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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豪迈鞋业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
明作废。

新华社昆明10月13日电 13
日下午，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在
云南昆明闭幕，会议正式通过“昆
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昆明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
要成果。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

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
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
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
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宣言承诺，各国政府继续合
作推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纳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
中；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
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
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
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
部部长黄润秋说，“昆明宣言”是

一个政治性宣言，主要目的是集
中反映各方政治意愿。宣言将释
放出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
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
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相关问
题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宣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
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该
宣言说明各方已充分认识到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紧迫性，很多国家元首
和部长们作出的承诺令人鼓舞。

据了解，本宣言将提交联合
国大会、2022年可持续发展高级
别政治论坛和第五届联合国环境
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国内视窗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公安
部获悉，自今年10月20日起，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
用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太
原、沈阳、哈尔滨等110个城市第二批推广应用。第
二批110个推广应用城市将自10月20日至26日错
峰上线电子驾驶证申领功能，驾驶人可以对照本地
启用时间安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下一步，公安部将加快驾驶证电
子化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北京、上海、广州等28
个城市启用，已有1600多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
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可以在办理交
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
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

10月20日起新增110个城市
启用电子驾驶证

生物多样性大会通过“昆明宣言”

社会广角

黑龙江省多地
提前供热

记者从黑龙江省住建厅获
悉，目前黑龙江省全面完成供热
设施检修工作，省内多地根据气
温变化提前开栓供热。

据悉，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
9月21日，提前4天开栓供热；黑
河市 9 月 27 日，提前 4 天开栓供
热；鹤岗市 10 月 1 日，提前 14 天
开栓供热；七台河市 10 月 2 日，
提前8天开栓供热；佳木斯市10
月8日，提前7天开栓供热；牡丹
江市 10 月 9 日，提前 6 天开栓供
热；大庆市10月9日，提前1天开
栓供热。此外，伊春市、双鸭山
市10月1日按时开栓供热，哈尔
滨市等地已做好供热开栓准
备。 （新华）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海
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今年前三
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8.3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
增长22.7%。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
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当天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韧性较足、稳中提质。

从贸易伙伴来看，前三季度，
我国对东盟进出口4.08万亿元，增

长21.1%。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我国外贸总
值的14.4%。同期，对欧盟、美国、
日本和韩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20.5%、24.9%、11.2%和17.3%。此
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
23.4%、19.3%。

数据显示，外贸经营主体活力
增强。前三季度，我国有进出口实
绩的企业达到了52.67万家，同比
增加3.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进

出口13.65万亿元，增长28.5%，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48.2%。同期，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22万亿元，
增长14.7%；国有企业进出口4.35
万亿元，增长25.1%。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均有所增长。前三季度，我
国出口机电产品9.15万亿元，增
长23%，高出整体出口增速0.3个
百分点，占出口总值的58.8%。同
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
9.5%。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国外
贸量稳质升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疫情起伏不
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我国外贸发展面
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
较多。”李魁文说，海关将统筹推
进口岸疫情防控和促进外贸稳增
长，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加快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
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

据新华社海口10月13日电 记者从海南省气
象局获悉，今年第18号台风“圆规”13日15时30分
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沿海登陆，登陆时最大风力
12级（33米/秒）。“圆规”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将
先后穿过万宁、陵水、琼中、保亭、五指山等市县，于
13日下半夜移入北部湾，然后趋向越南北部。

气象部门预计，受“圆规”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3日下午至14日白天，海南省海域和陆地将出现
强风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圆规”和冷空气共同
影响下，华南地区将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强度
最强的一次大风过程，海南和粤西地区尤其严重；

“圆规”裹挟的局地散点状极端暴雨，给防御工作增
添难度；在“圆规”引导下，今年下半年来最强的冷
空气将直逼苏浙沪和台湾、福建、广东等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根据党中央关于
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10月12日，十九届中央
第八轮巡视的15个巡视组完成对25家金融单位的
巡视进驻工作。

据悉，15个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
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
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
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
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
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
间截止到2021年12月15日。

10月12日，小浪底
水库正在泄洪（无人机照
片）。

受近期持续降雨和
来水影响，9月 27日以
来，黄河发生了3次编号
洪水。截至目前，黄河中
下游河段仍面临长时间
高水位大流量的考验。

10 月 9 日，黄河干
流的关键控制性水利枢
纽——小浪底水库水位
达273.5米，接近水库保
证水位275米，这是小浪
底水库自建成蓄水以来
达到的历史最高水位。

