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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 近
日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以下

简称 《纲要 》 ） ， 并发出通知 ，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纲要》指出，标准是经济活
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
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 。

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
性 、引领性作用 。 新时代推动高
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
标准化工作。

《纲要 》 强调 ， 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 、 三中 、 四中 、

五中全会精神 ， 按照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立足新发展阶段 、 贯彻新发展
理念 、 构建新发展格局 ， 优化
标准化治理结构 ， 增强标准化
治理效能 ， 提升标准国际化水
平 ， 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体系， 助力高技术创新，

促进高水平开放 ， 引领高质量
发展 ，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纲要 》 提出 ， 到 2025

年 ， 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
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 ， 标准
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
社会全域转变 ， 标准化工作由
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
转变 ， 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 标准化
更加有效推动国家综合竞争力
提升 ，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更大作用。 到 2035 年， 结构优
化 、 先进合理 、 国际兼容的标
准体系更加健全 ， 具有中国特
色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更加完善，

市场驱动 、 政府引导 、 企业为
主 、 社会参与 、 开放融合的标
准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荩 《纲要》主要内容见文汇
网 www.whb.cn

万类霜天竞自由
———写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之际

滇池荡漾， 丹桂飘香。 10 月 11 日至 15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在美丽的春城
昆明举行。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既是
此次大会的主题， 也是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寄
语。 作为联合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一次重要会
议，未来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将
从这里走向世界。

大美河山、生机盎然，尽
显美丽中国

天山山脉以北，准噶尔盆地东部，新疆卡拉
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坐落于此。

前不久， 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
王振彪，护送 18 匹野马进入保护区乔木西拜
野放点。它们要告别圈养生活，回到祖先栖居
过的荒野繁衍生息。

曾经， 地球上仅存的野马主要圈养在国
外动物园里。 1985 年，我国引回 11 匹野马，

开启这项濒危物种拯救行动； 经过十多年努
力，2001 年首次野外放归野马；2020 年底，保
护区的野放野马总数为 274 匹， 新疆境内的
野马总数已占全球野马总数约五分之一。

野马，如同一个缩影，见证中国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 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
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 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
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2020 年 9

月 3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我国通过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严
厉打击非法贸易等多种举措， 不断加强野生
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修复。 90%的陆地生
态系统类型和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从南方到北方 ，从内陆到海滨 ，越来越
多珍禽异兽正在回归 ，展现自然之美 、生态
之美———

今年全球动物界一大“网红”，非云南那
群野生亚洲象莫属。通过多年保护，我国境内

的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80 头增至目前的 300 头左右。

记得今年“进村”的东北虎“完达山 1 号”

吗？ 那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
北虎。 我国积极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
建设。林深藏虎豹，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种群
呈现增长态势。

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也在加
速恢复。 黑颈鹤由不到 3000 只上升到 8000

多只，藏羚羊升至约 30 万只。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 “濒危” 降为
“易危”、“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亮相、三江
源国家公园等地的雪豹频繁现身……越来越
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新闻， 成为人们津津乐
道的话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在植物世界同样
力度空前。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通过
持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德保苏铁、

华盖木、 百山祖冷杉等 120 种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部分濒危物种种群数
量逐步恢复。

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已
建有近 200 个各级各类植物园， 收集保存了

2 万多个物种；基本完成了苏铁、棕榈和原产
我国的重点兰科、 木兰科等珍稀野生植物的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求
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昔日的 “打鸟人 ”侯体国 ，如今成为 “护
鸟人”。

他居住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百花岭
村，被誉为“五星级观鸟圣地”。

“小时候穷，没有肉吃，想吃肉就上山打
鸟。 ”侯体国说。

近年来，观鸟生态旅游方兴未艾。侯体国
放下弹弓，成了“鸟导”。“观鸟游”还带火了餐
饮、民宿等行业，仅去年就给村民增收 1000

多万元。

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环境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
响文明兴衰演替。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
建设———

在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 我国
创新生态空间保护模式， 创造性提出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相继出台，数
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 进行全
面系统部署安排。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天更蓝， 从前些年的雾霾锁城到如今蓝
天白云常驻。

