互信、经济互
惠。同时，中国积极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平

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构筑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平台，在开放中分
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经济增长乏力、逆
全球化抬头、不确定性增加之困，没有哪
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或独自解决。破解
这些问题的关键，唯有坚持全球化的大方
向，同时创新全球化的实现路径。而“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中国方案，将
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让
世界逐步走出经济低增长的泥沼，进而推
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中国药方”有助于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 贾晋京

2001 年，福建省武平县在没有任何上级文件指导
和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在总结捷文村等改革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先行先试，掀开了中国集体林权改
革的崭新一页。从捷文村开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
大革命。

根据国家林业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确
权集体林地27.05亿亩，占纳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面积
的 98.97%；已发放林权证 1.01 亿本，发证面积累积达
26.41亿亩，占已确权林地总面积的97.65％。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让1亿多农户直接受益。

林改，让群山更绿

2001 年，武平县率先试点明晰林地产权，包林到
户。捷文村主动要求，成为 3 个试点村之一。当年 12
月，村民李桂林拿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证上
第一次明确了林地的所有权归属村委会，使用权、经
营权归李桂林。

自己的山，自己说了算。在2001年以前，“大包干
上山”，是包括李桂林在内全国亿万林农的一个梦。

2002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一直关注
着武平县这3个小山村展开的改革试点。当年6月，他
亲自来到武平调研，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强调：
林改的方向是对的，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
正受益。

分到山后，林农纷纷上山植树造林。所有权明晰
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15年间，福建活立木蓄积量净增1.7亿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从 2002年的 62.96%提高到 65.95%，长期保持全国
第一。

2008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全国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

林改，让林农致富

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内的国土资源，是资源、资
产、资本的“三位一体”。森林资源通过明晰产权成为

一种资产后，如何将其盘活为资金、资本，成为新一轮深化林改的关键。
2013年，武平县完善林权抵押贷款，由县财政安排资金作为担保金，林农可利用林权

证直接获得贷款。当年，李福明拿出林地进行评估，不到一个星期就贷了 10 万多元。去
年，他又贷了 30 万元。“林权直接抵押贷款利息低，30 万元的贷款一年需要 9000 元的利
息，真正让我们林农受益了。”李福明说。

这年年底，永安市在福建省率先探索赎买制，由政府出钱把商品林买过来。在永安市林业
局局长郑凌峰看来，这是双赢之策。当年底，一个非营利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志愿者协会在永安
应时而生，负责执行赎买和保护工作。

在经过第三方公司评估后，林农罗范钦的杉木林按市场价被赎买了，每亩林子的评估价近
万元，价格很合算。

截至目前，永安已完成赎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3.7万亩。原本要砍伐的商品林，变身
为“绿色不动产”，既保住了绿色森林，又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

林改，让山区发展

捷文村的钟泰福带领102户村民成立合作社，取名为“绿富”。
他盯准的是林下经济：发展阔叶树育苗、养蜂、种花、栽中草药……而这正是福建省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中“点绿成金”的秘诀。
“每个项目经过验收后，都会有多种扶持与补贴。”据钟泰福介绍，捷文村拿到林下经

济项目补助累计已超过100万元，5个自然村因此全部修通了竹山便道，由此仅运输竹子成
本就能下降八成。2016年，捷文村绿富合作社毛收入1600万元，平均每户近16万元。

15年弹指而过，山河焕然一新。林改前为国定贫困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元的
武平县，2016年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3万元；全县财政收入增长近10倍，还跻身全省发
展“十佳县”。

借力林改春风，实现绿色转型。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福建省，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创新探索，正在向林权改革、流域治理、绿色金融等多个领域纵向延伸。

﹃
山
定
权

树
定
根

人
定
心
﹄

—
—
福
建
林
权
改
革
扫
描

本
报
记
者

陆
培
法

图为6月16日，李桂林展示林权改革后领到的
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白国
龙） 量产型彩虹五无人机 7 月 14 日在河北
某机场成功试飞，这标志着自2016年珠海
航展上首次亮相后，中国自主研发的中高
端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彩虹五正式进
入批量生产阶段，为后续产品交付和合同
签订奠定了基础。

彩虹五无人机是由航天科技集团十一
院研制的一款国内大型中空长航时无人
机，主要用于实施全天时侦察监视、巡

逻、目标精确定位、打击毁伤效果评估等
任务，为军事作战提供情报保障，为反恐
提供信息支持和打击手段，也可运用于民
用的广域勘查、活动点监视等任务。

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彩虹无人机总工
程师石文告诉记者，彩虹五最大外挂 1000
千克，最大航程超过 10000 千米，最大续
航时间60小时，实用升限7600米，带8发
AR-1 导弹可以留空超过 30 个小时，具有
载荷能力大和续航时间长等优点。作为侦

察打击一体化武器系统平台，彩虹五可实
现 2000 千米内地面或海上目标的即察即
打，是当之无愧的“重型狙击手”。

据介绍，彩虹五无人机在系统设计之初
充分考虑了军民两用，有着强大的载重能
力，可以挂载高清光电载、高清相机、高光谱
相机、SAR等多种载荷，满足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防灾减灾监测、海域和海岛动态监测、
海上维权执法以及应急响应等海洋监视监
测和资源勘测需求。

中国量产型彩虹五无人机试飞成功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
顾仲阳）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获
悉：我国启动新一期沿海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海防林总基干林
带宽度将从原来的 200—300 米拓
展到 1000米；到 2025年，工程区
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0.8%，沿海地
区生态承载能力和抵御台风、海
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将
明显增强。

今年5月，国家林业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编制印发 《全国
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

（2016-2025年）》。国家林业局副
局长刘东生介绍，新一期沿海防
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将继续保护和
恢复以红树林为主的一级基干林
带，拓展总基干林带宽度，突出
强化其抵御台风、海啸等灾害的
防护功能。

到 2025 年，沿海地区红树林
面积恢复率、老化基干林带更新
率 和 农 田 林 网 控 制 率 均 达 到
95%，柽柳林和红树林等消浪林带
建设与保护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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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展摩纳哥揭幕故宫文物展摩纳哥揭幕

7月13日，“继文绳武——清代帝王的家国天下”故宫文物展在摩纳哥蒙特卡
洛的格里马尔迪会议中心揭幕，250余件藏品向当地民众掀开中国清朝皇家宫廷生
活的神秘面纱，助其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

图为当地参观者欣赏嵌玉十六罗汉漆屏。 新华社记者 张 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