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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许 可
王 宾 高 敬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
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
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
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

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
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
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
加强全球环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指明应对环境挑战、打造清洁美丽
世界的合作之道。

深刻阐释中国理
念，推动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
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
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
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用“六个
坚持”系统阐释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与实践
路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表示，在大自然一次又一
次的警告面前，人类不能再沿着只
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
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
去，必须要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的关系，拿出切实的行动，
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各
国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而‘六
个坚持’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明确了
路径和原则。”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体现
出中华文明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的崇尚，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追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

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表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同时也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
延伸。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
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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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
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受访专家认为，这些理念已经
在中国有了多年的实践。如今，中
国提前并超额完成了2020年气候
行动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
保持着可观的增长，中国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的理念和
经验给世界以启迪。

践行中国承诺，
做全球气候环境治理
的行动派

“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谈到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
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的目标愿景时，习近平主席这样
说。

专家指出，中方宣布的碳达峰
和碳中和目标愿景，反映了《巴黎
协定》“最大力度”的要求，体现
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
据有关机构分析，中国的碳中和承
诺将使全球温升缩减0.2至 0.3摄
氏度。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认为，中
国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碳中
和愿景，绝不是简单地伸一伸手、
踮一踮脚尖就能够到，需要助跑、
加速、奋力向上跃起才能实现。

“尽管需要付出极为艰巨的努力，
但中国选择迎难而上，展现出作为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担当和对子孙后
代的负责。”

“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
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开展
的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外交部副部长马朝
旭说。

事实上，这样的变革正在华夏
大地逐渐展开：将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
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
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将严
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
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
步减少；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
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将启动全国
碳市场上线交易……

徐华清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应对气候变
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
划，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市场
等多种手段，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
大贡献。

分析人士注意到，继中国宣布
碳达峰、碳中和愿景后，去年日
本、韩国也相继宣布各自实现碳中
和的目标。阮宗泽表示，在世界面
对诸多不确定性之时，中国重振了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促进更
多国家采取更大的行动。

贡献中国方案，
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
理体系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
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
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
系。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强调，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
气候治理的基石”，“发达国家应该
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时切实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帮助他们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阮宗泽说，对发达国家而言，
实现碳排放达峰是一个技术、经济
发展的自然过程，而广大发展中国
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无法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
眼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抗击疫情、
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
战，鉴于此，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
推卸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应给予
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和帮助，而不
应一味指手画脚。

怎样凝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
合力？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携手合
作，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
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诺，不要
言而无信。

苏晓晖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全
人类共同的事业，中方一直坚持，
各方应该以《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为法律基
础，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应
有作用，而不是将应对气候变化演
变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
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

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
落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将生态
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
路”重点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的南
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同美
方共同发布《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
明》；下一步，中方还将在今年10
月承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中国坚定维护多
边主义，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环境
治理国际合作，展现负责任大国的
胸怀与担当。

“面向未来，推动全球环境治
理的中国方案将持续汇聚构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也将为世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
带来更多信心和希望。”阮宗泽
说。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重要讲话解读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

者 潘洁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23日说，日本防卫大臣有关
涉华言论完全是信口开河，极其不
负责任。奉劝日方反躬自省，立即
停止对中国造谣中伤，不要在错误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22日晚，日本防卫
大臣岸信夫在自民党议员会议上关
于中方在钓鱼岛周边活动称，“中
国正以不起眼的方式一步步进行侵
略，最终造成改变全局的情况。这
绝不允许”。岸信夫还称，“如果台
湾赤化，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这种言论完全是信口开河，
极其不负责任。有这种人当道误导
舆论，日本老百姓怎么能客观理性
看待中国发展，怎么能对中日关系
树立信心？”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国始终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
政策。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开幕式演讲中再次重
申，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
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
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日方
应该好好听清楚，不要再就中国发
展胡言乱语、误导公众。”

赵立坚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钓鱼岛
海域巡航执法是行使本国固有权
利。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
插手干预。日方一些人发表涉台错
误言行，充分暴露他们不愿看到并
千方百计企图阻挠中国和平统一大
业的阴暗心理。“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日方对此不要有非分
之想。”

赵立坚指出，日本近代在亚洲
四处侵略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
广大受害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
时至今日日方仍不愿诚实正视、反
省侵略历史，不时上演一幕幕否
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闹剧。日
方个别政客无视自身斑斑劣迹，大
肆污蔑中国搞所谓侵略。他们究竟
意欲何为，值得世人高度警惕。

外交部：

日防卫大臣涉华言论完全是信口开河

4月23日，来自重庆的游客在布达拉宫广场留影。
随着气温转暖，西藏旅游业开始升温。2020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约3505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366.4亿元。 新华社记者 觉果摄
西藏旅游升温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23日电
（李国利 邓孟）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透露，4月23日，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与长征五号B遥二运
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后

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
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
好，工程各参研参试单位正在全力
备战。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器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成都4月23日电（记
者 李倩薇 袁秋岳）时速160公
里的内嵌式磁浮交通系统亮相22
日开幕的2021成都国际工业博览
会。

该磁浮交通系统由成都市新筑
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推出。该公
司在成都建有城市轨道交通整车生
产基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简炼介绍，磁浮交通
是采用自动控制的电磁场进行悬浮
支撑和直线电机驱动，取代了传统
轮轨交通的轮轨接触支撑和运动结
构，取消了车轮、车轴、减速箱和
轴承等机械支撑和传动结构，可以
节约建设和运营维保成本，并且可

