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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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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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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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第三届新时代社
会治理创新发展：基层治理”研讨
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社会治
理领域的120余名党政干部、专家
学者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建设、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可
行方案、贡献实践经验。

据悉，“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
发展研讨会”是由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创办的全国性品牌活动。
成都作为本届研讨会的指定举办
地，源于成都市委市政府切实担
负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城市政
治责任，初步走出了一条基层党
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新路
子，得到了中央多个部委、国内知
名高校的持续关注、高度评价和
充分肯定。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新
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进展、
成效、问题、思路与对策分享观
点。中央党校督学、社会和生态文
明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认为，要把
社区智慧治理工程建设与社区居
民需求对接起来，始终围绕着服
务社区居民、社区生活和提高社
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便利感、舒适感、温馨感来建
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
理机制、社会交往平台。

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研究室、成都市
委社治委签订《共建社会治理调研
基地开展社区治理创新调查研究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三方将合作
开展调查研究、课题研究、政策研
究和咨询服务，通过共建调研基
地，推广四川省成都市的典型经
验，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高质量
的调研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
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李佐军表示，成都市在全国率先
设立了“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委员会”，在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值
得持续跟踪、认真总结。

本届研讨会期间，参会人员
还分别赴成都市规划馆、金牛区
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和成华区
保和街道下涧槽社区进行了实
地考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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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下午，成都市金牛区
群星路西站，“新成都人”小吉下班
后乘坐的公交车在此停靠。和过去
不同，最近两个月，她下车之后没有
忙着回家，而是沿着群星路刚修建
的社区绿道散散步，有时候，她会选
择在路边餐饮店吃了晚饭再回家，
“这里临街的铺面有很多好吃的东
西，饭后还可以在绿道走走，看人来
人往，感受一下城市的烟火气。”

在成都，类似群星路这样的社
区绿道还有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名
字——“回家的路”，这条路连接了
公共交通站点到居住小区。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管理局获悉，“回家的路”社
区绿道为成都市委市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成都正在推动完成全年规
划建设1000条“回家的路”社区绿
道目标，截至目前，已建成783条
“回家的路”，开展绿道公园活动
800余场，通过“可进入、可参与、景
观化、景区化”的天府绿道营建理
念，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公园城市建
设带来的生活舒适感和幸福感。

在一条近1000米的街道两侧，
两条绿道镶嵌其中，挺拔的树木矗
立在旁边，草丛中冒出黄色紫色的
小花。地面和花丛中安装了灯饰，充
满质感的凳子让人忍不住坐上去体
验一把。绿道中布置了小型游乐设
施，单杠、吊环等健身设施一应俱
全。绿道旁，还有各种风味的餐饮店
……这是10月11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在金牛区群星路两侧见
到的情景。

成都公园城市的城市肌理中，群
星路是一条社区绿道，对于生活在此
的市民而言，它是一条“回家的路”。

西接交大路，东临九里堤北路
的群星路，全长约995米，紧邻成都
地铁6号线和7号线，公交和地铁接
驳便利。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成都市金牛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
市更新局了解到，群星路原有街道
两侧有较多高大榕树，树枝和电线

交织，雷雨天易带来安全隐患；榕树
的浅表根系容易对人行步道造成损
坏，导致地砖凹凸不平，雨水天气一
旦“踩雷”，污水四溅，为管理维护工
作带来较大挑战。

2020年11月上旬，群星路进行
改造提升，于2021年7月完工。这条
道路按照“文化特色街区+公园城
市街道”一体化打造理念，在保证原
有机动车道宽度不变的基础上，通
过路面改造提升，新增慢行绿道及
骑行绿道，保留精品乔木，释放林荫
空间，提升绿化环境，形成街区一体
化景观空间。

群星路的打造，以西南交大文
化为底蕴，通过点、线、面的多种打
造手法，全方位彰显街区文化特色。
在群星路紧邻的西南交通大学北门
一侧，原本封闭的校园围墙改造一
新，墙体上镌刻了百年来从交大走
出去的著名专家学者头像，并附有

