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 7月 8日袁在波兰克拉科
夫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袁鼓浪屿获准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遥 此前一天袁可
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遥 至
此袁中国已拥有 52处世界遗产袁它们成
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遥

5000年文明留下众多遗产
从位于中国大西北的可可西里袁到

位于中国东南的鼓浪屿袁中国的世界遗

产遍布天南地北遥
这些世界遗产袁被很多人视作中国

的野诗和远方冶袁它们或是秀丽山川袁或有
文明古国风貌袁既属于中国袁也属于世
界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卡洛窑奥拉
索认为袁可可西里地区是青藏高原的代
表袁主要体现青藏高原隆升阶段保存较
好的平面袁形成了冰川尧河流等壮美景
观袁并且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栖息地袁数
以万计的藏羚羊迁徙是世界罕见景象遥

而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袁鼓浪屿是
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
化的见证袁具有显著的文化多样性特征
和现代生活品质遥 鼓浪屿的发展是体现
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中叶现代人居理
念的独特示范遥

野我国世界遗产数量在世界上居于
领先地位袁这是由中华民族悠久丰富的
历史文化所决定的遥 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多年的发展袁 形成了数量巨大尧种
类丰富尧特征鲜明尧分布宽广的各类不
可移动文物尧可移动文物尧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遥 冶谈及中国为何拥有众多世界遗
产袁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如是说遥

30年申遗促进事业不断壮大
1972年 11月 16日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叶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曳袁 并于
1976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袁于 1978
年确定了首批 12处世界遗产遥

1985年袁中国加入公约遥 1987年 12
月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尧长城尧西安秦始
皇陵及兵马俑等成功申遗遥 去年 7月袁
湖北神农架申遗成功遥

今年是中国成功申遗 30周年遥 30

年来袁中国世界遗产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袁
数量上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遥 尤其是过
去 15年间袁中国连续申遗成功遥 大量反
映各个历史阶段尧不同地域文化尧不同民
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
利用遥 历史上因各种原因遭到蚕食尧破
坏的环境景观得以整治袁展示尧阐释和利
用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遥

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进入新阶段

成为世界遗产不是终点袁而是新阶
段的开始遥世界遗产既不该成为摇钱树袁
也不该为野政绩冶服务袁而应成为加强保
护的契机遥

听闻鼓浪屿申遗成功的消息后袁福
建省委尧省政府在发给世遗大会中国代
表团的贺信中明确表态院野让国内外共
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冶遥

野我相信鼓浪屿能给全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提供经验遥 冶厦门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副巡视员叶细致表示遥 此前袁
他曾担任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副主任一
职袁全程参与和推动了鼓浪屿申遗事宜遥
他认为袁鼓浪屿申遗成功袁也会对厦门这
座城市的未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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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父老乡亲尧同志们尧朋友们院
瑞金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袁群山环抱尧峰峦叠翠尧

河流纵横袁森林覆盖率 74.58%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袁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达 100%袁是全国绿色名县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尧全
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遥 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全
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心尧支持和理解浴

近期袁 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将通过拨打
干部群众电话询问的方式对全省各市尧县 2017年公
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进行民意调查袁 调查内容主要是
居民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空气尧水尧土壤以及其他生
活环境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袁及居民对垃圾污水处理尧
危险废物处置处理及噪声尧光污染尧电磁辐射等其他
环境问题的主观态度遥 如果您接到省统计局社情民

意调查中心的 0791-12340调查电话袁 请实事求是尧
客观公正地回答提问袁谢谢您的支持浴

父老乡亲们尧同志们尧朋友们袁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离不开您的关心和支持袁 真诚希望您一如既往地
对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给予更多的监督尧 更多的
帮助袁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和参与袁红都瑞金将成为
一座经济繁荣尧低碳高效尧生态良好尧幸福安康尧社会
和谐的美丽新城市袁处处呈现天更蓝尧地更绿尧水更
清尧城更美的动人新景象浴

衷心祝愿您及家人工作顺利尧身体健康尧家庭幸
福浴

瑞金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6月 30日

致全市居民的一封信

52处世界遗产
中国的“诗和远方”

20尧什么叫湿地钥
答院湿地指天然或人工尧常久

或暂时性的沼泽地尧湿原尧泥炭地
或水域地带袁 带有或静止或流动尧
或为淡水尧 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袁包
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水域遥

