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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13日至1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渝，考察了长安机器厂、重庆
通信设备厂、重庆大学，听取了重庆市委工作汇报，提出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应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
济中心，还就加强党的建设，走好群众路线，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并赴涪陵和万县考察，就做好三峡库区移民工作提出要求。

政务简报

●10月12日，新加坡在华知名企业重庆行活动在渝中区举行。重庆市副市长
蔡允革出席活动并致辞。 （首席记者 杨骏）

●10月 12日，重庆市安全乘梯守护行动启动会举行，副市长陈金山出席活
动。 （记者 王天翊）

●10月12日，副市长陈金山赴渝北区、两江新区部分养老机构，调研我市养老
服务工作。 （记者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0月
12日，2021年9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活动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行。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
国文明网、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沙坪坝区委区政府承办。活动现
场发布“中国好人榜”9月榜单，全国共

有102名身边好人入选，我市3人光荣
上榜，其中何巧、彭小兵荣获敬业奉献
好人，高利华荣获诚实守信好人。

活动为我市入选的3名代表颁发
证书和道德传家宝，随后焦祖惠、何
巧、李东江、李志芳和王红旭父亲分别
代表我市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助人为
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中国好人分享

感人故事，特别节目《见义勇为中国好
人王红旭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了观
众。此次活动是今年“中国好人榜”发
布活动第8次走进地方城市，旨在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播散文
明之光。此前，浙江嘉兴、贵州遵义、
广西百色等7个城市承办了发布活动。

中央文明办秘书局、中国文明网，
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各区县党委宣传
部、文明办有关负责人，部分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干部群众和四川外国语
大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2021年9月“中国好人榜”发布活动在重庆举行
张鸣出席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尤）10 月
12 日，第二届“川渝民营企业家合
作峰会”在璧山区召开，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李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峰会围绕“共谱成渝协奏曲，书写
健康双城记”主题，启动川渝民营
企业家联盟，签署《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大健康产业联盟协议》，进
一步形成助推两地民营经济协同发

展合力。
李静指出，川渝统一战线“共画同

心圆、共建经济圈”九大行动启动以
来，川渝民营企业在两地统战部门和
工商联的支持引导下，围绕重点区域、
重点产业深化交流合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为川渝民营经济交流合作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重
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精
神，推动成渝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协
同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
象。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服务中心
大局的优势作用，进一步整合“政产
学研融”等各方力量，引导两地民营
企业以川渝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为
引领，促进两地产业合作进一步深
化。川渝民营企业要把握大健康产
业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峰会、商会等
合作平台，共同推动产业聚集发展，
共同为川渝两地大健康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
献智慧和力量。

李静在第二届“川渝民营企业家合作峰会”上指出

推动川渝民营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不断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象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0月
12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郁江市
级河长彭金辉率市级有关部门同志，
深入郁江彭水段巡河，研究部署郁江
管理保护工作。

彭金辉来到位于郁江岸边的白池
村，察看郁江水质，听取水质监测、河
道巡查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党中
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担负起
郁江管理保护的政治责任。要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采取精
准务实举措，加大巡河、护河、治河力
度，不断巩固提升郁江水环境质量。
要坚决贯彻执行《重庆市河长制条
例》，完善“一河一策”“一河一档”方
案，健全落实督查考核机制，压实工作
责任，以良好工作状态和扎实工作成
效确保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彭金辉在彭水巡河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责任落实
不断巩固提升郁江水环境质量

本报讯 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原
副主任邹昭华同志于2021年10月
12日逝世，享年91岁。

邹昭华同志系重庆沙坪坝区
人，1949年12月参加工作，1953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0月
12日，重庆两江鱼复新城与四川宜宾
三江新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重
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段
成刚，宜宾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方
存好出席活动。

段成刚表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

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
策。两江新区和宜宾市作为两省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唱好

