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诺滋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12000万元在贵
州省黔南州独山县百泉镇羊凤村（大独山县高新技术产业
园羊凤产业园内），租赁园区已建标准化厂房，建设650吨甲
氧胺盐生产线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贵州诺滋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学品绿色化学制造
基地年产650吨甲氧胺盐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完成后进行二次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公众对
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
公众的监督。具体公示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建设项目
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建设项目预防或减轻不良环
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众意见征询表等内容，可登陆网址进行查阅和下载
（ 具 体 网 址 ：http://www.dushan gov.cn/xwdt/tzgg/
202109//）。欢迎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环保方面提出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

贵州诺滋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贵州诺滋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学品绿色化学制造基地
年产650吨甲氧胺盐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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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萨斯喀彻温省近日接连发
现大量“无标记、无记录”墓穴，它们都位于该国臭名昭著的
所谓“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经初步估计，其中葬有上
千具原住民儿童尸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愤慨。这
个标榜“多元文化”的国家，究竟掩盖了怎样的“黑历史”？

加拿大种族灭绝历史可谓罄竹难书。正如一位加拿大
因纽特人众议员所言，这个建立在压迫原住民基础上的国
家，历史上沾满了原住民的鲜血。为所谓“文明同化”原住
民，至1996年，加拿大共开办139所寄宿学校，以强制手段
迫使约15万原住民儿童离开原生家庭，甚至一些寄宿学校
还对原住民儿童开展反人类医学实验。据统计，寄宿学校
学生死亡率与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关押的加囚犯死亡率相
差无几。

历史上的惨剧如今演化为如影随形的种族歧视，在加
拿大的国土上阴魂不散。加拿大的殖民制度并未结束，而
是转换为系统性种族歧视，使加原住民处境堪忧。寄宿学
校制度演变成儿童寄养制度，据2016年人口普查，原住民儿

童占该国儿童人口比例不到8%，却占全国寄养儿童数量的
一半以上；原住民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至少八倍，主要
原因包括“缺少住房、食品和更好的机会”或“社会、文化问
题引发抑郁”；此外，对原住民赤裸裸的残害频繁发生，2019
年《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报告》称，
1980年至2015年，数千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

加拿大的种族平等之路依旧漫长。面对黑暗历史的曝
光，加国现任总理特鲁多似乎忘记加拿大联邦政府正是主
要元凶的事实，不去彻查和弥补过错，而仅要求教会就此道
歉，甩锅心态暴露无遗。萨斯喀彻温省原住民梅蒂人组织
前主席罗伯特·杜塞特就此公开撰文，指责加政府在原住民

问题上态度虚伪，并激烈批评加政府领导人就有关原住民
悲惨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习惯性装腔作势”，原住民已感到
厌恶。特鲁多上台时曾誓言，将落实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
员会”提出的94项改善原住民民生的“和解”举措，然而至今
绝大多数都未能完全落实。

原住民的命也是命。加政府必须停止在人权问题上作
秀甩锅，不要指望靠几句“煽情”口号就能蒙混过关，应深刻
反省这些毫无人道的行为，正视原住民过去和现在遭受的
歧视与苦难，在自诩“人权模范生”之前，先补上“种族平等”
这一课。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加拿大没资格自诩“人权模范生”
郭 言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呼吁各国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联合国10月6日电 第 76届联合国大会
第二委员会6日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
代表戴兵出席会议并发言，阐述中方在发展问题上的
立场主张，并欢迎各方加入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一般性
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戴兵说，当前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吞噬全球减贫
和发展成果，世界经济复苏分化失衡，落实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新的挑战。各国应深化国际发展
合作，共谋可持续发展，为加快落实 2030年议程和
疫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一是深化抗疫合作，团结抗击疫情。应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弥
合“免疫鸿沟”。

二是坚持发展优先，促进疫后经济复苏。应把发
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关注发展中国家
特殊需求，把减贫作为最优先事项，同时重点关注粮
食安全、教育、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

三是倡导绿色理念，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各国
应以疫后复苏为契机，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应坚持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切实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四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化发展伙伴关系。
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其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戴兵表示，中国领导人在出席第 76届联大一般
性辩论时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
落实 2030年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
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遵循务实合作的行
动指南，倡导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既是对中国自身
发展经验的总结，也契合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需要。中方欢迎各国加入全球发展倡议，愿
同各方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推动这一倡议，为加快落
实 2030年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做出
不懈努力。

新冠疫情或致全球航空业三年亏损超2000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6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
影响，2020年至 2022年全球航空业累计净亏损额将
达2010亿美元。