21尧叶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实施
办法曳是哪年颁布的钥

答院1982年 2月 27日国务院
颁布实施遥适龄公民法定植树任务
是每人每年义务植树 3-5株遥

22尧野创森冶生态热词院
湿地院包括沼泽尧滩涂尧低潮时

水深不超过 6米的浅海区尧 河流尧
湖泊尧水库尧稻田等遥它拥有强大的
生态净化作用袁 是一种独特的尧多
功能的尧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
统袁有着野地球之肾冶美名遥
雾霾院是雾和霾的统称遥 雾以

灰尘为凝结核袁形成时空气湿度超
过 90%袁总体无毒无害曰霾以悬浮
在空气中的烟粒尧 粉尘等为核心袁
形成时空气相对湿度低于 80%袁对

人体健康有害遥雾霾一般理解为雾
和霾的混合物袁形成时空气相对湿
度在 80%到 90%之间袁大量细颗粒
物渊PM2.5冤的存在袁造成空气质量
下降袁影响生态环境袁给人体健康
带来较大危害遥

负氧离子院是指带负电荷的氧
气离子袁被誉为野空气维生素冶袁有
利于人体的身心健康遥

绿岛效应院 是指在一定面积
渊约 3公顷冤绿地里袁气温比周边建
筑聚集处气温下降 0.5益以上的现
象遥这是因为森林可以减小气温的
日变化和年变化袁 减低地表风速袁
提高相对湿度袁增加降水遥 在成片
的森林地区以及林冠层的下部能
形成一种特殊的森林小气候遥

热岛效应院 是一个自 1960年
开始袁在世界各地大城市所发现的
一个地区性气候现象遥指一个地区
的气温高于周围地区的现象遥中心
的高温区就像突出海面的岛屿袁被
形象地称为热岛袁这种现象就称为

热岛效应遥
低碳院即指较低或更低的温室

气体渊二氧化碳为主冤排放遥减少排
放二氧化碳的生活则叫做低碳生
活遥

创森宣传标语
1尧创建省级森林城市袁建设绿

色生态瑞金遥
2尧红色故都袁生态瑞金遥
3尧创森林城市袁建绿色家园遥
4尧创建省级森林城市袁构建生

态文明瑞金遥
5尧你我多一份自觉袁瑞金多一

份美丽遥
6尧坚定信心袁狠抓落实袁早日

实现创森目标遥
7尧让森林走进瑞金袁让市民拥

抱森林遥 渊未完待续冤

创建省级森林城知识窗

绎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尧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袁未

经有权机关批准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遥
主要特征院1尧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袁包括没有
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
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遥 2尧承诺在一定期限
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遥 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
币形式为主外袁还包括以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遥
3尧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袁即向社会公
众筹集资金遥 4尧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
性质遥

绎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袁表现形式多样袁

从目前案发情况看袁主要包括债权尧股权尧商品
营销尧生产经营等四大类遥 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
几种院1.借种植尧养殖尧项目开发尧庄园开发尧生态
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遥 2.以发行或变相发行
股票尧债券尧彩票尧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
期货交易尧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遥 3.通过认领
股份尧入股分红进行非法集资遥 4.通过会员卡尧会
员证尧席位证尧优惠卡尧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
集资遥 5.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尧回购与转让尧发展会
员尧商家联盟与野快速积分法冶等方式进行非法
集资遥 6.利用民间野会冶尧野社冶等组织或者地下钱
庄进行非法集资遥 7.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
的野虚拟冶产品袁如野电子商铺冶尧野电子百货冶投资
委托经营尧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遥 8.对
物业尧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袁通过出售其份
额的处置权进行非法集资遥 9.以签订商品经销合
同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遥 10.利用传销或秘密串
联的形式非法集资遥 11.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
金的形式进行非法
集资遥 12.利用野电
子黄金投资冶 形式
进行非法集资遥

拒绝高利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

绎杨人发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 林权证
号为瑞金市林证字第 360602241577号袁声
明作废遥

绎编号为K360460955(刘诗雨冤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袁父亲院刘新发袁母亲院宋俊英袁
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601090021号 渊赖莹冤 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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