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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据韩媒报道袁14 日上午袁 韩国最高

法院对野N 号房冶主犯赵博士(本名赵主彬)
进行终审宣判袁判处其 42 年有期徒刑遥 赵
主彬一审获刑 45 年袁二审获减刑袁改判 42
年遥 任鑫恚

绎俄罗斯塔斯社 13 日报道称袁普京当
天在俄罗斯能源周全体会议上表示袁 中国
是一个经济强国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袁中国
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遥 通过不
断增长的经济潜力袁 中国能够实现其国家
目标遥 王臻

绎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同德国总理
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遥 双方在友好的氛围
中回顾近年中德尧 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遥 刘洋

绎日本广播协会渊NHK冤12 日消息袁针
对自卫队 F2 战机座舱盖日前意外掉落一
事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12 日回应称袁野像
本次这种部件掉落事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
危险袁渊防卫省冤非常重视冶袁将尽快调查事
故发生原因遥 林泽宇

绎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国
家通讯社报道袁当地时间 11 日袁黎巴嫩最
大的一座发电厂发生火灾袁火势猛烈遥火灾
影响到周边地区袁 周围车辆绕行至其他路
段袁电厂附近的黎巴嫩军队也已经撤离遥据
报道袁该发电厂 9 日曾因燃料短缺而关停袁
10 日才刚刚恢复运营遥 汪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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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昆明宣言冶 的通过有助于
绘制未来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蓝图袁鼓励各国采取具体
行动

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的叶生
物多样性公约曳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袁总结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的经验袁为制定野2020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冶尧 为未
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规划路
线图袁备受全球瞩目遥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极其丰
富袁各大类群生物物种数接近或
超过中国同类物种数的一半遥 从
生活着野生亚洲象的热带雨林袁
到栖息着众多特有物种的雪域
高原袁云南的生态系统类型非常
丰富遥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保存着上千种来自云南的植物尧
昆虫和数十种脊椎动物标本遥

地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危机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遭
到破坏遥 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
可持续发展袁生态环境治理国际
合作尤为关键遥 法国与中国开展
山区社会要生态系统比较研究袁
有助于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袁并
在两国研究人员之间培养牢固

的联系遥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袁
法国弗朗什要孔泰大学以及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袁同中国研
究团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
域开展了大量合作袁致力于研究
物种以及物种健康与环境之间
不可分割的联系遥

在与中国研究团队合作期
间袁我到访过新疆尧广东尧宁夏尧
甘肃尧云南尧广西尧青海等许多
地方袁 经常前往乡村地区进行
调研袁 对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
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遥 与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一样袁 中国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面临一些
挑战袁 例如如何平衡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集约化农业生产之间
的关系尧 如何推动传统能源利
用方式加速转变等遥 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袁作出了非凡努力袁取得了丰
硕成果袁 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
不断增强遥

中国不仅通过立法等诸多
举措保护环境袁 还广泛植树造
林袁 这些植被对改善空气质量尧
保持水土等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中
国建立自然保护区尧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袁野生动物栖息地
不断拓展袁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遥
现今袁中国有各类自然保护地近
万处遥 每个自然保护区都有其多
样的生态系统袁为珍稀野生动植
物提供了生存环境袁为保护生态
系统发挥重要作用遥 中国提出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尧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袁并根据野双碳冶目
标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
举措袁这是极大的决心尧极有力
的行动遥

当前袁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
断加快遥 每当一个物种灭绝袁生
态系统就会随之退化袁变得更为
脆弱遥 多年来袁通过政府间气候
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尧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等机构的研究袁许多国家
和地区都已意识到生物多样性
保护面临问题的严峻性遥 本次生
物多样性大会已通过 野昆明宣
言冶袁这有助于绘制未来 10 年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蓝图袁鼓励
各国采取具体行动袁共谋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之道遥 帕特里克窑

季洛杜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近日举办遥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袁本次峰
会是 2014 年标志着中国互联网领域
全球化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以
来袁第八次在江南水乡浙江乌镇举办遥
峰会以 野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要要要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冶为主题袁
吸引了来自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 名代表以线下或线上的形式参
会遥 大会共设置 20 个分论坛袁在继续
举办传统特色论坛的基础上袁 今年还
聚焦 5G尧人工智能尧数据与算法等网
络技术新趋势遥

据拉美社报道袁 技术的现在和未
来是本届大会讨论的焦点袁 位于中国
东部的浙江乌镇再次成为互联网行业
创新的橱窗遥 这一活动已成为讨论和
发布行业最新进展尧 趋势以及技术和
数字产品的平台遥

近日袁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
浙江乌镇召开遥 本届大会以野迈向数字
文明新时代要要要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冶为主题袁首次举行野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冶发
布展示活动袁 出现了一系列让人耳目
一新的新内容和案例遥 包括伏羲智库尧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选送的 12 个
案例最终脱颖而出袁入选精品案例库遥
这些案例将数字尧 网络和现代服务有
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遥

在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领域袁中
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遥 世界互联网大
会发布的丰硕案例成果袁再一次凸显
中国在推动数字经济尧网络安全等方
面取得的成效袁诠释中国推动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遥 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袁关键在于开放和共
享遥 首先是资源要素共享遥 比如袁此次
发布的全球微生物资源数据共享平
台袁 为打破数据资源要素流通壁垒尧
疏通数据共享全渠道提供了一个发
展方向遥 其次是服务共享袁数据资源
的高效流通为扩展服务边界提供可
能遥 比如袁在线会议系统支撑了国际
范围的互联互通袁让多方音视频协同
办公成为可能袁在海内外间建立了高
效协同的桥梁袁让传统的沟通交流和
会议服务突破客观因素限制袁 在数字空间得到充分
实现遥

自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袁
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带来重大影响遥 2015 年袁在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袁 中国率先提出院网
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袁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
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遥 各国应该加强沟通尧扩大共识尧
深化合作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遥 此后袁中国
在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尧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
享平台尧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尧保障网络安全尧构建
互联网治理体系等方面不断进行实践探索遥 近年来袁
中国推动制定 叶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
议曳袁共同发起叶野一带一路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曳袁
提出叶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曳袁发布叶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曳袁 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
和标准制定遥 中国要东盟信息港建设全面提速袁中阿
网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试验区启动建设袁中国不断深
化在博鳌亚洲论坛尧上合组织尧金砖国家尧中非合作论
坛等多框架下的交流合作袁 拓展网络对话合作平台袁
将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冶从理念落到实地遥 中国积极
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尧共享共治袁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袁正逐渐成为全球共识遥 这既
体现出中国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袁也体现出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大势所趋遥

当前袁 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袁
仍面临资源共享壁垒尧 数据研发优势差异等诸多挑
战遥 网络信息领域的国际化分工合作尧共建国际产业
链袁将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袁促进全球科技进步遥 然
而袁这其中也将涉及各国在制度尧发展理念尧企业利益
方面的分歧袁如何更好地求同存异袁实现合作将是全
球各国共同应对的挑战遥 本届互联网大会再一次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和实力袁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先进经验袁促进了国际
合作遥 为了应对数据共享和技术合作方面的种种挑
战袁全球应进一步明确开放共享的主题袁促进资源流
通和科技协同合作袁 共享数字和网络带来的发展红
利遥 高乔

共谋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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