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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11月 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
峰会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当前，气候变化不利影
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维护多边共识。应对气候变化

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是

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
遵循。各方应该在已有共识基础上，增强
互信，加强合作，确保格拉斯哥大会取得
成功。

第二，聚焦务实行动。行动，愿景才
能变为现实。各方应该重信守诺，制定切
实可行的目标和愿景，并根据国情尽己所
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举措落地实施。发
达国家不仅自己要做得更多，还要为发展
中国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持。

第三，加速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

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探
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

习近平强调，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加快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近期，中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还

将陆续发布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
领域和煤炭、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
的实施方案，出台科技、碳汇、财税、金融
等保障措施，形成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人讲，“以实则
治”。中方期待各方强化行动，携手应对
气候变化挑战，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
家园。

世界领导人峰会于 11 月 1 日至 2 日
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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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10月31日，白天鹅在河口水库湿地飞翔。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河口水库湿地迎来大批白天鹅、赤麻鸭等鸟类。近年来，位

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榆阳区采取退牧还湿、禁牧减畜等有效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河
口水库湿地拥有大量浅滩、芦苇，地势平缓，水域宽广，野生鱼虾资源丰富，已经成为越冬候
鸟途中觅食、停歇的理想之地。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樊
曦）国家铁路局日前发布关于《铁路
旅客运输规程（征求意见稿）》。根据
征求意见稿，购买铁路儿童票标准有
望迎来重大改变，从以往单凭身高判
定改成“年龄+身高”双重判定的新标
准。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行车票实名
制的，年满 6周岁且未满 14周岁的儿
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 14周岁
的儿童，应购买全价票。未实行车票
实名制的，身高达到 1.2 米且不足 1.5

米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身高
达到 1.5米的儿童，应当购买全价票。

长期以来，铁路儿童票划分一直
是按身高标准。记者登录铁路 12306
网站看到，关于儿童票的购票提示为

“随同成人旅行身高 1.2米至 1.5米的
儿童，应当购买儿童票。超过 1.5 米
时应买全价票”。

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儿
童身高超高的情况愈发常见，单纯以
身高作为儿童优惠票的标准难以切
实保障儿童旅客享受出行优惠。

此前，交通运输部已在公路、水
路客运领域实行兼顾年龄和身高标
准的票价优待机制。根据交通运输
部近年印发的《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
格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做好〈国内水
路运输管理规定〉实施有关工作的通
知》，免票儿童的范围为 6周岁（含）以
下或者身高 1.2 米（含）以下；客票半
价优待儿童的范围为 6 至 14 周岁或
者身高 1.2至 1.5米，明确在儿童身高
标准基础上，增加以年龄为依据的儿
童票、免票划分标准。

“年龄+身高”，铁路儿童票划分将告别“单一标准”

毛乌素沙地
飞来白天鹅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商务部近
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障今冬明春广
大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切实
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紧
紧围绕保供稳价工作目标，压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细化工作措施；强化横
向协作与纵向联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
工作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完善省际
间和本地区联保联供机制，健全有关工
作方案，根据形势及时开展跨区域调运；
加强市场运行监测，每日跟踪蔬菜、肉类
等重点生活必需品供求和价格变化情
况，及时预测，及早预警。

通知要求，各地支持鼓励大型农产
品流通企业与蔬菜、粮油、畜禽养殖等农
产品生产基地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签订
长期供销协议；耐储蔬菜要提前采购，锁
定货源，做好本地菜与客菜之间，北菜与
南菜之间、设施菜与露天菜之间的梯次
轮换和衔接供应；健全完备本地肉类储
备规模及管理制度；北方省份要按时完
成本年度冬春蔬菜储备计划，南方省份
要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完善蔬菜储备；及
时投放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补
充市场供应。

通知还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
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
发情况需要；加强应急投放网络建设，优

化应急投放集散地和投放网点，确保投
放渠道畅通有效；充分利用大型连锁商
贸企业网络优势，保障在重要时段和紧
急情况下商贸供应网络正常运营；及时
发布商品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稳定社
会预期。

通知还要求，在疫情防控采取封
闭管理措施情况下，要迅速公布保供
网点货源、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满
足居民在突发事件情况下生活必需品
采购需求；强化岗位责任制，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通
信联络畅通；加强督促检查，加大排查
巡查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
措施。

商务部部署蔬菜等保供稳价工作

新华社西宁11月 1日电（记者
解统强、李宁）青海省西宁市 11月 1
日新增 3 名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人员，均已转运至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

记者从青海省西宁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获悉，11
月 1 日新增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人员赵某某（核酸检测阳性人
员 5号），女，34岁，现住西宁市城北
区金座雅园 1区 1号楼。山某某（核
酸检测阳性人员 6号），女，33岁，现
住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西小区 19号
楼。李某（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7号），
男，28岁，现住西宁市城西区海湖星
城 5号楼。

据介绍，上述 3人在 11月 1日新
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中显示阳
性，均已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西宁市已对 3 人开展相关流行
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密切接触者
追踪管控等工作。

西宁新增3名
核酸阳性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记者
罗鑫）在 11 月 1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11月 1日 0时
至 14 时，北京新增 1 例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据介绍，该确诊病例现住昌平
区北七家镇宏福苑小区，为 10 月 24
日已通报确诊病例的丈夫，也是 10
月 28日已通报确诊病例的儿子。10
月 22 日进行集中隔离，10 月 22 日、
24 日、25 日、26 日和 28 日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10 月 31 日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11
月 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
轻型。目前其共同居住的 4 名家庭
成员中，已有 3人确诊。该病例在进
入集中隔离点 9 天后发病并核酸检
测阳性，根据国家及北京市相关管
理方案，无新增密切接触者。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北京市累
计报告本土病例 31 例，其中确诊病
例 29例、无症状感染者 2例。

庞星火表示，当前，国外疫情仍
然高发，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局部
出现聚集性疫情。随着气温降低，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继
续坚持从严从紧的防控策略。

北京新增1例
本土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