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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传递重要信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
缔约方大会（COP27）于 11 月 20 日在埃及沙姆
沙伊赫闭幕。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
世界再次
将目光聚焦到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气候变化
问题上。行动！落实！本次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向全球发出共同呼吁。
“救救地球！”
“不要空话要行动！”大会收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声。面对越来越频繁、越
来越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沙尘等极端天气
事件带来的灾难和威胁，
全球没有一个区域可
以独善其身。
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发展方
式转型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各方面，
无
论是资金实力，还是技术储备，发展中国家的
现状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连续四个雨季缺雨给拥

文·康拉德指出，为逃避 1000 亿美元气候融
资，西方国家找了很多借口，
“很明显，他们只
是不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投资。”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始终以负责
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提前超额完
成 2020 年气候行动目标，公布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并出台落实双碳目标
的“1+N”政策体系，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全
球领先，
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正能
量。在本次 COP27 上，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指出，
“现在不
是需要重新谈判，
而是重在落实！”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
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
不多，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各国都应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按照“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齐心协力应对危机。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上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也
是全人类的危机和困境，
发达国家应多倾听发
展中国家的呼声，真正落实自己的承诺，切实
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实际问题。一些发达国
家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方面的拖延、双重
标准甚至“开倒车”的行为只能加速危机的进
展，
最终危及全人类。
本次大会就《公约》及《京都议定书》
《巴黎
协定》落实和治理事项通过了数十项决议，其
中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成为一大亮点。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闭幕后发表声明，
对
该基金的建立表示欢迎。他说，
虽然单凭这一
点不足以解决气候危机，
但这表明各方在重建
信任，地球正在迅速接近气候变化临界点，面
对这场全球危机，
“人类必须合作”
。
陈梦阳 段敏夫

粮食丰 能源稳
——今年以来我国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升能源保供能力观察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
前秋粮生产情况总体稳定，全年粮
食产量有望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油、
天然气和电力生产同比保持增长。
今年以来，粮食和能源行业妥
善应对疫情影响和市场变化，多措
并举保供稳价，对经济恢复向好起
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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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更重质量效益。农业
农村部重点推广玉米晚收、小麦晚
播技术，延长玉米灌浆时间、增加粒
重，促进小麦冬前壮苗、安全越冬。
各地推行高产技术模式，如山东推
广种子包衣、宽幅精播技术；河北推
广节水品种、水肥一体化技术；河
南、安徽推广深耕整地、播后镇压等
技术，
助力夺高产、降成本、更绿色。
做好冬油菜生产 ，关系“ 油 瓶
子”多装中国油。我国加大产油大
县奖励、社会化服务等项目对扩种
冬油菜的支持力度，调动农民积极
性。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技术推
广处处长崔江浩介绍，科技教育司
制定了再生稻与早熟油菜研发推广
方案，发挥中国农科院、全国农技推
广中心等科研推广单位优势。短生
育期种质资源挖掘利用有新进展，
有望产出一批新的早熟油菜新品
种，同时进一步提升油菜全程机械
化研发和推广应用水平。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促进农业强国建设，
中央财政近期提前下达 2023 年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 2115 亿元。北方

地区将加强粮食等作物田间管理，
南方省份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丘
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加大多季和多
种粮食生产方式探索推广力度，加
快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能源供需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至 10
月，我国生产原煤 36.9 亿吨，同比增
长 10%；原油 17098 万吨，同比增长
3%；天然气 1785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6%。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董万成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能源供
需保持总体平稳。
今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加速全
球能源格局调整，能源价格持续高
位震荡。能源行业及时研判、超前
谋划，
有效应对能源市场波动。
“目前主要供气企业管道气平
均供气价格多在每立方米 2 元至 3
元，部分尖峰增量气源价格也控制
在每立方米 4 元至 5 元，远低于国际
市场价格。”董万成说，同时强化电
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保障煤炭
中长期交易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前三季度，多项重大能源工程

喜报频传。
西气东输四线工程开工建设，
建成后将与西气东输二线、三线联
合运行，届时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年
输送能力将达到千亿立方米，将进
一步完善我国西北能源战略通道。
深海探索的步伐更进一步。中
国海油在海南东南部海域琼东南盆
地勘探获重大突破，发现我国首个
深水深层大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
500 亿立方米。
9 月底，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
流工程——国家电网川渝 1000 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建成后每
年可输送清洁电能超过 350 亿千瓦
时。位于江苏常熟的长三角容量最
大的变电站日前完成升级改造，这
是“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变电站，
承接着白鹤滩入苏工程近 400 万千
瓦清洁水电的落地。
迎峰度冬 煤、气充足
我国北方地区目前已进入供暖
季。为做好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国
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所属的 13 座
矿井、11 座选煤厂都开足马力生
产，并严格执行防冻措施，加大 21

