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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实地调研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主持召开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会议并与政
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心
谈话。 李强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决按照
中央决策部署， 把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更好引向深入， 切实做
对党忠诚的表率、 敢于斗争的
表率、执法为民的表率、服务大
局的表率、廉洁自律的表率，推
动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高
质量开展，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政法铁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
绍良参加调研并在会上通报有
关工作情况。

李强指出，政法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承担着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第一责任人的重大政治责任，
要发挥好“头雁效应”，当好引
领者、组织者、参与者、示范者，
进一步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带头查、认
真查、敢于查，更好以上率下，做
到政治上有执行力、思想上有凝
聚力、作风上有引领力、工作上
有战斗力、 班子中有向心力、队
伍中有号召力、 群众中有公信
力，带出过硬政法队伍。

李强指出，要做对党忠诚的
表率。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
的政治品质，也是政法队伍的立
身之本。

李强指出，要做敢于斗争的
表率。 政法队伍承担着维护安全
稳定的重要任务，要弘扬斗争精
神，敢于挺身而出，不惧风险，不
畏强敌， 以铮铮铁骨站在最前
沿、第一线。

李强指出，要做执法为民的
表率。 更加主动而为，更好回应
群众期盼，让群众对每一项法律
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
司法案件有信心， 把让群众操
心、烦心、揪心的事办得更顺心。

李强指出，要做服务大局的
表率。

李强指出，要做廉洁自律的
表率。

会前， 李强来到市司法局察
看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
情况，详细了解深化查纠整改、抓
实专项治理和 “我为群众办实
事”等重点工作进展，并听取市
委依法治市办结合教育整顿推进
依法治市工作情况汇报。 李强指
出， 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
纠整改环节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
键阶段，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动
真碰硬， 持之以恒抓攻坚、 抓深
化，真查真改，确保实效。

李强还来到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听取检察人员教育整顿和
“党旗红引领检察蓝”品牌建设
工作汇报，深入了解基层检察院
巩固和扩大教育整顿成果情况。
李强指出，要增强抓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的韧劲， 围绕普遍性、倾
向性、深层次问题，在建章立制
上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常治长
效。

市领导诸葛宇杰、 舒庆，市
高级法院院长刘晓云、市检察院
检察长张本才参加相关活动。

【瞬间 1】�中方接槌

会展中心 3 层 7 号馆 ，约
1500人现场参会。

会场前方的巨型屏幕，上面是
中英文双语的“2020 年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大会” 和大会主题等字
幕，主席台摆放中国国旗和联合国
会旗。

15时 25分，作为 COP14主席
国埃及的代表， 埃及驻华大使穆罕
默德·巴德里，把一个深色木槌交到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手上。

这 标 志 着 中 国 正 式 成 为
COP15主席国。

“感谢大家委托中国负责承办
和主持这次重要会议。 ” 作为
COP15主席的黄润秋说。

【瞬间 2】“象”往云南

� � � � 几个月前，“大象旅行团”让
全世界关注云南。 今天，COP15以
“大象”开篇。

屏幕上，英文配音、中文字幕
的短片《“象”往云南》讲述着十
几头亚洲象 17 个月北移南归的奇
游。 与会者盯着屏幕，有的目不转
睛，有的露出了笑容。

“人象和谐的画面，温暖了全
世界！ ”一名现场参会代表说。

短片之后，嘹亮的歌声在会场
响起。“每天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
山风它吹绿了拉祜的山寨，山青青
水蓝蓝百花盛开，蜜蜂飞、蝴蝶舞、
翻过山来……”100 多名彝族、白
族、傣族、景颇族、佤族等的艺术

家，载歌载舞，赞美七彩云南，欢迎
远道而来的客人。

【瞬间 3】 昆明之约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不远万里，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来到
昆明。

“通往昆明的道路充满了挑
战，且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长。”穆
雷玛在致辞时说，感谢东道主的不
懈努力，终于让这次会议得以成功
召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COP15
两次推迟， 最终定于今年 10 月和
明年分两阶段举行。

穆雷玛赞赏中国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行动。 “中国在过去

几十年的努力堪称楷模！”她说，不
论是污染防治、退耕还林还是解决
贫困问题，中国行动都值得钦佩。

多名外国与会嘉宾为中国在
生态保护方面的努力竖起大拇指。

“国际社会在讨论将纳入保护
范围的海洋和陆地比例增加至
30%，中国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
面的做法值得借鉴。 ”来自荷兰的
环保人士龙迪告诉记者。

【瞬间 4】 同“屏”对话

最后一个走上台发言的是
“90 后”自然保护工作者、毕业于
北京林业大学的初雯雯。

“那么多来自全世界的同行，
还有只在课本、电视里见过的专家。
还好来之前我对着河狸窝练习了好
久……” 初雯雯留着干练的短发，
穿着鸟类图案的衣服， 以诙谐的语
言分享了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新
疆阿尔泰山自然保护公益活动。

4 年来，以初雯雯为代表的中
国 100多万名青年，通过努力让蒙
新河狸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种群数量增长 20%。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企
业代表、妇女代表、民间组织代表、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代表在开幕
式发言。 140 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
个国际机构和组织的代表参会。

不同的人群， 传递共同的声
音：遏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衰减的
趋势， 以更大的雄心和有效的举
措，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人
类共有的家园。

综合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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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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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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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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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调研第二批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

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法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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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春城开启人与自然新未来，聚焦 COP15 开幕式多个瞬间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堪称楷模！ ”
据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

祥瑞春城，和风细雨。 11
日下午， 形似孔雀开屏的昆
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吸引
世界目光 。 《生物多样性公
约 》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在此拉开序幕。

5000 余名代表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参会， 他们怎
么对话？ 开幕式有哪些独具
匠心的安排？ 新华社记者在
现场记录下这些瞬间， 带大
家了解 COP15 的精彩场景
和参会代表的真知灼见。

10月 12 日，在 COP15 新闻中心拍摄的大幅彩绘作品。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