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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尼拉 9 月 9 日电
第5次东亚峰会经贸部长会议9日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国商务
部部长钟山呼吁各方共同努力，
继续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不断取得
进展。

钟山在会议发言中表示，习近
平主席倡议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实
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
国人民。中方将继续坚定坚持多边
贸易体制，支持区域贸易安排，也

期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中方
愿在东亚峰会框架下，坚持东盟主
导、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
原则，坚持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

“双轮驱动”，与各方一道，继续推
动东亚区域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东 盟 十 国 以 及 美 国 、 俄 罗
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印度经贸部门负责人和东
盟秘书长出席会议，就第 12届东
亚峰会经贸领域准备情况及国际
和地区经济发展交换意见。

东亚峰会经贸部长会议在菲召开
中国呼吁继续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据新华社洛杉矶 9月 9日电
（记者高山）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
杉矶消防局官员 9 日表示，该市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山火已被彻
底控制。

洛杉矶消防局官员埃里克·斯
科特当天下午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经过消防员们的不懈努力，发生在
洛杉矶北部的这场山火已经得到

“百分之百”的控制。消防局官员表

示，部分消防员仍会留在现场作
业，清理余烬，防止死灰复燃。

这场山火于 9 月 1 日爆发，随
后迅速蔓延，短短两天内就发展成
洛杉矶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山
火，过火总面积至少 7194 英亩

（约合 29平方公里）。大火一度威
胁到 1400户居民，迫使洛杉矶城
北的一条高速公路关闭，5 所住
宅和5个附属建筑物被烧毁。

洛杉矶“最大山火”被控制

这是9月10日拍摄的三峡工程全景图。
按照国家防总批复要求，9月10日凌晨起，长江三峡枢纽工程正式

启动新一轮 175 米试验性蓄水。预计 10 月底或 11 月份，三峡工程将蓄
至175米水位。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三峡工程启动新一轮三峡工程启动新一轮175175米试验性蓄水米试验性蓄水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殷耀 彭源 李云平

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绿色“中国梦”成为中华
儿女的共同期盼。作为世界上荒漠
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
的防沙治沙事业取得明显成效，沙
化土地持续减少、沙区植被不断增
加，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逐渐
由梦想照进现实。

“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样板

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
症”，它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让
土地生产力衰弱，威胁江河安全，
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沙区人口的贫困
化。

一直以来，与沙抗争、与沙相
处都是中国沙区人民面对的重要问
题。据第五次《中国荒漠化沙化状
况公报》显示，中国荒漠化土地总
面积26115.93万公顷，占国土总面

积 的 27.20％ ， 分 布 在 京 、 津 、
冀、晋、内蒙古等 18 个省区市，
约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

新中国 68 年的治沙史，堪称
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在政府
主导和全民参与下，中国防沙治沙
事业成绩斐然，工作涉及法规、科
技、工程、监测、政策、国际合作
等各个方面。目前中国已经成功遏
制了荒漠化扩展的态势，呈现出沙
化土地持续减少、沙区植被不断增
加、部分地区生态改善的良好局
面。

6 日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
斯市召开，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在会议上感慨地说：“中国为防治
荒漠化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实
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个世界目标提
供了‘中国方案’，为推进人类可
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构建治
沙新思路

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充分体
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
向往，防治荒漠化是“美丽中国”
题中应有之义，汇聚了“中国智
慧”。

在防沙治沙工作中，顶层设计
至关重要。经过不断探索，中国以
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规
范体系，建立了跨领域、多部门分
工的合作机制。由国务院直接部署
防沙治沙工作，不定期召开全国防
沙治沙会议，并成立了由相关领域
的 16 位院士、专家和学者组成的
中国防治荒漠化高级专家顾问组，
使重大决策和科学防治上升到最高
层面。

一直以来，中国依托科技进行
荒漠化防治，并致力于该领域的
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创造
一系列实用治沙技术。草方格沙
障 就 是 其 中 典 型 的 代 表 ， 用 麦
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流动
沙丘上扎设成方格状的挡风墙，
增加沙地表面的粗糙度，削减风
力，使之无力携走疏松的沙粒。
这样的草方格沙障不仅可以防风

固沙，还能够截留降水，是一项
公认的世界奇迹。这种沙障在中
国沙漠治理、交通线建设和荒漠
化防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世界赞誉为凝聚中国治沙智慧
的“中国魔方”。

“中国力量”演绎治沙神话

中国取得的治沙成绩离不开人
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正是这种全民
力量，在中国广袤的沙区上演了一
个又一个治沙神话，创造中国治沙
史上的种种奇迹，凝聚出沙漠中的

“中国力量”。
历史上，位于鄂尔多斯市境内

的毛乌素沙地沙大风多、十年九
旱，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面对
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地形成了全民
治沙的氛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

“绿色接力”。目前，毛乌素沙地治
理率达到70％。

近年来，新疆坚持治沙与治
穷、兴林与富民、生态保护与产业
发展互促共赢，大力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荒漠化治理彰显绿色“中国梦”

新华社首尔9月 10日电 （记
者姚琪琳 耿学鹏） 反对“萨德”
的韩国民众 8日在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敦促政府撤
除“萨德”。此前一天，美韩完成

“萨德”系统在韩“临时”部署。
经过与反“萨德”民众整夜激

烈冲突后，美国和韩国军方于 7日
清晨将“萨德”反导系统剩余 4台
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资运入韩国庆
尚北道星州美军“萨德”基地。

为安抚人心，韩国总统文在寅
8日晚紧急发表声明辩解称，此次

部署是根据安全局势的严峻性和紧
迫性而进行的“临时”部署，“萨
德”系统的最终部署将在完成环境
影响评估后再做决定。

文在寅政府上台 4个月来，对
于“萨德”部署问题的表态几度改
口，备受诟病。上台之初，文在寅
曾下令彻查“萨德”发射架秘密抵
韩事件。而此后不久，却又开始强
行推动“萨德”部署。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最
新民调数据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
自上任以来首次跌破 70％。分析人

士认为，如果文在寅政府无法弥合
国内社会分裂，其支持率可能会进
一步下跌，并动摇其执政基础。

现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曾在朴
槿惠政府时期多次批判部署“萨
德”系统的决策，其支持者中有很
大一部分对部署“萨德”持消极立
场。此次文在寅政府一意孤行强行
完成“萨德”部署，一定程度上进
一步撕裂了民意。

在 8 日于青瓦台前举行的反
“萨德”抗议活动上，民众代表批
评文在寅“背叛”了其支持者。他

们说，文在寅竞选时承诺将重新审
视“萨德”部署决策，并在当选之
初强调部署前应当完成必要程序，
而如今却在没有与公众和国会协商
的情况下下令继续部署，其所做之
事与前任政府无异。

在野的正义党对“临时”部署
提出了尖锐批评，称新政府上台后
全然背弃当初提出的就“萨德”部
署进行真相调查、付诸国会讨论、
开展环评的三大承诺。在野的国民
之党则批评文在寅提出的“临时”
部署表述只会继续撕裂舆论。

强推“萨德”部署 韩国政府支持率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