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6个国家、24个国际组织参展

■ 3284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 荟萃国内外园艺精品8000多种

■ 入园参观者达934万人次

北京世园会成为

一届参展国家和国际

组织最多、展现内容

最全、展示效果最

好、办会影响最广的

全球性园艺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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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3284场活动搭建起中外
文化交流平台，近千万游客在长城脚下领略园艺之
美……10 月 8 日，在举世瞩目的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即将落下帷幕之际，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
会，中国贸促会、中国花卉协会、北京市政府等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北京世园会会期的总体运行情况以及园区会
后利用方向。

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北
京世园会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一届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
最多、展现内容最全、展示效果最好、办会影响最广的
全球性园艺盛会，在世界园艺博览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各国际参展方普遍认为，北京世园会将在世
界园艺史上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成为办好今后 A1
类世园会的标杆。”中国贸促会会长、北京世园会组委会
副主任委员高燕表示。

留下一片绿色：

百园之园荟萃世界园艺精品

2012 年 9 月，北京成功申办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
会。从申办到筹备，从对公众开放到即将圆满落幕，7年
弹指一挥间，北京世园会从一张张设计图纸，变成一座
山水意境的大花园，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中
国的一个生动样本。

“2014 年，当我们第一次去园区踏勘的时候，妫水
河水质是劣Ⅴ类。经过几年努力，妫水河水质已达到
地表水Ⅲ类，个别季节甚至能达到Ⅱ类。如今可以明
显看到，水里鱼多了、周边鸟多了。”北京世园局常务
副局长周剑平介绍，北京世园会从规划、设计、建设
到运营各阶段，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理念，园区保
留下近 5 万棵各种原生树木，新栽植了 5 万棵乔木与 12
万棵灌木。

在北京延庆面积 503 公顷的园区内，构建了一山、
一湖、一阁、一镇、四馆、一剧场、两轴、多片区的
特色景致，荟萃历届世园会精华，展现世界各地花卉
园艺精品。

园区建设有 34 个独立展园、7 个联合展园与 31 个省
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园，此外还有百蔬园、百草园、百
果园及多个企业展园，荟萃国内外园艺精品 8000 多种，
集中展示了820多种蔬菜、果树、中草药，成为首次展示

“大园艺”范畴的一次世界园艺博览会。
北京市副市长王红介绍，北京世园会成为京津冀地

区、乃至国内外游客学习体验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首选
目的地，截至目前各类入园参观者达934万人次。

搭起一座桥梁：

3000余场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世园会不仅是一个花卉、园艺方面的国际展览展示
平台，也是一个各国间友好文化交流平台。

按照月月有主题、周周有交流、天天有展示、时时

有互动的原则，北京世园会举办了 3284场精彩纷呈的文
化活动。这些活动既包括国家日和国际组织荣誉日活
动，也包括专业论坛、国际竞赛等，展示了各国五彩缤
纷的园林植被、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重点宣介各具特
色的优势产业、营商环境和经贸平台，有力促进了各国
人民友好交流和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

作为有史以来国际参展方数量最多的A1类世界园艺
博览会，本届北京世园会共有86个国家、24个国际组织
参展，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主要
经济体和比利时、新加坡、荷兰等园艺发达国家均有精
彩呈现。

本 届 世 园 会 得 到 了 国 际 园 艺 生 产 者 协 会 （简 称
AIPH）、国际展览局 （BIE） 的高度认可和国际参展方的
广泛赞誉。在国际展览局第165次全体大会上，与会各国
代表充分肯定北京世园会体现了“绿色生活，美丽家
园”的办会主题，表示希望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共同
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此次参展的 64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感谢中国对各国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高度认同北
京世园会及其展现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传递一个理念：

各国携手共建美丽地球家园

在“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主题下，在山水林田湖草的交相
辉映中，北京世园会将绿色发展理念付诸实践、亮丽呈现，全
面展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努力和非凡成就。

“为保证人、动物和鸟类的和谐，我们在妫水河南岸种
植了大量的浆果植物，使原来单一的植物结构和品种变得
更加丰富，也可以为所有鸟类提供‘食源’。”周剑平认为，
世园之美不仅在于草木葱茏、山水互映，更在于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园区充分尊重生物多样性，使各种
生物各得其所，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
卷。同时，园区的各个场馆集低碳、节能、环保为一体，创
造了绿色展览的典范。这正是中国积极有效地推进绿色
发展理念的一个缩影，对全世界具有示范作用。