水更清， 群众房前屋后的臭水沟已悄然
变为潺潺清流。

山川更美，一些地方曾经缺林少绿、黄沙
漫天，如今绿满青山。

守好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 ， 从 “卖石
头 ”转向 “卖风景”，折射中国发展理念的重
大变革。

村民胡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村里开
山挖矿、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景象是他童年
最深的记忆。 前些年来，关闭矿山修复生态，

余村四季皆有景。 4 年前，在外打拼多年的胡
斌回家乡开起了客栈，生意红火得很。

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扩展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各地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
的具体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也赢得世界肯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 中国提出
的生态文明理念对各国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
目标至关重要， 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
面的工作值得各国仿效学习。

人类同呼吸、万物共命
运，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当前，人类站在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 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提出， 我们要同心协力， 抓紧行
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
和谐的美丽家园。

共建美好家园 ， 这是来自中国的庄严
承诺 。

今年 9 月 21 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 完善全球环境治理， 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

“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需要付出艰苦努
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铿锵的话语，向世界
进一步释放出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的强烈信号。

共建美好家园 ， 这是来自中国的大国
担当 。

肯尼亚 ， 中国企业承建的内马铁路穿
过内罗毕国家公园 ，向远方延伸 ，造福当地
人民 。

为保证大型动物如长颈鹿的自由通行，

内马铁路一期采用了长达 6.5 公里的大桥全
程穿越公园方案，大桥还设置了声屏障，降低
列车通过时的噪音， 以最大程度降低对野生
动物的影响。

这样的故事还有更多。

共建美好家园 ， 这是来自中国的坚定
主张 。

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 对于即将在昆明
举行的 COP15，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 ，多次
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 “春城之
邀 ”，同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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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具雄心和务实，充满挑战和期盼，伴随
艰辛与欣喜，此次大会将总结过去 10 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与经验， 凝聚缔约
方、国际组织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力，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转型性变革带来契机， 是一次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从昆明出发，携手前行，同心协力，我们
一定能共建一个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新华社记者 李 银 邹伟 高 敬
王长山 胡璐 王立彬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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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百宝箱”中探秘上海生物多样性
截至去年底，上海有记录的鸟类达506种，约占全国鸟类的1/3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当清晨第一缕
阳光出现之前 ， 你有没有被清脆的鸟鸣声
唤醒 ？ 在匆忙的城市生活脚步下 ， 你有没
有留意过身边的小动物 ？ 2021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主题月暨 “我的自然百宝箱 ” 展
示活动日前在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
馆分馆 ） 启动 。 活动以 “守护多样生物 ，

发现快乐星球” 为主题， 开展发起倡议书、

科普展览 、 直播秀 、 科学集市 、 科普剧等
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 ， 整个主题月活动将
持续至10月底。

鸟类是上海地区种类和数量最丰富的陆
生脊椎动物， 截至去年底， 上海有记录的鸟
类达506种， 约占全国鸟类的1/3； 上海的野
生兽类有40余种， 其中上海地区重引入的獐
的种群数量已达300余只， “一丘之貉” 中
的貉更成为种群自然恢复的典型……展览
展示了多个由上海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开
展的研究项目， 如聚焦 “城市蛙类多样性监
测” “鸟类误撞玻璃幕墙现象调查”， 以自
主开发的 “听见万物” 小程序等在线工具为
协同平台 ， 引导公众像科学家一样发现自
然、 观察自然、 记录自然， 助力城市野生动

物多样性科学研究。

“今年春天开始，我们面向社会招募‘公
众科学家’，组成七支‘寻蛙小分队’，利用周
末晚间深入植物园、后滩、外环绿化带等地，

寻找与发现两栖类生物的上海足迹。 ”在上
海自然博物馆张伟博士的带领下，自2020年
开始的“你好蛙”公众科学项目，在世纪公园
进行蛙类遥感调查，今年又继续开展蛙类的
物候监测和多样性监测。

启动仪式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
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通过视频
送上对上海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和期待：“在昆
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大会前夕，上海自然博物馆
推出生物多样性主题月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们
不应忘记我们都是地球生物圈当中的一个物
种， 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作出自己的贡献。 ”