面对罕见的秋汛大
考，为减轻黄河中下游防
洪压力，小浪底水库全力
投入防洪应用，滞洪削
峰。目前，小浪底水库仍
持续高水位运行。

（新华）

新 华 社 天 津 10 月 13 日 电
“重阳节有何习俗？”“重阳节何时
成为正式节日？”“重阳节最早和
最晚都在一年中的哪一天？”“为
什么把老年节定在重阳节？”……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10月14日
将迎来重阳佳节，当你登高、赏菊
时，可曾想过这些问题？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
员罗澍伟介绍说，重阳节是我国
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又称“重九
节”“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
等。据研究，重阳登高源于山岳
崇拜，宴饮源于庆贺丰收，所以自
古以来，社会广泛形成登高远眺、
秋游观景、吟咏骋怀、佩插茱萸、
亲朋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

习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

阳数（奇数）之“极”，九月初九，两
“九”相重，月、日均属最大阳数，
所以叫“重阳”或“重九”；又因

“九”“久”谐音，古人认为这一天
“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从东汉末年开始，重阳举行
酒宴渐成风气；魏晋时期，更有了
赏菊、饮菊花酒的时尚，诗人陶渊
明的《九日闲居》前言可为佐证：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
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
于言。”“醪”指酒，“九华”即九月
的菊花。唐宋两代，重阳已成为
正式的民间节日，由于菊花是长
寿的象征，无论男女还形成了“簪

菊”之风。明代时，皇宫上下要吃
由“蓬饵”演变成的“花糕”，皇帝
到万岁山（今称景山）或西苑的兔
儿山、旋磨台登高。清代时，皇帝
多登御花园堆秀山，若在圆明园
则登香山。在民间，人们艳羡菊
花的多姿多彩和“此花开尽更无
花”的傲霜独立，艺菊成风，沿袭
至今。

重阳节源于农历九月初九，
在公历中的日期并不固定。“对应
公历，最早是10月1日（2033年），
最晚是11月1日（1995年），但绝
大部分都在公历10月份。”罗澍伟
说。

自古以来，九月初九就被赋
予了“长寿”的含义，因此重阳节

也就慢慢有了老人节的含义。这
一天，老年人要通过登高、饮菊酒
等方式来祈祷长寿。

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重阳节
定为“老人节”“敬老节”。为保障
老年人合法权益，健康发展老龄
事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013年7月1日实施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规定，每年重阳节为我
国“老年节”。

罗澍伟说，今年是我国法定
第九个“老年节”，全国多地都将
开展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和重
阳主题活动。随着社会主义新风
尚的树立和各项爱老助老政策、
措施的落实，老年人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也会进一步增强。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局获悉，
今年9月以来，江西持续出现高
温少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旱情
发展蔓延。截至目前，江西省出
现中度气象干旱及以上的地区
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3%，其
中赣中、赣南部分地区和赣北局
部出现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
据江西省减灾委预测，10月中旬
到10月底，江西省气象干旱将继
续发展蔓延，中旱范围将覆盖全
省大部分地区，其中中南部的重
旱范围还将扩大。

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统计，
江西省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达
到290.6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达8
亿元。针对当前旱情，江西要求
各地突出做好城乡居民供水保
障，兼顾工农业生产用水和生态
用水安全，细化落实各项防旱措
施，及时组织抗旱应急处置。

（据新华）

重阳节的“那些事儿”，你了解多少？

▲老年人“亮码”不用手机！上海推出
“随申码”卡片版 一位上海市民展示自己的
“随申码·离线码”卡片（10月13日摄）。近日，作为
上海市首家试点单位，静安区行政服务中心完成了

“随申码·离线码”卡片版落地应用。
“随申码·离线码”卡片的卡面包含姓名、照片、

有效期、二维码、核验使用说明等信息。在需要核
验信息的场所，持卡的老年人出示卡片上的离线
码，工作人员通过“随申办”App、小程序等的“扫一
扫”功能扫码识别，获取健康状态（绿码、黄码等）。
年满60周岁，具有上海户籍或者居住证的老年居民
均可申请办理。 （新华）

