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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行万里，不忘初心”在京揭幕

本报北京电（王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封’行万里，不忘初心”之中国—巴巴多斯、中国
—日本纪念封揭幕仪式近期在北京举行。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建国、副秘书长王华和巴
巴多斯外交外贸部内部长桑德拉·哈斯本兹等在活动中致辞
并为纪念封揭幕。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华在致辞
中表示，希望通过此项活动增进两国国家间、人民间的传统
友谊与互相了解，促进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

据悉，此次揭幕的中国—巴巴多斯纪念封的邮票封底
主图采用中国艺术家宁钢和巴巴多斯艺术家博兰共同创作
的青花瓷艺术作品 《卫士》。中国—日本纪念封主图 《旭
日东升》则是由中国艺术家李刚和日本艺术家竹市和昭共
同创作。

阿富汗总统选举投票结束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努里斯塔尼 9 月 28 日宣

布，阿总统选举投票已于当天下午5时结束，计票工作同时
开始。据悉，初步计票结果将于10月19日公布。如果没有
候选人得票率过半，第二轮投票将于11月23日举行。

阿富汗全国有约940万合格选民登记参加此次选举投
票，其中 35%是女性，实际投票人数尚未公布。共有 7.7
万多名观察员负责监督此次选举，他们来自阿富汗独立选
举委员会和选举投诉委员会以及各参选政党和候选人竞选
团队。

选举开始后，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北部昆都士省首府
昆都士市和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等地对投票站发动
袭击，共造成 4人死亡、20多人受伤。喀布尔市一所用作投
票站的中学当天上午也发生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此次总统选举可谓一波三折。选举最初定于今年4月
20 日举行，但去年 12 月底，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表
示，因技术、安全、资金等一系列原因，将选举推迟至
2019年7月20日举行，而后又推迟至今。

叙宪法委员会获起草新宪法权限
根据联合国9月28日发布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权限和

核心程序规则，宪法委员会既可以修改当前宪法，也可以
起草一部新宪法。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9月23日就宪法委员会权限和核
心程序规则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即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宣布叙宪法委员会成立。

根据规则，不论是宪法委员会小组还是全体会议，在
成员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将采取投票表决机制，任何
决定均需至少3/4成员同意方可通过。宪法委员会设两名
共同主席，分别由叙政府和反对派提名，共同主席负责主
持宪法委员会小组和全体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吉尔·彼得森将于10月
30日在日内瓦召集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均据新华社电）

国 际 时 讯国 际 时 讯

核污水存量超百万吨
9 月 10 日，英国 《独立报》 报道称,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污水储存量现已超过 100 万吨，储罐群容量将在
2020 年达到极限，无法再容纳多余核污水。关于如何
处理核污水，日本前环境相原田义昭在卸任前夕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未来将“不得不”把福岛第一
核电站中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水直接排入太平洋。

随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另一场新闻发
布会回应道：“原田义昭的表述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负责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负责人则
称，企业对此事无权自行决定，之后会按照政府发布
的决策执行。

据 《新西兰先锋报》 报道，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是
自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后用于控制反应堆
温度的冷却水，其中带有放射性元素。

关于核污水中的放射性元素含量也存在争议。法新
社9月10日报道称，东京电力公司已对这些核污水进行
了过滤，去除了锶、铯等高放射性物质，剩下相对安全
的氚。但路透社9月10日报道表示，去年东京电力公司
迫于渔民质问的压力，曾承认储罐中的核废水除了含有
对人体影响较小的氚，还有其他放射性物质。

实际上，日本排放核废水已经不是头一回。2011年
4月4日，东京电力公司就曾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含低浓
度放射性物质的1.15万吨污水排入大海。时任内阁官房
长官的枝野幸男给出的回复是“别无选择”。

据 《亚洲时报》 报道，东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核污
水排放问题，但却未作出任何官方承诺。处理核污水的
方式除了排入大海，还包括蒸发后排入大气、埋入地底
深处等。不过据韩联社报道，在处理核污水的多种方案
中，排入大海的成本最低且最为便捷。

排放将破坏海洋环境
若日本真决定进行核污排放，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

响？据美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眼下日本正尝试让各国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对福岛地区食品解禁，若日
本将来决定排放核污水，这必定会引发新一轮的信任危
机。现在仍有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22个国家和地区对福
岛食品实行进口限制。

对此，日本国内的渔民也表达了不满。“我们坚决反对
任何将核污水排入大海的计划。”福岛县渔业联合会会长
野崎哲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说道，福岛县渔业在核
电站事故发生后发展一直受阻，许多人对当地鱼产品的质
量表示怀疑。若现在再将核污水排入大海，消费者会更不
愿意购买当地食品。

作为日本邻国的韩国，对此事也一直保持着密切关
注。据《朝鲜日报》报道，在 9 月 16 日于维也纳召开的国
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韩国就核污水排放问题与日本
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第一次
长文美玉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福岛核污水的管理不
再是日本的国内问题，而是影响整个全球海洋环境的严重
国际问题。”出席会议的日本科学技术大臣竹本直一则用

“毫无科学依据”回应韩国。
不仅韩国，朝鲜同样也对此事表示了担忧。据韩国阿里

郎电视台报道，朝鲜近日呼吁日本应立即取消向太平洋倾倒
核废料的计划，声称这对于朝鲜半岛和全世界都是场灾难。

“日本如果一方面标榜自己为环保大国，一方面又想将
核污水排放至大海，是不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应该优先考虑全球环保问
题，而非仅着眼于本国利益。”

