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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呼吁制定全球保护蓝图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11日在昆明开幕。
多个主要国际机构负责人、 与会
国高级官员和相关专家在会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强调当前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刻不容缓，
对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深表认同，
并对此次会议制定未来十年全球
保护蓝图充满期待。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呈
加速态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
纳说， 地球正处在第六次物种大
灭绝危机之中， 地球生态系统随
着时间推移日益进入危险区， 地
球上的所有生命、 各国的经济所
依赖的基础正在遭到严重破坏。
大量生物多样性报告显示， 我们
没有达到预定的保护目标。 保护
生态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加强国际合作才能使这个全球行
动取得成功。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
这个星球上生命形式的减少和灭
绝， 这种现象正以令人担忧的速
度加速发生，” 联合国秘书长海
洋 事 务 特 使 彼 得·汤 姆 森 说 ，
“我们失去地球生命形式的惊人
速度主要是人为造成的。 我们必

须停止对自然的 ‘战争’， 否则
就太晚了。”

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的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执行秘书安妮·拉里
戈德里说， 人类失去了85%的湿
地 ， 只有3%的海洋面积未受人
类活动影响。 大量动植物物种面
临灭绝威胁。 自然系统退化已达
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保护生物多
样性具有紧迫性。

全球最大的植物保护组织之
一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保
罗·史密斯认为， 当前生物多样
性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社
会对此重视不够。 联合国 《生物
多样性公约》 已通过近30年， 但
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继续。 “除
非我们看到能扭转生物多样性下
降 趋 势 的 政 策 ， 除 非 我 们 在
COP15大会上看到这些政策， 否
则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将处于
危险之中。”

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为世
界提供经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厄·安诺生认为， 中国将经济
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的
能力给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 她
感谢中国政府举办此次大会， 认

为这重申了中国对符合生态文明
理念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
的承诺， 并指出，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已被中国社
会广泛接受， 这提升了中国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引领者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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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提出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跟
随效仿这个好榜样 。” 她指出 ，
中国一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议程
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 中国
提出举办COP15， 以及将在此次
会议上发布的昆明宣言， 均清楚
地表明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的领导力和承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气候
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奈杰尔·托平
持类似看法： 中国的生态文明理
念将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环境保护的多边主义方面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何将 （生
态文明） 这些美丽的中国思想带
到更大舞台的行动， 都真的很有
帮助。 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需
求， 就是要把经济嵌入到生态中
去， 而不是相反。 也就是说， 经
济必须服务于生态， 而不是生态

服务于经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布

鲁诺·奥伯勒说， 中国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领
域都做出了贡献： 一方面中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在发展低碳经济
上， 制定了考虑周到并具有雄心
的目标； 另一方面， 中国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采取了很多有效措
施， 比如大熊猫繁育计划。

史密斯表示， 中国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表现出 “令人印象
深刻的领导力”。 史密斯说， 他
曾多次到过昆明， 与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有密切合作， 中
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给
他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保护植
物的系统方法， 优先考虑受威胁
最严重的物种。 我很高兴看到中
国合作伙伴和机构正努力保护每
一个植物物种。”

期待未来十年全球保护
蓝图

埃及环境部长生物多样性顾
问、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埃及国家协调员穆斯塔法·富达
说 ： “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
于， 我们将就 ‘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 进行讨论， 达成

一致， 明确未来10年在生物多样
性方面需要做什么。”

保护国际基金会高级副总裁
詹姆斯·罗斯说， 明年第二阶段
的会议通过 “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 是 “我们不犯错误
和向前迈进的契机”， 而此次会
议发布的昆明宣言将是世界各国
政府展示其支持 “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 “雄心壮志的
一个机会”。

澳大利亚生态学家布伦丹·
麦基期待COP15为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制定更雄心勃勃的目标 ，
助推国际社会开展更多合作， 如
将纳入保护区范围的海洋和陆地
比例增加至30%以上， “这是基
于科学的最低限度， 各方如果能
达成协议将非常好”。 同时， 他
也希望各国能够对现存的原始森
林资源予以更多关注和保护。

汤姆森认为， “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涵盖范围广
泛， 对保护地球生命至关重要。
“根据我在联合国的经历， 我认
为中国是多边主义和国际公约执
行的拥护者。 因此我坚信关于明
年通过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 的谈判将得到中国的大
力帮助。”

据新华社

———国际社会期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昆明大会

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最新数
据显示， 截至10月2日， 巴西汽
油价格连续9周保持高位， 均价
维持在每升6雷亚尔 （1美元约合
5.5雷亚尔 ） 以上 ， 部分地区甚
至超过每升7雷亚尔。