个装车站点监管力度。
目前电厂存煤大幅提升，9 月以
来，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 1.7 亿
吨以上，电煤供应形势持续向好，有
效保障发电供热用煤需求。
“前三季度累计核准煤矿项目
14 处、新增产能 6200 万吨/年以上，
推动进入联合试运转试生产煤矿产
能约 9000 万吨/年，进一步夯实了煤
炭增产保供的产能基础。”国家能源
局煤炭司副司长刘涛说，煤炭价格
总体保持平稳。10 月秦皇岛 5500
大卡动力煤年度长协价格 719 元/
吨，较年初下降 6 元/吨，比长协最高
限价 770 元/吨低 51 元/吨，
稳住了电
煤供应的基本盘。
国家管网集团从 11 月 16 日开
始，以超过 6 亿立方米的日输气量，
开启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模式”
。
10 月底，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大
的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文 23 储
气库完成年度注气任务。入冬前，
与国家管网相连的各储气库超额完
成注气任务，累计注气超 160 亿立
方米，为提升管网调峰保障能力增
强“底气”
。
戴小河 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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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郊区“微度假”
激发农旅融合新活力

摄

德国有个“小萝卜之城”
泰尔托小镇位于柏林西南部与勃兰登堡
联 邦 州 交 界 处 ，它 还 有 个 别 名“ 小 萝 卜 之
城”。
“泰尔托小萝卜”在当地已有 300 多年的
种植历史，
并且已成为德国知名的农产品。
泰尔托小萝卜的原产地是波兰和芬兰，
18 世纪才被引入勃兰登堡州及周边地区。
此后，小萝卜迅速成为欧洲王室认可的美
味。在 1806 年，拿破仑将小萝卜带回了法
国宫廷。据说，德国文豪歌德、哲学家康
德、现实主义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等人都
是小萝卜的“忠实粉丝”。甚至有这样一种
说法，居住在魏玛的歌德每年冬天都会收到
一个从柏林寄来的盒子，里面装的就是泰尔
托小萝卜。
两德分裂时期，因为大规模栽培小型蔬
菜并不划算，泰尔托小萝卜差点绝迹。上世
纪 90 年代，泰尔托小萝卜受到专利保护，
“泰
尔托小萝卜促进协会”
成立，
小萝卜也首次出
现在
“柏林国际绿色周”
博览会上。
泰尔托小萝卜对土质没有特殊要求，在
贫瘠的沙质土壤中也可以生长。通常在每年
8 月播种，10 月就能收获，一直持续到次年 3
月都能在市场上买到。小萝卜耐寒、抗霜冻，
在经历初次霜打后的味道更好。小萝卜的生
长周期较短，因此个头很小，一般长度约 5 厘
米，直径 2 至 4 厘米。小萝卜呈细长的圆锥
形，有凸起的横向条纹，外表是灰色或棕白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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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进展顺利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说，今年夏粮、早稻合计实现增产，
目前秋粮生产情况总体稳定，全年
粮食产量有望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
今年以来 ，极端天气、农资涨
价、国际局势动荡等，给粮食生产带
来挑战。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切
实做好粮食生产。
抓紧做好秋收和秋冬种等农业
生产工作，对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部 11 月 15 日农情调
度显示，全国秋粮已收获 12.65 亿
亩、完成 96.8%，冬小麦已播 96.6%，
冬油菜已播 98.4%。

法国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迎来一年一度的节日灯饰点亮仪

月
12

式 。 受 能 源 危 机 影 响 ，今 年 的 亮 灯 活 动 与 往 年 相 比 将 提 前 一 周 结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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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企 社 会 项 目 为 巴 西﹃逃 奴﹄村 女 性 带 来 新 生 活

