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成都8月10日电（记者吕
庆福） 记者 10 日从四川省林业厅获
悉，《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 获得国家正式批复。《方案》 将
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野生大熊猫
种群高密度区、大熊猫主要栖息地、
大熊猫局域种群遗传交流廊道合计80
多个保护地有机整合划入国家公园，
总面积达 27134 平方公里。其中，四
川境内面积 20177 平方公里，主要涉
及绵阳、广元、成都、德阳、阿坝、
雅安和眉山7个市州。

根据《方案》，四川大
熊猫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
的面积超过 14000 平方公
里，占全省栖息地总量的
七成以上。这些栖息地分
别 属 于 岷 山 片 区 和 邛 崃
山－大相岭片区。划入部
分在功能分区上主要分为
三大板块：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
和科普游憩区。

获批后，大熊猫国家公园将会承
担强化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探索
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构建生态保
护运行机制、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宣
教等5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8月9日，丝路风情与世界遗产影像艺术展在山东美
术馆亮相。展览汇集了各国摄影师拍摄的百余幅精美照
片，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俗民情和遗产保护。

上图：观众们在观赏展出的作品。
右图：中外摄影师在展览上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冯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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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在陕西省佛坪
县岳坝镇大古坪村的森林中活动。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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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东盟外长
会成功通过《南海行为准则》
框架文件。这对推动中国与
东盟关系发展以及维护南海
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
平稳定来说，都是大好事。

然而，美国、日本和澳大
利亚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地对中国横加
指责，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这是给中国东盟合
作和南海地区和平努力添堵，成为东亚系列外
长会的闹心事儿。

美日澳的所作所为是故伎重演。在去年东
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美日澳便发布联合声
明，炒作南海问题、渲染地区紧张。当时中国
外长王毅就质问，如果你们三方真的希望南海
稳定的话，就应支持中国和东盟落实好《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支持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争议。现在，是检验你们是和平维护者
还是搅局者的时候了。

一年过去了，这三个域外国家非但没有收
敛，反而变本加厉。美日澳在今年的联合声明
中更加露骨地企图干预南海问题和平解决进
程，对外释放消极信号。王毅今年再次质问
道，是不是有些国家不愿意看到南海局势走向
稳定？是不是南海局势进一步稳定反而不符合
这些国家的利益？

看来，这几个域外国家是执意要做南海搅
局者了，这似乎已经成为南海问题一种不正常
的“常态”。人们不禁要问，美日澳究竟有何
盘算？2010年，在东亚系列外长会的前身东盟
地区论坛外长会上，美国代表团策划炒作南海
问题，把多年风平浪静的南海搅起波澜，为美
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制造借口。美国政
府更迭并没有改变其在南海和亚太地区搅局渔
利的战略构想。安倍政府这几年为推进右倾化
外交安全战略，主动配合美国，对涉华问题搞

两个“凡是”：凡是对中国外交战略有利的事
情，它就可能持消极态度甚至出手搅局；凡是能
对中国构成外交挑战的事情，它就可能加以利
用甚至推波助澜。至于澳大利亚，有些人患上了

“精神分裂症”，对“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
国”的局面把握不好平衡，还要利用南海问题刷
存在感。这三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臭味相投”，
他们都担心中国东盟把南海问题处理好了，自
己会被“边缘化”，失去挑拨离间的抓手。

对“南海仲裁案”，连当事国菲律宾都不提了，
美日澳却念念不忘鼓动菲律宾，但被菲律宾外长
无情“打脸”。菲外长卡耶塔诺表示，菲律宾是个主
权独立国家，没人可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菲律宾
将自己决定，怎样做才对国家利益有好处。

过去美日等个别域外国家躲在幕后煽风点
火；现在，在南海声索国采取了不同的、积极
的态度之后，他们只好自己冲向前台，执意在
趋于平静的南海兴风作浪。他们不论用多么华
丽动听的辞藻包装自己的用心，把自己装扮成
正义、公正的化身，到头来都像是穿着“皇帝
的新衣”在裸奔，赤裸裸地展示自己麻烦制造
者的形象。

中国凭借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真心诚
意，与东盟各国一道稳住了南海局势。这一局
面来之不易，不容搅局者破坏。维护这一局面
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破坏这一局面就是
开历史倒车，到头来被现实和历史嘲笑。南海
搅局者对此应有足够的自知之明。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南海不容搅局者破坏
■ 贾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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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 5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
的 5 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入人
心，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面貌。

理念深入人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的许多“金
句”，人们已耳熟能详。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正确，从
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将
生态文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习近平
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成
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地位更加明确。

生态文明建设为何如此受重视？2013 年 4 月，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经济上去
了，但环境污染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
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1 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
习时，习近平对生态文明理念进行了详细阐述。
他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
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更是
树立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
理论之基。

2013 年 9 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我们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
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加强制度建设

2015 年 4 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
名义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
任务、制度体系。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说
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习近平
指出，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
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
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

这 5 年，为强化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中央
深改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等一系
列重要方案、办法等。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是可靠保障。习近
平强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
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落实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制度。

这 5 年，中国正通过法治手段，构建生态环
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 陆续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
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力
度空前。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习近平强调，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
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
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
模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
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据新华社内蒙古包头8月10日电（记者杨维汉、荣启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 10日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
在包头市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祝福，与大家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新中国在民族地区建设的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包头钢铁集团公司，经过
60多年发展，业已成为内蒙古的工业龙头企业。10日上午，俞正声等来到该
公司稀土钢板材厂，视察车间生产线，与一线职工和劳模代表亲切交流。

随后，俞正声还来到包头稀土研究院考察稀土技术研发情况，慰问科研人员。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自治区最大的装备制造企业，目前已由

生产单一履带车为主的军工企业，发展成为现代化军民结合型车辆制造集
团。俞正声深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参观该厂生产的大型装备，
慰问企业干部职工，与优秀技术工人代表亲切交谈。

10日下午，俞正声会见了包头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包头市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座谈会。

本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
者罗兰） 记者 10 日从海关总署
获悉，中国－瑞士海关AEO互认
将于9月1日起实施，双方经认证
企业在办理海关业务时可直接享
受到对方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

AEO 是 Authorized Eco-
nomic Operator 的 简 称 ， 即

“经认证的经营者”。按照国际通
行规则，海关对信用状况、守法
程度和安全管理良好的企业进行
认证认可，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
予优惠通关便利。

AEO互认实施后，中瑞双方
海关将同时给予两国AEO企业5
项便利措施，包括减少货物查验、

评估为安全贸易伙伴、优先处置
保证快速通关、指定海关联络员、
贸易中断恢复时优先通关等。预
计两国 AEO 企业出口到对方国
家的货物在海关平均查验比例和
通关时间将下降30％至50％，可
有效降低企业贸易成本。

瑞士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并实
施自由贸易协定的欧洲大陆国
家。据海关统计，2017 年上半
年，我国与瑞士双边贸易总值为
1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9％。

据了解，除瑞士外，中国海
关已与欧盟、新加坡、韩国、新
西兰实现了 AEO 互认，内地与
香港也有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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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慰问包头各族干部群众

中瑞海关下月实施AEO互认
AEO企业通关时间将下降三至五成

多 国 志 愿 者
修复文化遗产

8 月 9 日，15 名来自法国、
英国和中国内地的“2017 中国
城市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
新绛营志愿者，在山西省运城
市新绛县“绛州文庙”参加为
期 12 天的文化遗产修复保护工
程。

图为志愿者在修护保护工
程中工作。

高新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