上海自然博物馆联合政府机构、科研院
所、科普场馆、中小学校、社会组织共计26家
单位 ，共同发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海倡议
书》，从顶层设计、系统保护、科普教育、人才
队伍建设等方面发出倡议 ， 呼吁全社会共
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发展。

哈尔滨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10日电 10月9日晚，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松北区万达秀园小区等两个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10日上午，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黑龙江
省本次疫情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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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带着孩子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全力以赴做好第四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
（上接第一版） 疫情防控要再压实，聚焦重点环节和重要防
线，全面排查风险、堵塞漏洞。城市服务要再精细，打造更好
的参展体验。 综合效应要再放大，浦东、虹桥两个分论坛要
加强与主论坛、其他分论坛的配合对接，举办好城市推介大
会、投资促进交流会、“国别商品缤纷月”等重要活动。

会上， 执委会相关成员单位介绍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上海市领导陈寅、 舒庆、 彭沉雷、

宗明、 张为出席。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在发生可喜变化：东北
虎、雪豹、藏羚羊、亚洲象、朱鹮等珍稀濒危物种数量明显增
加，“国宝”大熊猫也从“濒危”降为“易危”等级。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
性公约， 于 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 具
有法律约束力， 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组成成分， 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共享遗传资源的商
业利益和其他形式的利用。 目前， 《生物多样性公约》 共
有 196 个缔约方， 每 10 年设定一揽子目标。

据悉，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 10 月 11 日发行 2020 年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金银纪念币一套， 包含 3 克圆形金
币、 15 克圆形银币各一枚。 同时， 中国邮政将发行 《〈生
物多样性公约 〉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 纪念邮票一套 1

枚。 全套邮票面值 1.20 元， 计划发行数量为 700 万套。

打开历史纵深，细解共和国不会忘记的人
（上接第一版） 当网友评价， “第一次如此清
晰了解到政治思想工作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

也对 ‘支部建在连上， 浩气存于心间’ 的文
字有了直观认知”，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何能冲
破国力军力的悬殊差距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
大胜利， 电视剧里见微知著。

《无名英雄于敏》 对焦的历史同样惊天
动地： 新中国的氢弹理论研究。 但这一单元
里， 导演沈严与编剧王小枪在写实中交织写
意， 让隐喻搭载着价值观输出。 单元里不止
一次提及氢弹理论研究对国家的非凡意义 ，

创作者用不同的托物言志来表达。 街边小吃
摊， 老郝问于敏， 转到氢弹理论研究， 要放
弃的太多， 还得对家人三缄其口， 为什么答
应得斩钉截铁。 于敏以馄饨作比， “你一碗，

我一碗， 你有的我也要有。 人与人之间， 国
与国之间都是一样的。” 核平衡才是平等， 不
平等只能挨打， “国家存亡的事， 必须干”。

时间流转， 相似的问题再被抛出， 桥牌桌边，

团队里的老资格陆杰考起 “新鲜血液” 原瑾
泓 。 我们日夜计算 ， 为的是早日造出氢弹 ，

可既然并不希望它炸响， 为什么还要造？ 年
轻的科学家因 “地 ” 制宜 ， 我们手里有牌 ，

其他国家的氢弹才可能永不炸响。

《黄旭华的深潜》 以非线性结构回望中
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 30 年艰难曲折； 《申纪

兰的提案》 在描摹人物首倡男女同工同酬的
高光同时， 也将新中国推动男女平等作为故
事的应有之义 。 即便在 《默默无闻张富清 》

的单元里， 时代也始终在场。 编剧陈枰、 导
演康洪雷从 1955 年张富清放弃更好安排， 主
动请缨去往偏远山区讲起， 用五集多篇幅还
原他朴实的一生， 直到尾声才揭开他深藏战
功的底牌。 将最大悬念留到最后， 此前扎实
的基层岁月铺垫出的 ， 不止于人物的伟岸 ，

观众也能随张富清在最难、 最苦的地方看见
新中国为脱贫付出的久久为功。

平凡中写伟大，丰富生动的
细节让精神熠熠生辉

近年来， 英模题材如何赢得新一代观众
的情感共鸣， 都绕不开一个关键： 人物是否
可亲可信。 对于 《功勋》， 总导演郑晓龙与整
个团队牢牢抓住 “平凡与伟大” 来破题。 伟
大， 因为 “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无不是以个
人梦想融于国家发展， 展现出时代楷模的力
量； 平凡， 则是在故事中融入丰富生动的细
节， 让每个人物坚实地踩在大地上。