在巴西北部托坎廷斯州，有一
个名为马利亚迪尼亚的小乡村，它
是一个由奴隶制时期出逃奴隶（基
隆布人）定居而形成的村落，
现在的
村民都是当年“逃奴”
们的后人。类
似的村庄通常位于交通不便的密林
或荒野中，
人们生活相当贫困。
然而自去年以来，随着一座水
果加工厂正式运营，马利亚迪尼亚
村里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村民马莱娜日前坐在家里新添置的
沙发上向前去采访的笔者讲述了自
己生活的转变。
“工作前后的生活改变可以用
‘从白水到红酒’来形容。”马莱娜
说，
“ 以前我是个家庭主妇，但从去
年起我有了工作，
现在，
我用自己挣
的钱买了沙发、冰箱，
不需要分期付
款就可以买手机，我家房子外墙也
开始刷上水泥，可以说梦想都一一
实现了。家里还通了网络，我学会
了上网联系业务、采购和推销。”马
莱娜一边带着笔者参观自己的家，
一边说个不停。
马莱娜工作的水果加工厂是中
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国网巴
控）赞助兴建的，
属于公司基础环保
计划的一个项目，目前有 10 名工
人，
其中 9 人是女性。
国网巴控环境、社会和企业治
理协调人安妮·德阿莫林表示，
在巴
西第二大水电站美丽山水电站二期
输变电项目建设期间，由于输电线
路经过该村庄附近，建设人员与村
民座谈，
了解到当地有大量果树，
村
民们想建水果加工厂，但是当地水
质不好。于是，国网巴控决定帮助
该村打两口井，
既可提供优质水源，
也可以把水果加工厂建起来。
德阿莫林说：
“经过努力，
我们得
到建设工厂的环保许可，
并纳入公司
基础环保计划中。我们希望通过这
一项目让村庄获得可持续发展。
”
2018 年 11 月，国网巴控帮助
该村完成了工厂厂房建设，从 2019
年开始对村民进行从采摘水果到使
用机器等培训。2021 年初，工厂获
得营业许可，同年 8 月正式投入运
营。工厂生产的果浆来自针叶樱
桃、芒果、菠萝、百香果等当地出产的水果。
食品工程学家格拉谢拉·帕卢多是国网
巴控签约聘请的专家，负责教授当地村民制
作果浆。
“虽然来这里的路不好走，
要花费很长时
间，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帕卢多说，
“因为
我看到她们不再依赖丈夫，
能用劳动养家，
她
们是女性、黑人、基隆布人，
远离城市，
几乎是
被社会遗忘的一群人，但现在都成了家里的
顶梁柱，
我为她们感到自豪。”
该水果加工厂出产“基隆布果园”牌果
浆。巴西国家供给公司已与工厂签约，使该
品牌果浆可以供公立学校的小学生加餐时饮
用。此外，工厂还与一些酒店和私立机构签
约供货。水果加工厂工人的年均收入可达
8000 雷亚尔（约合 1.1 万元人民币）左右。
“我对中国企业只有感谢！我们希望工
厂规模越来越大，
产品销得越来越远，
我相信
只要有愿望，通过努力就一定能实现。”马莱
娜说。
赵焱 陈威华

有丰富农业和渔业资源的索马里造成了灾难
性影响，
索马里总统抗旱问题特使瓦尔萨马日
前表示，
“我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
因为干
旱影响了国家发展”
。今夏三分之一国土被洪
水淹没的巴基斯坦代表也大声疾呼，
“我们自
身无力应对，
需要外界帮助。”
历史上，
发达国家曾长期享受无序碳排放
带来的发展红利，
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量远超
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有
不容推卸的责任，以及不容逃避的义务。9 月
出版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
“西方
国家必须诚实、认真地履行其发展援助和气候
融资承诺。”
发达国家在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
提供每年 1000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至今未
完全落实。与会的雨林国家联盟执行主任凯

泰尔托小萝卜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口感略甜，带一点辛辣味。小萝卜的吃法很
多，可用于色拉中，也可煮汤或作为牛排、烤
鸡、烤鹅等各种肉类菜肴的配菜。当地人还
喜欢将去皮的小萝卜与腌制好的排骨一起放
在烤箱中烤制食用。
每 年 初 秋 ，小 萝 卜 的 收 获 季 节 正 式 开
始。9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传统的“泰尔托小
萝卜节”会如期举行。泰尔托会在当地的小
学生中选出当年的“小萝卜公主”和“小萝卜
王子”
，
由他们采摘下第一批小萝卜。在小镇
的主街上，
人们可以欣赏精彩的歌舞表演，
参
加手工工作坊，
逛工艺品摊位，
品尝当地特色
菜肴。
由小萝卜制作的美食自然不会少，
比如，
专门为“泰尔托小萝卜节”制作的一种小萝
卜香肠，非常受欢迎。近千根香肠会在一个
周末全部售出。农夫延斯·格伯则研发出小
萝卜含量为 20％的香脆全麦面包，装在玻
璃杯中烘烤成型，可以保存 18 个月。他的
摊位上还有特色小萝卜芥末酱、小萝卜冰激
凌和名为“泰尔托小萝卜灵魂”的杜松子酒，
银色和金色瓶装的分别是酒精度为 42 度和
55 度的。
当地报社的一名记者曾以“泰尔托小萝
卜节”为主线写了一部名为《死亡：小萝卜的
踪迹》的侦探小说，
讲述了在庆典期间发生的
两起谋杀案的侦破故事。
王娟