分析人士认为， 推动巴西国
内油价上行的因素包括国际原油
价格走高和雷亚尔贬值。 由于全
球原油需求增加， 纽约原油期货
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持续走
高。 与此同时， 市场对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加息并缩减资产购买
规模的预期使美元不断走强， 雷
亚尔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

其实， 巴西广泛使用生物质
燃料， 并主要依赖水力发电。 巴
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居南
美洲国家首位， 其中水电约占巴
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
76.8%。 然而， 巴西今年遭遇罕
见霜冻和近一个世纪来最严重的
旱灾， 制造生物质燃料的作物大
规模受损， 严重缺水还引发了电
力危机。

据报道， 在巴西， 加油站出
售的汽油含有27%的无水乙醇 ，
生物柴油占柴油加油量的10%。

巴西应用经济学高级研究中心发
布的数据显示， 由于6月和7月的
干旱和霜冻导致作物减产， 目前
用于制造无水乙醇的甘蔗价格比
年初增长近60%， 用于制造生物
柴油的大豆价格增长逾70%。

今年， 多个水电站蓄水量告
急， 无法全力发电， 巴西不得不
依靠成本更高、 污染更重的热电
厂， 并从阿根廷、 乌拉圭等邻国
进口电力， 导致电价居高不下。

今年8月， 巴西通胀率高达
9.68%， 远超巴西国家货币委员
会为今年设定的通胀率目标中值
3.75%。

为应对通胀，巴西央行9月22
日将基准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至
6.25%。 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
开启加息周期以来连续第五次加
息，基准利率已升至2019年7月以
来的高位。巴西央行预计，下次货
币政策例会将再加息1个百分点。

巴西州立坎皮纳斯大学经济
学教授马尔科·罗沙表示， 能源
供应紧张加剧通胀压力， 但能源
供应的调整不仅困难， 而且成本
很高， 巴西能源供应状况短期内
难以改变。 据新华社

能源供应紧张加剧巴西通胀压力

新华社电 据俄罗斯媒体10
日报道， 俄奥伦堡州近日发生的
多起饮用假酒中毒事件死亡人数
升至34人。

报道援引奥伦堡州政府声明
说， 截至10日， 该州有67人因饮
用假酒中毒， 其中34人死亡。 在
24名接受住院治疗的患者中， 4
人情况危急， 使用了呼吸机。

截至目前， 执法人员已逮捕
10名涉案人员。 这起案件已移交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中央机关。
奥伦堡州近日发生多起饮用

假酒中毒事件， 受害者来自该州
东部地区。 该州政府要求民众在
案件调查结果出来前不要饮用酒
精饮品。

2016年12月， 俄罗斯伊尔库
茨克市曾发生一起居民因饮用含
酒精液体而大规模中毒事件， 造
成70多人死亡， 成为俄罗斯近年
来最严重的假酒致死事件。

俄罗斯假酒中毒事件死亡人数升至34人新华社电 伊朗原子能组织
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0日说，
伊朗达到低浓铀上限即20%丰度
浓缩铀的库存已超过120公斤。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
道， 伊斯拉米说， 根据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 有关方应向伊朗核
反应堆提供20%丰度的浓缩铀燃
料， 但有关方并没有提供， 而这
种浓缩铀燃料是伊朗的基本需求
之一。

20%丰度是低浓铀的上限 ，
超过 20%就可以归入高浓铀范
围 。 多数民用核电站燃料使用

3%至5%丰度的浓缩铀。 90%丰度
的浓缩铀则被称为武器级浓缩
铀。

根据伊朗议会2020年12月通
过的一项法案， 伊朗将在法案生
效后的一年内生产120公斤丰度
为 20%的浓缩铀 。 2021年 1月 ，
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 在福尔多
核设施实施把浓缩铀丰度提高至
20%的相关措施 。 分析人士指
出， 伊朗这一举动意在向当时即
将上台的美国拜登政府施压， 希
望在未来美国重回伊核协议及取
消对伊制裁的谈判中获取更多筹

码。
2015年 7月 ， 伊朗与美国 、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中国和德
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
据协议 ，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
划， 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美
国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
对伊制裁措施。 伊朗2019年5月
以来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
条款 ， 提高浓缩铀丰度至4.5%，
超过了伊核协议规定的3.67%的
丰度。 伊朗同时承诺， 所采取的
措施 “可逆”。

10月11日， 因新冠疫情实施 “封城” 措施的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进入 “解封” 第一阶段， 餐厅、
酒吧恢复堂食营业， 商场、 健身房、 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也对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重新开放。 图为在澳大利
亚悉尼歌剧院前拍摄的防疫追踪二维码。

新华社发

伊朗拥有超120公斤达低浓铀上限的浓缩铀

悉悉尼尼进进入入““解解封封””第第一一阶阶段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