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航空业净
亏损约 1377亿美元。随着疫情好转、航空公司削减
成本以及各国政府出台扶持政策，2021年和 2022年
全球航空业净亏损额有望分别收窄至 518 亿美元和
116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今明两年全球航空业总体需求有望
稳步复苏，分别达到 2019 年水平的 40%和 61%。其
中，今明两年航空客运总量将分别达到 23亿人次和
34亿人次，仍低于 2019年的 45亿人次。航空货运需
求则继续保持强劲，今明两年将分别较 2019年水平
高出7.9%和13.2%。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疫
情对全球航空业冲击巨大。航空公司被迫削减成本并
调整业务，在各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渡过难关。但由
于各国政府相关旅行限制措施尚未取消，国际旅游市
场严重低迷，航空业复苏仍面临严峻形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在全球拥有290家成员航空公司，其定期国际航班客
运量占全球的 82%。该协会于 3日至 5日在美国波士
顿市举行了第77届年会和世界航空运输业峰会。

俄罗斯外长：

伊核协议相关谈判进程应尽快恢复
新华社莫斯科10月6日电（记者李奥） 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 6日表示，俄罗斯和伊朗一致认为，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
谈判进程应尽快恢复。

根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6日与到访
的伊朗外长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会谈。拉夫罗
夫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就伊核协议相关
问题进行了磋商。各方应在遵循协议最初规定的利益
平衡的基础上持续、全面地履行协议内容，协议才能
恢复。俄伊双方一致认为，在维也纳举行的相关谈判
进程应尽快恢复。

拉夫罗夫表示，谈判本身并不是目的。国际社会
期待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并取消针对伊朗及其经贸伙
伴的非法限制。一些国家试图将恢复伊核协议与谋求
伊朗在与协议无关的事务上做出妥协相联系，俄方认
为这种做法“没有前景”。

据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核协议，两国外长还讨
论了也门、阿富汗局势等问题，并表示将进一步加深
双边关系。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伊朗在即将
举行的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中将确保取得可见成果。
恢复伊核协议将有助于伊朗政府实施其可持续经济发
展计划。伊俄两国将很快起草一份战略合作文件。

另据美国国务院6日发表的声明，美国务卿布林
肯当天与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伊核协议问题与双边
关系，双方认同美伊迅速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重要
性。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
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
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
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今年 4 月开始在维也纳举
行，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迄今已举行 6轮。
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
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参与记者：王守宝、高文成、刘品然）

新华社酒泉10月7日电（李国利、邓孟） 神舟十三号
船箭组合体7日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10月7日，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已
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
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神舟十三号近期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红色旅游厚植家国情怀，线上线下消费持续火爆，文化活
动异彩纷呈……“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勾
勒出一幅幅欢乐祥和、富足兴旺的美好画面。

无论是回家团圆还是拥抱“诗和远方”，无论是感受传统
文化还是新兴经济魅力，活力四射的假日经济背后，呈现的是
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

“诗和远方”：旅游消费亮点不断
“流动中国”，畅通而有序，旅游消费亮点不断。
今年国庆假期，曾因疫情关停全市所有景区近一个月的

湖南张家界，迎来恢复开放后的首个黄金周。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张家界

市等级景区景点均已开放，全部采取“限量、预约、错峰”措施，
安装了“疫情防控健康通道”检测设备，各个景区接待游客量
均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在保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这个黄金周，不少热门
景区及城市地标人流涌动，尽展“流动中国”的生机与活力。

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游客呈爆发式增长，门票连续多日
销售一空；在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连续多日达到4.1万人次
的最高承载量；北京环球影城、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热门项目
等待时间普遍超过2小时……

有统计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国内游人次将达 6.5亿，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八成以上。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
庆黄金周期间，全国交通运输部门预计共发送旅客超 4亿人
次。

这是恰逢建党一百周年的国庆黄金周，红色景区迎来“打
卡热”——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橘子洲青年毛泽东
头像前人头攒动，一位来自广州的“90后”游客情不自禁地吟
诵起《沁园春·长沙》，他对记者说，来长沙之前，就想着一定要

“打卡”橘子洲，实地感受革命者们“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壮志豪情。

这个假期，话题“这才是国庆该去的地方”登上微博热
搜。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从革命老区到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无数游客选择去追寻心中的那一抹

“中国红”。
据统计，假期首日，广州15家红色景区接待游客超7万人

次；假期前三天，井冈山景区接待游客 13.05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9.66%……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绿色乡
村游“圈粉”无数——

达东村位于拉萨近郊，这里交通便利、风光秀美，被誉为
拉萨“最美乡村”，是西藏自治区首批绿色旅游示范基地。“入

秋后，天气转凉，村里的温泉民宿，已经预订到节后了。”达东
村乡村旅游项目经理多明兰介绍，国庆前三天，全村共接待游
客约1900人次，其中本地游客占80%左右。

飞猪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乡村民宿订单量环比上月增
长超560%，增速超过酒店。