会后利用往往是大型展会的难点，在这方面北京世园
会力争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周剑平表示，北京世园会
在闭幕后将会整体保留，园区、场馆都将进行持续开发利
用。会后园区将打造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旅游休闲度
假节点，同时将成为冬奥会服务保障基地，为参加冬奥会
的工作人员及观众提供住宿、办公、休闲等服务保障。

世园会期间，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带着对绿色生
活、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来，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而来。许
多国家的展园建设都是立足于未来，如德国展园叫“播种
未来”，英国展园叫“创新未来”。各种不同风格、不同理念
的花园汇聚一堂，各种设计理念在世园会园区得到碰撞，
各种生态文明思想在这里相互交流，谱写共建美丽地球家
园新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北京世园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追求绿色发展的决心和
成就，为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经验。”周剑平表示。

题图：10月7日，游客在北京世园会园区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北京世园会留下北京世园会留下““中国印记中国印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 曲曲 颂颂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已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考虑到中国拥有世界约 20%的
人口，她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就更令人
印象深刻。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领导人采取的
各项政策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当
前的国际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
来的，中国正是从这个体系中崛起为一个
繁荣的世界大国。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
年会上的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
了一个比喻：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
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
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

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
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通
过这个比喻，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多边主义
所带来的好处，与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开
始出现的新保护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持，使

中国成为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伙
伴。2018 年，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
源国，也是欧盟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在欧
盟成员国中，意大利与中国的合作位居前
列。这并不奇怪，因为自 70年前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时，意大利一直是最渴望与其
展开对话的国家之一。

现在，意大利和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
很好。2000年至 2018年间，意大利在中国
的直接投资排名欧洲第三，仅次于英国和
德国。过去十年，随着中国投资者购买意
大利重要企业的股份，中国在意大利的业
务逐渐扩大。

强劲的双边关系远不止投资。中国是

意大利的第三大出口国。2019 年 3 月，两
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
签署这一合作文件的国家。

（作者为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欧洲与
全球治理中心联席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
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由杨
清清、路雅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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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10月8日电（记者张建松、刘诗
平） 记者从 8日在沪召开的“2019中国极地科学学
术年会”上获悉，目前中国已跻身极地考察大国行
列，形成“两船、六站、一飞机、一基地”的支撑
保障格局。

在破冰考察船能力方面，现拥有“雪龙”号和
“雪龙 2”号两艘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号经过
三次大规模改造，船舶安全运行、科学调查能力和
环保水平显著提升。中国自主建造的“雪龙 2”号今
年7月交付后，圆满完成各项试航工作。在即将开展
的中国第 36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将与“雪龙”号一起
组成破冰船编队，开启“双龙探极”新时代。

在考察站保障能力方面，实施了长城站、中山站
改扩建；在南极冰盖最高点建成了中国首个内陆考
察站——昆仑站；在距中山站520公里的冰盖上建立
了内陆中继站——泰山站。在北极地区，在斯瓦尔
巴群岛建立了中国首个北极考察站——黄河站；通

过与冰岛合作建成了中国第二个北极考察站——中
冰北极科学考察站，为中国科学家开展北极环境、气
候变化长期监测研究建立了重要的基础设施。

在极区航空保障能力方面，购置了固定翼飞机
“雪鹰601”号。2018年1月，“雪鹰601”号成功降
落在南极昆仑站机场，具备可覆盖南极冰盖最高点
区域的航空保障能力。此外，为提高船载直升机保
障能力，还为“雪龙”号配备了Ka-32重型直升机

“雪鹰102”号，为“雪龙2”号配备了AW169中型
直升机“雪鹰301”号。

在国内保障能力方面，在长江口沿岸建立了中
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建成了考察船专用码头、考
察物资堆场与仓库、国家极地档案馆业务楼。

据介绍，自2003年以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共
组织实施和安全保障了17次南极考察、8次北极考
察、16个年度北极黄河站考察和1个年度中冰联合
北极站考察。

中国跻身极地考察大国行列
形成“两船、六站、一飞机、一基地”保障格局

10 月 8 日 ，
“‘中国人家’——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摄
影展”亮相北京王
府井大街。图为观
众在观看展览。

郭俊锋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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