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
0471-6635350或
0471-6659749

责任编辑：杨金花 郭力 版式策划：陈平 制图：王涛 2021年10月7日 星期四 3国内国际新闻国内国际新闻

□新华社记者 高敬

岭南绿意浓浓、江南稻田金黄、东
北枫红似火……金秋十月，祖国大地被
点染成一幅五颜六色的画卷。

环境更好，生态更优，群众的环境
满意度越来越高，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徐
徐铺展。

污染少了环境更好
秋日里，漫步江苏南京仙林大学

城，两年前的“黑臭河”摇身一变成了新
十里长沟，如同一条绿带串起各高校校
区，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

2018年，仙林街道开展水环境治
理，对辖区内12条河道、352个出水排
口全面排查整治。街道网格化把大伙
联成一体，所有驻区单位共同参与，历
时两年彻底消除了劣Ⅴ类水质。

今年2月，仙林街道又启动餐饮油
烟整治，对105条商业街区、40个小区、
临街商铺 1636家餐饮店的 1158个油
烟排口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目
前，433个问题排口已全部整改到位。

像南京仙林街道一样，近年来我国
各地在大气、水污染治理方面的举措更
加精准、更加科学，污染治理的成效更
加明显。

水质改善成效突出。生态环境部
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3641个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
至Ⅲ类）断面比例为81.5%，同比上升
0.9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1.4%，
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蓝天白云正在成为常态。今年前8
个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86.3%，PM2.5平均浓
度为2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5%。

尤其让人感到欣喜的是，今年 8
月，北京市空气中PM2.5月均浓度 18
微克/立方米，为历史同期最低，继6月份
18微克/立方米、7月份16微克/立方米
后，连续3个月月均浓度保持“10+”水平。

乡村环境更美更宜居
文化广场红砖铺地、农家庭院干净

整洁……金秋时节，走进辽宁省昌图县
三江口镇二河村，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映入眼帘。

看着眼前的景色，人们想不到，几
年前的二河村却垃圾成堆、柴垛占道、
污水横流，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村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持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好“城市
的后花园”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目前
全国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覆盖率

达到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到25.5%，基本建立了农村生活污水排放
标准和县域规划体系。农药化肥减量的
同时，新型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6%以
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6.7%。

这个黄金周，北京连绵阴雨，每天仍
有数千游客来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景区
踏秋赏叶。丰富的植被种类，五彩斑斓的
色彩，让这里成了童话般的世界。随着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当地利用空气优、生态
好等优势发展旅游业。十一假期，附近的
宾馆、民宿房间可谓“一房难求”。

青山起伏、风光旖旎，很多地方的
乡村告别脏乱差，成了山水画，既巩固
提升优化了乡村的原有自然风貌，又留
住了历史记忆和美好乡愁，实现了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憨态可掬的熊猫、造型美观的孔雀、

悠然自得的小象……国庆节前，一组组造
型别致、内涵丰富的立体花坛在昆明市区
惊艳亮相，引得路人频频驻足拍照。

再过几天，《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
段会议将在春城昆明举办。漫步街头，
COP15宣传标语和形象标识不时映入
眼帘，盛会将至的热烈氛围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新闻

成了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云南野
象旅行团北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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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
效，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很多地
方农牧民不再是大自然的索取者，而是
当上了野保员、林保员、湿地保护员，成
为“生态卫士”。

保护自然生态的举措将更实更“给
力”——

在祖国北疆，自10月1日起，《内蒙
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正式
施行，将推动内蒙古依法保护草原、维护
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建立长三角区
域林长合作机制，林长携手护绿，共同
建设长三角区域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全
面实现区域内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信息共享。

在鄱阳湖畔，从9月上旬开始，江
西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的护鸟员们除
了每天巡护3次外，还忙着发放护鸟宣
传单。周边村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主
动参与到候鸟保护行动中，当地爱鸟护
鸟的氛围更加浓厚。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美丽中国新图景
——国庆经济成就盘点之“生态篇”

新华社香港10月6日电 （记者
刘明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
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了2021年施政
报告。在香港已由乱转治的新局面
下，这份长达55页的施政报告聚焦经
济民生，回应市民关切，着眼国家战略
机遇，完善香港空间布局，积极为香港
谋划未来，力促特区全面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这是她任期内第五份施政报告。
报告以“齐心同行 开创未来”为题，包
括“前言：新局面”“‘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新气象新未来”“经济新动力：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增加房屋及土地供
应”“建设宜居城市”“持续改善民生”

