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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下午以
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讲话全文见第2版）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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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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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要尊重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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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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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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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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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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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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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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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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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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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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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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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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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最后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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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

10月12日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
尔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王克（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明健（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章启月（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肖军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左图 10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

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报讯（记者 魏彧 米哲 徐丽）10月11日至
1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率调
研组来津，就人大教科文卫工作、教育立法、科技新兴
领域立法等开展专题调研。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
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向调研组一行汇报了我市全力支
持各级人大开展立法监督工作，服务促进教科文卫事
业发展等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陪同。

在津期间，调研组来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

津中医药大学、南开中学、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绿色生态屏障等地实地考察调研。座谈会上，全国
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来津调研重点，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虹汇报了市人大教科文卫
委主要工作，市有关部门汇报了我市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情况、科技创新工作以及相关
立法修法情况，与会人员就进一步做好教科文卫工
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李学勇指出，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在天津市委
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
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
法、监督、代表等工作站位高、导向明、思路新、措
施实，为加快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提供了有力
法治保障。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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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依法治国办第二督察组来津开展督察

压实政治责任 大力推进法治天津建设
孙寿山讲话 李鸿忠作表态发言 廖国勋作汇报

本报讯（记者 魏彧 米哲 于春沣）根据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统一部署，中央依法治国办第二
督察组来津开展督察。12日下午，第二督察组组长
孙寿山出席督察组与天津市领导同志见面会和天津
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专题汇报会并讲话。市委书记
李鸿忠出席见面会并作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
廖国勋出席见面会、专题汇报会并作汇报。

孙寿山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督察
是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的重
大举措，是践行法治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
抓手，是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是强化领导干部履行法治职责的关键
一招。此次督察将紧扣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主题主线，
围绕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
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目
标，聚焦依法行政、保障经济发展高质量、助推社会

治理高效能、守护群众生活高品质情况，紧盯党中央
关心、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工作，提出切实
可行的建议。我们要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旗帜鲜明讲政治，实事求是、深入基层真督实察，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希望天津
市委、市政府积极配合督察工作，共同形成合力，推
动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重要部署在地方落地见效。

李鸿忠表示，中央依法治国办督察组来津开展
督察，既是对我市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检验，更是对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要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将中央
督察作为深入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机遇和
强劲东风，坚决扛起地方党委政治责任和书记第一
责任人责任，积极主动、全力配合督察，自觉诚恳接
受监督，如实反映情况，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举
一反三，确保抓源治本、常治长效。完善服务保障措

施，确保督察任务顺利完成。大力推进法治天津建
设，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市的领导，压紧压实法治建
设责任体系，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紧密结合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确保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天津落地生根。
廖国勋汇报了我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

设法治政府工作情况。他表示，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津落地见效。要着眼法治天津、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不断提高各
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
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要抓好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逐条逐项整改到位。

督察组副组长邬燕云和督察组成员，市领导
赵飞、周德睿、董家禄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出席。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1日至12日，吉林省
党政代表团来津考察，进一步深化两省市交流合作。
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与吉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景俊海，省委副书记、省长
韩俊座谈，两省市签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

李鸿忠在讲话中对吉林长期以来对我市工作的支
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精神，发展视野宽、思路举措新、创新动能足，展现出
强劲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当前，天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提出
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积极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大力推进生态建设，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展
格局，加快建设“一基地三区”。我们将深入落实党中央
对口合作要求，以实施好津吉合作框架协议为抓手，巩
固深化已有合作成果，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共同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新一轮东北振兴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整合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协同推动高端装备制
造、智能科技、信创等产业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津吉各
自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深化港口合作，完
善海铁联运通道。依托吉林农业优势地位，开拓天津农
产品市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同
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景俊海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天津长期以来对
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天津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
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令人钦佩、值
得学习。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新担
当、新突破、新作为”重大职责使命，把天津经验与吉林
实际结合起来，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奋力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希望双方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天津
与长春对口合作，携手打造吉津合作“升级版”。一是进
一步强化合作互动，加强整体联动、常态交流，推动合作
目标同向、工作同心、行动同步。二是进一步强化优势
互补，开展协同创新，深化国企混改、口岸建设、文化旅
游等领域合作，拓展新的合作空间。三是进一步强化产
业互促，推进现代新型汽车、轨道交通、医药健康、现代
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深度合作，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

座谈会上，廖国勋、韩俊分别介绍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合作交流情况。会后，
廖国勋、韩俊共同签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深化口岸、汽车、轨道交
通、航天信息、信创、新能源、中医药、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旅游、金融等
领域合作。
在津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绿色生态屏障区、天津中医药大学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

验室、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智核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考察，并
召开了企业座谈会。
吉林省及长春市领导胡家福、刘金波、李伟、王子联和省政府秘书长安桂武，市领导

金湘军、连茂君、王庭凯、董家禄、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来津调研

增强人大工作实效 促进教科文卫事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受海河
流域连续强降雨影响，流域南部上游水库、河道相继泄
洪，我市南部地区大清河、子牙新河等河道水位持续

上涨。子牙新河洪峰预计将于13日晚间进入我市，沿线
各区和市有关部门、市民群众积极做好防汛应对准备。

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
结合，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
实处。 （下转第2版）

海河流域连续强降雨 大清河子牙新河洪水下泄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准备
提示广大市民群众，时刻关注天气

预报和预警信息，不要贸然涉水，远离
行洪河道和积水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