“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中承担重要使
命、努力走在前列。希望以此次签约
为契机，双方在产业联动、港口建设、
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强协同
合作，项目化、事项化、清单化推动各
领域合作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推动

“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一步走
深走实。

按照协议，双方将充分挖掘和利
用各自区位、资源、政策、产业等优势，
共建西南新能源汽车产业示范基地、
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鱼
复·三江科技云服务平台、长江上游航
运物流中心、鱼复·三江产业协作投融
资平台等协同发展载体平台。

当天，宜宾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还
先后前往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长安
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金康新能源
公司等地，实地考察两江新区建设发
展成效。

两江鱼复新城与宜宾三江新区签署协议
共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

段成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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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同大家以视频方式相聚昆

明，共同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
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
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
持续发展。

昆明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推动制定“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
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
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
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
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
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
影，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
环境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帮

助和支持。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
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
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的地球家园。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
望的时代。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为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
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
调人与自然关系。我们要解决好工业
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
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
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
球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建立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
我们要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

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我们要心系民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
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
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我们要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
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设立新的
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
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
理。

各位同事！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前段时间，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
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
的成果。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在此，我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
资。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
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
体系。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
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
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保
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

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
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
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容量约1亿千
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

各位同事！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

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
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
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
界！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1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人民日报评论员

10月11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开幕，来自
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构和
组织共计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参加大会，共商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讲话，站在促进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刻阐释保
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开启人类高质
量发展新征程的 4 点主张，郑重宣布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
举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大国领
袖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充分彰显
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的积极作为和历史
担当，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和深入
思考。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
的家园，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
体的血脉和根基，使地球充满生机，
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
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
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972年，联合国
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共同签
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生物资源保护
被列入二十六项原则之中。1993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公约确

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
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
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三大目标，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启了新纪元。
昆明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为主题，推动制定“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
径，必将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
上新台阶，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新动
力。

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
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
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必
须清醒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
是一个家园。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
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
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
的。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
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
和后劲。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
上阴影，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恢复经济
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
更需要帮助和支持。只有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共建美好地球家园。习近平主席明确
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
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
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
球家园”，这是对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
的深刻揭示，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深刻把握，是对在共同挑战下
必须促进共同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深刻洞察，为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明确了方向和路径。

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
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
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
园，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推动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共建万物和谐
的美丽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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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朴素的真理。构建经济与环
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我们要以自
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
找发展机遇，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支撑。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
织叠加，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
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
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构
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我
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坚持发展优
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
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让发展成
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
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
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只要各方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
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以前
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勠力同心，勇于
担当，就一定能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民日报 10 月 13 日评论员文
章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共 建 地 球 生 命 共 同 体
——论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主旨讲话

邹昭华同志逝世

10 月 12 日，长安 CS55PLUS·2021
中国重庆国际时尚周开幕首秀，在南岸
区南滨路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字水广
场举行。本届时尚周以“绿色与时尚，

传统与创新”为主题，涵盖“时尚大秀”
“时尚峰会”“时尚赛事”“时尚展览”等4
个板块共14项活动。

记者 郑宇 夏元 摄/视觉重庆

2021中国重庆
国际时尚周开幕

（上接1版）恩贾梅纳位于乍得主要河流
沙里河和洛贡河两河汇合处，重庆是长
江、嘉陵江两江汇流，两座城市同样江
河交汇，两地人民同样热情好客。我们
欢迎乍得朋友多到重庆走一走、看一
看，感受这座“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
独特魅力。

阿里向促成恩贾梅纳市与重庆市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各方朋友表示感
谢。他说，两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协议书，是乍得和中国长期坦诚合作的
成果，是两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内
容，为恩贾梅纳市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
遇，有利于在疫情后恢复发展经济。我

们将与重庆市进一步深化交流，推动双
方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打造内涵
丰富的全方位友城关系。

乍得外交部有关人员，恩贾梅纳市
各区、部分政府机构负责人和市商会代
表、市政服务监察员，重庆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