“培育人才及青年发展”“走出疫境”
“结语：团结建未来”十个部分，深入阐
释新局面、展示新气象、勾画新布局。

林郑月娥说，香港过去两年经历
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中央政府的
全力支持下，现已回到“一国两制”的
正确轨道。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
善特区选举制度，社会恢复安全稳定，
香港现在又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新起
点。

林郑月娥表示，在国家“十四五”
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方案》之下，香港企业和专业服务提供
者享有无限机遇。香港只要用好中央
支持特区的政策，发挥独特优势，将可
为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

打造北部都会区，完善香港空间
布局。林郑月娥提出，将香港北部建
设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都会区。
北部都会区包括元朗区和北区两个地
方行政区，并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
岸经济带及更纵深的腹地。

林郑月娥指出，在国家40多年的
改革开放历程中，港深两地紧密互动，
由西至东建设了七个陆路口岸和相连
的交通基建，使两地有条件跨越后海
湾、大鹏湾和深圳河而相互连接，形成

“双城三圈”的空间格局。
林郑月娥介绍，北部都会区将建

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营造“城市与
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独特都
会景观，整个都会区发展完成后，将可
容纳约250万人居住，并提供65万个
职位。而支撑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的维港都会区也会扩大至包括“明
日大屿愿景”的交椅洲人工岛填海。
这两个都会区将并驾齐驱，互相辉映，
推动香港未来发展。

确保土地持续供应，满足市民住
房需求。林郑月娥说，要实现让市民
安居的目标，需要的是持之以恒供应
土地的决心。她表示，已觅得约 350
公顷土地，可在未来十年兴建约33万

个公营房屋单位，足以满足该十年期
预计的约 30 万个公营房屋单位需
求。她还说，已觅得足够土地提供原
先承诺的1.5万个过渡性房屋单位。

私营房屋方面，林郑月娥说，特区
政府争取未来十年准备好约170公顷
土地，提供可兴建约10万个单位的用
地。她表示，为确保十年后有持续土
地供应，特区政府正积极推进交椅洲
人工岛填海工程和新界北多个发展区
的相关研究，并建议检视“绿化地带”
的发展潜力。

林郑月娥指出，估计香港从2019
年至2048年的土地短缺约为3000公
顷。通过成功推动各项新发展区及填
海项目，以及推展北部都会区，有信心
会在中长期找到所欠缺的土地。

在改善民生方面，林郑月娥说，特
区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由
2017-2018年度的 653亿港元，大幅
上升至2021-2022年度的 1057亿港
元，四年间增幅达 62%。未来一年
特区政府会集中推行已规划的政策
措施。

为提升管治迎接新挑战，林郑月
娥就重组特区政府决策局提出建
议。她建议重组可采纳以下方向：
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推进香港
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建议分拆运输及房屋局，让这两大
政策范畴可获得更专注的高层领
导；建议扩大创新及科技局为创新
科技及工业局，改变香港“工业式
微”的观感；建议重组民政事务局为
青年及地区事务局，加强解决地区问
题及支持青年发展。

报告还建议多项措施，支持具发展
潜力的产业。金融服务方面，林郑月娥
建议改善上市机制、扩大离岸人民币业
务及推动绿色金融。另一重点发展方
向是高增值海运商业服务，如船舶注
册、融资及管理、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
仲裁。

林郑月娥表示，业界对位于将军
澳并将于明年完工的先进制造业中心
反应理想，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再工
业化”，构思兴建第二个先进制造业中
心。她还宣布，进一步将“优秀人才入
境计划”的年度配额倍增至4000个，
以吸引世界各地优才来港工作。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对香港更
有信心、更肯定香港可以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在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林郑月娥在结语中说，只要特区
坚持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以

“爱国者治港”为原则，“两制”肯定会
枝繁叶茂，香港仍然是祖国的掌上明
珠。

林郑月娥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

齐心同行 开创未来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月 6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
院6日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两名科学家本亚明·利斯特和戴
维·麦克米伦，以表彰他们在发展不对
称有机催化中的贡献。

利斯特 1968年出生于德国法兰
克福，现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煤炭研
究所所长；麦克米伦1968年出生于英
国贝尔斯希尔，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
兰·汉松当天在皇家科学院会议厅公
布了获奖者名单及主要成就。他说，
今年的获奖研究成果是“构建分子的
巧妙工具”。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当天发表的新
闻公报中说，构建分子是“一门困难的
艺术”。利斯特和麦克米伦因开发出
一种精确的分子构建工具——不对称
有机催化而获奖，他们的成果对药物
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化学更加