▲2021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
决赛开赛 10月13日，在2021中国国际飞行器设
计挑战赛总决赛开幕式上，表演队伍合影。当日，
2021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在辽宁省
阜新市海州智能无人系统产业基地开幕。据介绍，
本次比赛有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70余所高校代表队的1700余名选手参赛。
为期一周的比赛将为全国航模爱好者和观众献上
精彩绝伦的表演。 （新华）

台风“圆规”
在海南琼海博鳌镇沿海登陆

江西逾八成面积
遭遇旱情

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
完成进驻

我国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10月13日发布通
告，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
研判，市指挥部决定，自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4 时起，将哈尔滨市
香坊区文政街道和兴路65号院、
阿城区金都街道金源世家小区、
巴彦县巴彦镇水韵新城小区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
险等级不变。 （新华）

哈尔滨市3地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新华社香港10月13日电 根
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的最新指
引，香港中小学从明年开始必须
于每个上课日以及香港回归纪念
日、国庆日等重要日子升挂国
旗。教育界人士认为，这样可培
养学生对国家的观念，有助提升
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特区政府教育局于10月 11
日向全港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出
通告，就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
学教育，以及学校升挂国旗和区
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事宜提供
最新指引。从2022年1月1日开
始，全港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
必须于每个上课日，以及元旦日
（1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纪念日（7 月 1 日）和国庆日（10
月 1日）升挂国旗。学校如有足
够旗杆，在升挂国旗时应同时升
挂区旗。此外，学校必须每周举
行一次升国旗仪式，以及于上述

日子或其前后的上课日举行升
国旗仪式，升国旗仪式中须奏唱
国歌。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
锦良表示，每日升挂国旗、每周举
行升旗仪式，有助加强学生的国
民身份认同感。香港教育界肩负
着培养爱国者的重任，因此学校
应积极开展升挂国旗等爱国教
育，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

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
勇邦表示，当特区政府向立法会
提交《2021年国旗及国徽（修订）
条例草案》时，部分学校已经着手
准备。以他任职的学校为例，今
年暑假已做好相关安排，9月开始
推行每天升挂国旗、每星期举行
升旗仪式。

张勇邦认为，这样有助学生
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提升国民身
份认同。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升
旗仪式等活动，自然能培养出正

面的态度和行为，懂得尊重国旗、
国歌。

根据《国旗及国徽（修订）条
例》，教育局局长须就将国旗及
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发出指示，
以教育学生国旗及国徽的历史
及精神，国旗升挂和使用的规范
及升国旗仪式当守的礼仪，以及
就有关每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
行升国旗仪式的事宜，向学校发
出指示。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表示，国旗和国徽是国家的象征
和标志。在学校升挂国旗及举行
升国旗仪式，除了是《国旗及国徽
（修订）条例》的规定，也是学校教
育的重要部分，相关教育和活动
能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国民身
份认同和弘扬爱国精神。

杨润雄说，通过举行升旗仪
式等活动，也能引导学生学习中
国历史和国家的发展，更能加强

学生对尊重、礼仪、纪律和团结合
作等生活态度的重视。

教育局表示，幼儿园也应考
虑其校舍空间、设施、环境等因
素，在条件许可下照中小学的规
定升挂国旗及区旗，以及举行升
国旗仪式，让学生从小开始认识
国旗和国歌。此外，《国旗及国徽
（修订）条例》订明大专院校须参
照教育局局长向中小学发出的指
示，处理有关每日升挂国旗及每
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事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0月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修正草案，
今年1月1日实施。香港特区已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完成在
本地实施上述两部经修正全国性
法律的宪制责任。《国旗及国徽
（修订）条例》于今年10月8日正
式在香港刊宪生效。

记者10月13日从河北省平
山县通勤班车涉水倾覆事故现
场救援指挥部获悉，经全力搜救，
事故最后1名失联者于12日下午
打捞出水，不幸已无生命体征。
至此，涉事车载51人中有37人平
安（含肇事司机1人，已被依法控
制），14人溺水死亡。目前，搜救
工作结束，正在处理善后，现场及
周边地区已恢复正常秩序。

目前，河北省已成立事故调
查组，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公
安部门已立案侦查，对涉事人员
依法追究责任。同时，成立事故
追责组，正在对相关责任人员进
行调查取证，依法依规依纪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10月11日7时许，平山县敬
业集团一辆核载 55 人、实载 51
人的通勤大巴车在滹沱河王母
桥落水。 （新华）

河北平山县通勤班车
坠河事故致14人死亡

香港教育界：每日升挂国旗有助中小学生增强国家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