冰淇淋世界遗产大赛
“中国茶味”获亚军
第 四 届 冰 淇 淋 世 界 遗 产 大 赛（Gelato
World Heritage）在罗马祥云会展中心举办。
上一届冰淇淋世遗赛中，欧时意大利中
国文化中心代表队凭借特色食材竹笋和中国
酒、荔枝、桂圆、金桔等调配的秘制酱汁，
以风
味独特的“步步高升”冰淇淋夺得大赛冠军。
此次，中国队再次带来了饱含中国茶道精神
的茉莉花茶、红茶和绿茶口味冰淇淋，
以宁静
致远的中国茶味冰淇淋再度征服现场评委，
荣获大赛亚军。
欧时意大利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卢嘉琦作
为上一届最高奖项获奖队伍代表发表致辞。
她说，意大利是当之无愧的美食民族，也是
“Gelato（意式冰淇淋）”的发源地。冰淇淋世
界遗产大赛是一个重要的世界性交流平台。
在这里，
各国的饮食口味和文化相互碰撞交融，
让我们得以彼此走近，
增进了解，
加深友谊。

遗失声明
▲本人：
魏应兵，
是上海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经营户，现遗失上海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给予的守
约保证金、
水电押金（凭证/单据）原件，
票
据编号：
03057637、
03057986，
票面金额共
计壹万贰仟元人民币。此票据现作废处
理，
不再作为退款依据，
特此公告声明。

在绿草坪上来一场酣畅淋漓
的飞盘比赛、沿着碧波荡漾的湖
面欣赏盛开的鸡冠花、在自助厨
房用新鲜有机蔬菜做一顿精美午
餐……周末的广西南宁市兴宁区
十里花卉长廊，到处是前来踏青
游玩的市民。
韦荣玉是南宁一家公司的职
员，利用周末时间，公司组织 20
多名年轻职工来到十里花卉长廊
的碧湾园生态种植园开展团建活
动。户外拓展、
垂钓、
露营……在
近 5000 亩的园区里，这群年轻人
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
“从市区开车过来只需要半
小时，既有观光也有各种文娱项
目，
很适合周末休闲。
”
韦荣玉说。
广西南宁碧湾园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莫磊介
绍，
碧湾园依托基地内近 250 个品
种植物，
发展苗木生产、
无公害蔬
菜种植和生态旅游结合的农旅模
式。11 月虽然不是旅游旺季，但
周末的日均人流量仍达到近 1 万
人，
带动了周边上千人稳定就业。
十里花卉长廊是南宁市的花
卉苗木交易中心，花卉苗木种植
面 积 8 万 余 亩 ，年 产 值 约 10 亿
元。近年来，兴宁区依托当地花
卉苗木产业优势资源，通过“农
业+生态+旅游”模式，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
乡土特色产业、
乡村服
务业等新业态，推进生态观光农
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出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旅一体”
乡村旅游景点，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路，
助力乡村振兴。
地处十里花卉长廊中心区域

的南国紫薇园是广西重要的紫薇
种植基地。每当紫薇盛开的季
节，
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游客的参观打卡和自媒体
传播增加了我们苗木产品的知名
度，目前这里的紫薇除了在本地
销售，还销往上海、南京、重庆等
地。
”
南国紫薇园运营部经理毛夏
婷说，园区还建设了一个以海洋
化石为主题的小型展览馆，与学
校等机构共建中小学生科普研学
基地，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旅融合
发展新模式。
年轻人是郊区“微度假”
的主
力人群，
为了吸引以公司、
家庭为
单位的消费群体，一些经营者在
丰富文化、
体育、
休闲娱乐等业态
方面下功夫，
增强顾客的体验感。
走进十里花卉长廊核心环绕
带的一三六家庭农场，两块标准
的 5 人制足球场内一批青少年球
员在教练的指导下正在开展足球
训练。60 多亩的农场内设置有
垂钓区、养殖耕作体验区、会议
室、体育场地、住宿区等，前来游
玩的顾客可以体验不同的乐趣。
一三六家庭农场负责人杨乐
说，
为了体现服务的差异化，
农场
的足球训练场地有专业的俱乐部
团队运营，亲子体验区也有专门
的研学团队进行管理。通过整合
不同业态，农场一年可接待游客
7 万人次，年收入 500 万元，并为
周边群众提供数十个就业岗位。
今年 1 月至 10 月，兴宁区乡
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57.46 万人次，
旅游收入约 4.5 亿元。
黄浩铭 郭轶凡

乌蒙深处唱响高原新牧歌
［核心提示］

昭通市位于乌蒙山腹地，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地带，这里山高谷深，平均
海拔 1685 米，是发展特色养殖的“宝地”。撑起昭通小肉串这道美味的，正是这里欣
欣向荣的肉牛养殖业。如今，在云南各地，吃昭通小肉串已经成为人们夜生活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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