“绿色”。
公报说，许多科研领域和工业行

业都依赖于化学家构建分子的能力，
而构建分子需要催化剂来控制和加速
化学反应。例如，汽车里的催化剂可
以将排放废气中的有毒物质转化为无
害分子；我们体内也有数以千计的催
化剂，这就是能帮助生成生命必需分
子的酶。

催化剂是化学家的基本工具，但
研究人员长期以来认为原则上只有金
属和酶这两类催化剂可用。利斯特和

麦克米伦在2000年各自独立开发出
了第三类催化剂，它建立在有机小分
子基础上，被称为不对称有机催化剂，
它们驱动的反应就是不对称有机催
化。

据介绍，有机催化剂拥有一个稳
定的碳原子骨架，使得更活泼的化学
基团可以附着在上面。有机催化剂的
其他元素是常见的氧、氮、硫或磷，这
意味着它既环保又廉价。

有机催化剂的迅速广泛应用主要
是由于它们能驱动“不对称催化反
应”，合成手性分子。手性分子是指两
种分子在成分上完全一样，但空间结
构彼此互为镜像，好比人的左手和右
手。互为手性的分子特性可能有很大
差异，化学家通常只需要其中一种，尤
其是在生产药品时。这就需要用不对
称有机催化来选择性地合成分子。

2000 年以来有机催化发展速度
惊人，利斯特和麦克米伦一直是该研
究领域的领导者。他们的研究成果表
明，有机催化剂可用于驱动多种化学
反应，通过这些反应可以有效合成多
种分子，包括新药物分子、在太阳能电
池中捕获光的分子等，为人类带来巨
大益处。

两名科学家将平分 1000万瑞典
克朗（约合115万美元）奖金。利斯特
在发布会现场的电话连线中表示自己
获奖很意外。他形容收到获奖消息所
感时说：“很难描述，这是一个我永远
不会忘记的特殊时刻。”

两名科学家分享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
□新华社记者 黄垚

北方看雨添衣，南方大汗淋漓……
这个国庆假期让不少网友感叹南北天
气“冰火两重天”。假期已进入尾声，连
日秋雨几时停？南方高温何时休？游
客返程需关注哪些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6日北方降水总
体减弱，我国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陕西南
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7日开始，此轮
降雨过程将趋于结束。

“国庆假期前几天我国天气基本呈
现北降雨、南高温的特点。”中央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孙军说。“一场秋雨一场
寒”，此轮降雨为受影响地区带来降温。

而江南、华南等地国庆假期以来出
现大范围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高温几乎
天天“报到”，局地气温达到37至39摄
氏度。随着冷空气南下，受高温“炙烤”
的江南、华南、重庆等地，高温范围将缩
小、强度减弱。

5日，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部分地区
降温幅度达15摄氏度以上。6日至 7
日，副热带高压东退南撤，江南等地的
高温将会消退，不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
仍将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10
月上旬仍然偏高。

今年国庆假期为何南北天气差这
么多？孙军表示，这是受大气环流异常
影响。10月上旬，副热带高压位置通
常在海上，而今年同期副热带高压控制

我国南方地区，且维持时间长、强度大，
导致气温偏高；副热带高压北侧的西北
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处于冷暖气流交
汇区，降雨偏多。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超分析
说，高原槽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抬
的共同作用导致此轮降雨过程发生。
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且位置相对
稳定，其西部和北部边缘源源不断输送
的暖湿气流与高原槽东移带来的冷空
气交汇于华北、黄淮一带，造成华西、华
北、黄淮地区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

同时，副热带高压也是南方高温的
“幕后推手”。自10月1日以来，副热带
高压稳定控制江南、华南等地，并且强度
较常年同期偏强，内部下沉气流盛行，导

致空气增温，形成晴空少云的高温天气。
假期进入尾声，强降雨将趋于结束，

江南等地高温也将消退。专家提醒，虽然
高温和降雨有所缓和，但新一轮冷空气已
经开始活跃，大家不可掉以轻心。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中等强度冷
空气影响，7日至11日，我国大部地区
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局地降温10
摄氏度以上；上述大部地区将伴有4至
6级偏北风，新疆山口地区风力可达7
至9级、阵风10至12级。

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避免降水、高温、冷空气等带来的不
利影响。返程游客要根据预报信息及
时调整出行计划，合理安排时间。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北方降雨降温，南方酷热难耐
——国庆假期为何南北天气差这么多？