以在冰、雪、雷电等恶劣气候环境
下运营。

在成都市新津区，建有一条长
度为3.6公里的中低速磁浮模拟商
业运营试验线，列车的最高运行时
速可达169公里。“该系统在最高
速度、加速能力、爬坡能力、转弯
半径等指标上有比较优势，能更好
地满足城市、市域市郊、旅游等轨
道交通需求。”简炼说。

记者23日试乘了该线路。磁
浮列车启动后先经过了一段坡道和
弯道，向乘客展示了此列车灵活的
爬坡能力，这个过程中，乘客可以
感觉到车体有倾斜，但无颠簸感，
整体运行较为平稳。（参与采写：
叶文婷）

时速160公里的内嵌式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亮相成都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22 日电
（记者 陈俊侠 徐驰）在4月22
日世界地球日当天，联合国有毒物
品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科斯·
奥雷利亚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日本政府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决定可
能给地球带来生态与卫生灾难，希
望日本政府担负起相关国际法义
务，就将采取的措施进行国际协
商。

奥雷利亚纳说，日本政府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做法当然非常
重要，“但是仅仅与该国际机构合

作并不意味着日本可以免除其他应
尽的国际法义务”。

他指出，现代国际法禁止一国
对其他国家或海洋环境造成损害，
这意味着日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竭尽所能做好调查，以防止对
其他国家和海洋环境造成损害。

奥雷利亚纳解释说，一些科学
家认为，核辐射在低剂量状态下也
会带来损害，因此关于核事故污染
水的潜在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他说：“有关环境的国际法规
定，有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计划、项
目或决定都需进行国际协商。”

奥雷利亚纳强调，《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要求缔约国保护海洋环
境并防止污染，《努美阿公约》和
《拉罗汤加条约》是太平洋区域公
约，禁止跨越国界的环境破坏。此
外，《伦敦倾废公约》明确禁止在
海上排放放射性废物，并指出放射
性废物无论浓度高低都可能对海洋
环境构成重大威胁。他遗憾地表
示，联合国有毒物品和人权问题特
别报告员尚未收到日本就核事故污
染水排放入海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
信息。

奥雷利亚纳认为，日本向太平

洋排放核事故污染水的后果存在很
大不确定性，关于此举对人类和环
境的影响目前尚无足够信息。日本
辩解说将对核事故污染水进行处
理，并将放射性污染物降到可接受
的水平，但是日本的水处理系统有
局限性，实际上不能保证它会成功
处理核事故污染水。

奥雷利亚纳最后表示，在国际
法中有个谨慎原则，就是在有证据
表明人类健康和环境受到威胁时，
面对不确定性，有关国家必须谨慎
行事，以防止将人类和环境暴露在
放射性或有害物质面前。

联合国报告员敦促日本就处置核污染水进行国际协商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2 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在民
主、共和两党达成一定妥协后，美
国国会参议院22日以压倒性优势
通过一项打击新冠疫情下反亚裔仇
恨犯罪的法案。

法案名为 《反新冠仇恨犯罪
法》，由民主党人起草。经两党数
次磋商修改后，该法案当天在国会
参议院以94票赞成、1票反对获
得通过。

根据法案，美司法部将设立专
门职位加快对反亚裔仇恨犯罪的
审查；建立多种语言的在线仇恨
犯罪举报系统；加强各州和地方
执法部门关于仇恨犯罪的报告、
追踪和培训；为提高公众“疫情期
间对仇恨犯罪的认识”提供指导意
见，包括剔除描述疫情的种族歧视
用语。

法案现已提交至民主党掌控
的众议院，预期将在审议后获得
通过。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已表示
支持这项立法。这将是美国国会
就打击反亚裔犯罪的首项重要立
法。

美国会参议院通过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因事业发展、产业调整需
要，本公司持有的宁波泰利健
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拟
转让。有意向的单位或个人，
可来电来人洽谈。联系电话：
0574－62709798。

余姚日报报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4日

公告

新华社突尼斯 4 月 23 日电
（记者 潘晓菁）国际移民组织官
员22日晚证实，利比亚沿海当天
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100
名企图偷渡到欧洲的人员溺水身
亡。国际移民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呼
吁各国重新在地中海部署搜救船。

国际移民组织负责人欧亨尼
奥·安布罗西22日晚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今天地中海至少有100
人丧生，这是不遵守国际法和最基
本人道主义造成的后果。”

据报道，22日一艘满载130
余人的橡皮艇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东
北部海域沉没。“海上维京”号救

援船接到“警报电话”时，离沉船
海域有10个小时的航行距离。当
它抵达时，救援人员仅搜寻到十余
具遗体，并未发现幸存者。

卡扎菲政权 2011 年被推翻
后，陷入动荡的利比亚成为非法移
民经地中海偷渡欧洲的主要中转
站。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今年以
来，已有大约6000名非法移民被
救并返回利比亚，另有数百名非法
移民死亡或失踪。

“海上维京”号由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医生和地中海救援组织共同
运营，时常对海上遇险的非法移民
实施救援。

国际移民组织：

利比亚沿海发生沉船事故至少100名偷渡者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