来自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
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
成都市已建成各级绿道4895公里，
其中，“回家的路”社区绿道已建成
783条，而它的营建步伐始终没有
停歇，“以人民为中心”的营建理念
一直贯穿始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获悉，
在推动实施“回家的路”社区绿道
项目过程中，各参建单位形成了多

部门协作的工作推进机制，取得了
众多理念共识，合力为人民群众打
造回家的“幸福路”。

“‘回家的路’社区绿道的打
造，有一整套根本工作遵循，相关
区（市）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探
索创新。”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通过
出台《幸福社区绿道建设工作指
引》，给“回家的路”社区绿道建设
确定了很多方向指导，下转02版

紧邻西南交大
改造后的群星路带来全新体验

人物简介。道路的另一侧，灰色和橘
红色相间的墙体外立面衬托出厚重
典雅的街区氛围。临街的门面搭建
了骑楼风格的避雨区，商家不必担
心雨天时雨水飘入门面。

可行走，可休闲，可健身，也可
阅读，一条“回家的路”社区绿道，串
联的不仅是交通出行点位，还通过
场景的更新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真

实可感知的幸福体验。
“在改造过程中，我们考虑到将

社区绿道建设和当地街区、校区文
化相融合，形成特色化的街区景
致。”成都市金牛区公园城市建设和
城市更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通过改善优化街区现有产业，
引入新型文创产业形态，以此带动
街区产业提档升级，激发产业活力。

提升“最后一公里”街区品质
“回家的路”社区绿道已建成783条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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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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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宋嘉问 摄影记者 吕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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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其中，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面积逾2万平方公里，

有野生大熊猫1200余只

市民在群星路上骑行

“第三届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基层治理”研讨会在蓉召开

三方签订合作协议
共建社会治理调研基地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曹凘源）昨日，2021 中国人工智
能大会在蓉开幕。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凤朝，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
理工大学副校长、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钱锋，国务院参事、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
长、清华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戴琼
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
长李言荣出席开幕式。

王凤朝首先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成都发
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
谢。他在致辞中说，成都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
科技赋能城市治理，大力推动人
工智能发展，努力让城市更智慧、
生产更高效、生活更便捷。当前，成
都迎来了多重叠加的战略机遇，承
担着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时代
使命，正日益成为人工智能蓬勃发
展的沃土。成都将以本次大会为契
机，加强超大城市应用场景建设，
协同帮助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快科
研攻关，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发
展、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民生福祉
等领域渗透融合。诚挚邀请大家常
来成都走走看看，继续关心关注成
都发展，在公园城市的绿水青山中
感受成都发展的澎湃动力和无限
可能，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戴琼海在致辞中表示，基于
丰富的场景数据和广泛的市场需
求，在智能技术创新推动下，智慧
城市、智慧金融、智能教育、智能
工业、智能驾驶等新形态和新模
式逐步迈向更高的智能化阶段。
本届大会落地成都，是人工智能
产业各界力量对成都智能产业规
划的有力支持，旨在搭建以成都
为支点，连接全国的高端交流平
台，为成都及川渝地区，乃至西南
部带来“非凡”的智力资源与合作
机遇，通过支持区域生态建设，进
而促进我国人工智能发展。

李言荣在致辞中表示，四川
大学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等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
学会广泛丰富的品牌活动输出川
大的教研和学术影响力，与产业
各界建立广泛联系，携手为我国
智能科学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开幕式上，成都高新区与中
国人工智能学会共同签署科创中
国·人工智能会地联合创新中心
战略合作协议；成都昇腾人工智
能生态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邓
中翰、罗先刚，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市政
府党组成员李云，市政府秘书长
周先毅等参加开幕式。

相关报道见02版

2021中国人工智能大会在蓉开幕
王凤朝钱锋戴琼海李言荣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