《能文能武李延年》 的创作初期， 毛卫
宁从原型人物的对谈中捕捉到要素， “他对

那些牺牲老战友们的怀念”。 这般念念不忘在
剧中化进了一本 “战场日志”， 李延年总是反
复对文书强调， “要记下每一位战士的付出，

祖国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正是以这本
“战场日志” 为线索之一， 观众得以认识一组
鲜活的志愿军群像， 看见了 70 多年前响应号
召为国作战的普通年轻人的样子。 也正因为
立住了 “人”， 当大战开启， 浴血奋战的年轻
身影更为触目惊心。 社交媒体平台上， 洒落
着让观众 “破防” 的一幕幕： 小战士踩中松
发雷， 为了掩护潜伏部队， 他忍着腹部枪伤
保持两小时纹丝不动， 全凭钢铁意志撑到冲
锋号响； 有战士被美军的汽油弹打中， 滚着
一身烈火也要扑向敌人， 哪怕尖刀刺进胸膛
也绝不撒手， 留下焦黑却保持战斗姿势的遗
体； 有人为让爆破筒达到最佳射程， 不惜以
血肉之躯冲出战壕……

于敏和黄旭华的故事都是关于国之重器
的铸造， 主创也都由平凡人、 朴素的人之常
情， 找到与观众共情共鸣的空间。 小小鸡蛋
被于敏从儿女 “嘴里” 转到了科研伙伴手里，

所有人都视若珍宝， 物质生活有多窘迫可见
一斑。 只凭微不可察的异响， 于敏判断出国
内唯一一台每秒运行万次的计算机出了错 ，

长年打算盘的 “国产专家” 自信， 只要理论
扎实， 真理总会浮现。 走进戈壁深处， 精密

仪器颠簸后受损， 于敏与军人老马不打不相
识。 一个说， “你一句话， 我的一队兵就要
重新往返几千里路， 没日没夜不眠不休”； 一
个回， “一个小的疏忽， 氢弹就炸不响， 你
可知， 为了等到这一天， 成千上万名科学家，

从年初演算到年末， 草稿纸可以铺满整个戈
壁滩”。 四两拨千斤， 话外音里是无数人攻坚
克难为同一项事业奋斗的图景。 黄旭华与妻
子相识于港务局青年活动会， 她给黄旭华理
发， 没想到一理就是一辈子———让许多人怦
然心动的一幕 ， 恰是黄老守了一生的习惯 。

带着主人公对家人的深深眷恋入戏， 观众能
从女儿叫不出 “爸爸”、 忠孝不能两全等细节
里， 在 “大我” 与 “小我” 的取舍中， 找到
了普通人与国家叙事的血肉关联。 更不消说，

眼见妻儿跟着张富清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 ，

真相最后揭晓， 所有人的震撼无以复加。

《无名英雄于敏》 最后， 新中国第一枚
氢弹爆炸成功， 街头红旗漫卷， 于敏提议吃
顿烤鸭， 被不明就里的妻子以家中各项开销
负担过重推却了。 入夜， 剧中的于敏第一次
剃须， 他整肃衣领， 凝视书桌上的五星红旗，

那篇曾在无数昼夜陪伴过他的 《后出师表 》

再度翻涌上心头，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誓言无声， 但观众与于敏之妻一样， 读懂了
人物 “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非凡之路。

香港再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零报告”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0 日电 （记者刘明洋） 香港特区政

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10 日公布， 截至当日零时， 香港
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是继 10 月 3 日后香港新
增确诊病例再度 “零报告”。 目前， 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12261 例。

据介绍， 过去 14 天 （9 月 26 日至 10 月 9 日） 香港
累计报告 76 例确诊病例， 包括 1 例源头不明本地病例 ，

其余均为输入病例。

统计显示，自 2 月 26 日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至

10 月 9 日，香港共有约 453.1 万名市民已接种第一剂疫苗，

占合资格免费接种疫苗人数的 67.3%； 约 427 万名市民已
接种第二剂疫苗，占合资格免费接种疫苗人数的 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