这是深圳前海综合交通枢纽项
目建设现场（10月1日摄）。前海综
合交通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前
海内部的交通集散地和连接粤港澳
大湾区其他城市的重要枢纽。国庆
假期，举国欢度。金秋黄金时节，也
是建设行业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攻
坚时刻。不舍昼夜、苦干实干，广大
建设者为铺展复兴新画卷践行着自
己的承诺。节日里的中国，是永不
停歇奋斗着的中国！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神州大地
建设正酣

■上接第1版 在这样的利益联结机
制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了标准
化种植。

从起初的人工种植，到如今机械化
种植；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到现在成立
了合作社；从出售原芪，到销售精选切
片；从药贩子上门收购，到全国各地都
有稳定客户……

目前，固阳县初步形成了以种植为
基础、加工和营销为依托的黄芪产业
链，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农业增效、

农民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一批批像
刘瑞国一样的种植户见证了黄芪产业
在固阳的崛起。2020年，固阳县黄芪
种植面积5万亩左右，年产黄芪1.2万
吨，远销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产值
达到2亿元，全县400多户农户直接从
中获益。

“一旦加工成含片、酒、化妆品等，
我们固阳黄芪的‘身价’可就高喽！”范
文宏说，固阳县开始在黄芪精深加工领
域发力。

“目前，固阳县正在打造集仓储、交
易、精深加工为主的黄芪产业园，总占地
400亩。目前，已开始土地收储工作。”固
阳县农牧业产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牛犇
说，产业园建成后，全县种植的黄芪就可
以自产自销，到那时候，高附加值的“黄
芪+”产业就成了富民“利器”。

“和黄芪打交道30多年，我认为现
在是发展黄芪产业的最好时期。接下
来，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范文宏充满
信心地说。

乡村振兴“药”致富

■上接第1版 这丰收的喜悦，饱含着
农业青年科技人才的汗水和智慧。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
院特色作物研究所青年专家、博士郭晓
霞，带领团队人员活跃在田间地头。如
何解决甜菜生产中存在的生产成本高、
耕地质量退化、连作障碍等关键问题，
是他们关注的热点课题。

9年来，郭晓霞把青春和汗水洒在田
间和实验室，她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
她说：“躬耕田野，提升甜菜产业发展，让

我们的农村农业更美好，农民生活更甜
蜜，是我们科技人员一生的使命和追求。”

“你们要读好理论和实践两本书，既要
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有丰富的实操经
验，为自己的青春编织美好人生。要树立
人生奋斗目标，朝着做一名有理想、守信
念、会创新、懂技术的优秀的产业工人目标
而努力。”这是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青年
教师付阿什楞对60多名学生的教诲。

付阿什楞，这位优秀的青年教师，曾经
是内蒙古一机集团的一名青年焊接大师。

他参与多项国防工业设备的研制，曾在人
体承受极限环境下每天工作8个小时，持
续一个月完成艰巨任务。他带出的徒弟和
学生也迅速成长为电焊行业的大咖。他的
人生格言就是“奋斗”。他说：“年轻人要不
惜气力，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新时代的内蒙古青年正在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青春、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不懈奋斗的青
春中书写人生华章。

不负好时光 奋斗最青春

■上接第 1版 成了村里每个人的
“标配”。

“今年雨水好，果子质量也好，不
愁卖呢。”村民孙文奎晒得黑黝黝的
脸上绽开了笑颜。自打返乡回来种
植果树，他就找到了致富门路，40多
亩果树每年稳定收入4万元以上。

如今的三星村，房前屋后树成
荫，山上果园果香飘，成为当地有名
的林果专业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董贵成说：“我们村里家家户
户都有果树，全村林果栽植面积达
4500亩，不仅环境比以前好了，家家
户户的日子都变了样。果树种植既
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益，绿了乡
村，红了日子。”

“花果山”上
果香飘

■上接第1版 她也记不清了。只记
得夏天的时候最难熬，一天下来，双手
已经被手套浸泡到发白溃烂，平均一
到两分钟接种一个的速度，一天下来，
手臂早就酸困得抬不起来。

“不光胳膊酸，那时候天气炎热，
穿着防护服一天下来，身上捂得全起
了红疹子，挠也挠不得。”另一护士插
话说道。

这个国庆假期，10岁的儿子央求

段慧先带自己出去玩，她只能告诉儿
子：“为了更多人的安全，妈妈必须坚
守岗位。”

“孩子也能理解。以前有假期也
会带他出去。这两年赶上防控疫情特
殊时期，端午节、中秋节我们也没休
息。假期年年都有，但现在情况特殊，
应该坚守岗位。国庆节，用坚守岗位
向祖国告白，我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段慧先说。

坚守岗位是对祖国最长情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