国际社会应合作应对
是否真的可以将核污水排入大海？美国《福布斯》杂志

认为可行，称处理核污水的最好途径便是将其倾倒在大海
里，且肯定核污水中的氚元素是无害的。据美国联合通讯
社报道，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日本核监管局中的部分科
学家也表示将核污水排放到海中是最科学和经济的选择。

不过，《亚洲时报》表示，就算当下立即开始排放，东京电
力公司也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建造稀释设备和引流管道。
而面对这些，东京电力公司显然无法在2020年到来前完成。

“每个核电站都有不同的情况，不可以一概而论。”西
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核科学与技术系张斌副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道，“正常来说核电厂废液
是可以通过专门的排污系统排出，不过此前还需要通过
专业设备进行处理、存储、监测。虽然大海有一定的自洁
和稀释能力，但排放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文美玉看来，这些不确定性需要国际原子能机构
以及其他成员国一起应对。对此，吕耀东也表示，国际
组织应该充分发挥作用，从技术角度出发，客观指出日
本对海洋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过，最近新上任的日本环境相小泉进次郎的态度
也许会使此事出现转机。据路透社报道，小泉在上任后
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关闭核反应堆
以避免再次发生核事故。另外，日本共同社此前也表
示，小泉在访问福岛期间，已就前环境相的言论向当地
渔民致歉，称核污水的处置方法正在探讨中。

日本百万吨核污水真要排入大海？
杨 宁 陈青冰杨 宁 陈青冰

自日本福岛核电站2011年 3月
发生核泄漏事故后，国际社会上对
于日本核安全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近日，日本前环境相原田义昭表
示，应将福岛核电站中的百万吨核
污水排入太平洋。这番言论引发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让日本核安全
问题再一次成为国际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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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划助力青海率先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青海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集中的区域之一，长江、黄河、澜沧

江从这里发源，被誉为“中华水塔”，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青海是

全球高原生物多样性集中的地区之一，生存着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是世

界高寒种质资源自然基因库。近几年来，国家批准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有效带动了青海省整体自然保护地

保护的各项工作，为青海自然保护地新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上，青海省率先提出在全国建设国家公园示范

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

西北院是推进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

的主要技术支撑单位，在自然保护地调查评估和优化整合上积累了丰富经

验，产出了丰硕成果，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成功举办作出了重要贡

献。西北院认为，国家公园建设一定要结合实际，事先要做好充足的调查

评估，包括自然生态资源、自然遗迹、生物多样性、国营自然资产、文化遗

产、自然资源和社会调查，各类自然公园机构、规划、建设等情况调查，甚至

一些原住居民生产、生活、活动范围和宗教寺院范围，都要了解清楚以后再

进一步进行整合优化。

大数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经过 60多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基本覆盖了我国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

遗产资源，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效理顺管

理体制，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生态支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建立以大数据做支撑的自然保护体

系，西北院受青海省委托，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调查评估

工作。调查评估与规划工作团队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中超前谋划、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善作善成，经过 3个多月

实地调查青海省223处各级各类保护地，针对体系建设面临的技术难点和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解决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功能区划冲突等问题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西北院认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就是要按照“一

个保护地、一个牌子、一个机构”的原则，建立健全保护地管理机构和队伍，

尽快实现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实现自然保护地的依

法有效保护，加强自然保护对象的识别及评估，确保自然保护地的连续性

和完整性，对自然保护地实现应保尽保。

西北院抽调专业技术骨干组成野外调查工作组，进行3个多月的全封

闭集中统计，收集最真实、最基础的数据，为自然保护地拿出数据支撑和理

论依据。

大成果前瞻性规划改善全国生态环境

青海率先提出在全国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构建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这也是西北院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青海创建国

家公园示范省，虽然是建立自然保护地，但不能割裂与文化的渊源，需要实

现自然与文化的融合。青海是我国重要生态文化传承保护区，在历史长河

中形成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昆仑文化、农耕文化、河湟文化等彰显着中

华文化的精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世代相传，为子

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文化风貌。

国家公园也要兼顾对当地民生的影响，因此要创新自然保护地建设发

展机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分类有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护原住居

民权益，实现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的目标和路径。与青海省合作，率先建设首个国家公园示范省，

构建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是西北院落实《指导意

见》的重要举措。到 2020年，西北院将科学确定青海的自然保护地布局，

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

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基本框架，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蓝图已经绘就，逐梦惟有笃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

院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青海的国家公园示范省打造成全国的典范，为

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方案。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

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
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2019年6月1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
为了推进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的国家公园论坛上，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西北院”）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率先行动，先行先试，力争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作出典范。

西北院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西北检测区林草资源监测、湿地和荒漠化监测评估、碳汇计量监
测、野生动植物监测、各类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及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林业信息化建设、林业产业发展、园林
绿化和生态旅游等技术支撑服务。西北院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现有在职职工205人，其中硕士博士59人，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22人，高级工程师8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优秀中青年人才等9人，拥有国家注册资格的工程师、工程监
理师、环评师、建造师等28人，获得国家、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优秀咨询成果数百项，是西北地区林草资源监测工作的
组织管理和具体实施单位。

·广告·

野外监测野外监测

实地考察实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