“买买买”：线上线下人气爆棚
购物，是黄金周消费的永恒主题。2021国庆黄金周，“买

买买”既展现了消费复苏的活力，又透露出新的消费动向和趋
势。

夜幕降临，灯光闪烁。在北京一处露天集市的网红咖啡
调制现场，表演者的演奏引来“逛集”的年轻人纷纷拍照留念。

这是朝阳大悦城广场举办的“2021青年理想生活节”的
一幕。汉服歌舞秀、即兴戏剧表演、草地弹唱……打造300平
方米城市露营区，容纳咖啡精酿、烟火小吃、潮玩文创等特色
活动，消费体验与社交空间巧妙融合，这里成为不少年轻人的
国庆“打卡地”。

国庆首日，银泰百货位于多个城市的门店客流大增，同比
上涨超过 20%，大悦城北京大区商业总销售额超过 6000 万
元，同比增长37%，总客流同比增长38%。

夜色之下，长沙“夜经济”最集中的五一商圈，大街小巷摩
肩接踵，人声鼎沸。“网红”奶茶店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家，堪
称“同街竞技”“遍地开花”，门口排起长队，年轻人三五成群前
来“打卡”。

线下消费火热，线上消费也势头不减、新意十足。
本地游、周边游火爆，新玩法带动新消费。部分电商平台

数据显示，自驾游带动了车载电饭煲销量环比增长近 20%。
露营类、冲浪类、垂钓类商品销售增长明显。

与此同时，品质化、个性化消费特色更加凸显。京东相关
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消费占比前五大类商品分别为家用电
器、电脑办公、手机通讯、食品饮料和数码产品。其中，北京、
上海等地扫地机器人交易额同比增长超三成。北京、广州等
地健康监测类智能设备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倍。

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城市，还有乡村，购买进口货和个
性化产品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天猫国际数据
显示，国庆期间，四五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的进口消费增
速高于一二线城市，部分乡镇、农村进口消费同比增长超过
55%。

无论是线下客流量增加，还是线上订单大涨，背后是国内
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下人们消费信心的进一步增强。美团数据
显示，综合餐饮、住宿、旅游、娱乐、出行等业务消费数据来看，
今年国庆期间总消费额同比上涨约三成，比2019年同期上涨
51.6%。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餐饮消费也在加快恢复。“老
字号”便宜坊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庆期间，便宜坊客流量
基本与2019年持平，餐饮消费处于持续恢复状态。

文化“盛宴”：“好戏连台”彰显艺术魅力
国庆假期，各地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十一”当天，我国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其中，《长津湖》
更是以当日突破4亿元的票房成绩强势领跑。这不仅刷新了
国庆档影片单日的票房纪录，也在同档期影片中占据排片占
比、观影人次、上座率等多项数据的第一。

这部时长近 3小时的红色主旋律国产大片，带领观众重
回抗美援朝战场，讲述志愿军连队为夺取长津湖战役胜利在
极端艰苦条件下的坚守与奋战，不论故事、场景还是人物、镜
头都让人为之动容。

位列单日票房第二位的是《我和我的父辈》，该片通过“家
与国”的视角描写父辈们接续奋斗的经历，讲述中国人的血脉
相连和精神传承，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

此次国庆档影片，以“爱国主义”激发观众强烈共情。国
家电影局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7日 17时，2021年国
庆档票房达 42.46亿元。其中，《长津湖》以 30.9亿元票房领
跑，打破国庆档影片票房纪录。

“为了下一代远离硝烟，英雄们把热血融进土地。《长津
湖》是悲壮的离歌，更是燃烧的史诗。”一位网友在看完影片后
这样评论。

享文化盛宴，为精神充电，“过文化节”是近年来的新时
尚。

长假刚开始，“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国庆七天预约已
显示门票售罄。在昆山，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如约而至，

《浣纱记·吴越春秋》《瞿秋白》等陆续登场。在北京，第五届中
国戏曲文化周国庆亮相园博园，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乐演唱
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等曲目讴歌时代。

老艺术家披挂上阵，新秀粉墨亮相，年轻观众前来捧场
……国风、非遗引领新潮流。

到兰州，看“如意甘肃·多彩非遗”全省非遗展演，唢呐高
亢、道情悠扬；来洛阳，“黄河非遗国际创意周”带你开启黄河
非遗之旅；登泰山，体验“国庆吃面 国泰民安”新民俗，祝愿国
运绵长。

爱国主义旋律在神州大地唱响，黄金周假日经济效益凸
显，消费升级亮点纷呈……这个黄金周，折射的是中国假日
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展现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
往。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记者樊曦、于佳欣、周圆、
戴小河、刘良恒、王鹏）

“活力”金秋看“十一”
——2021国庆黄金周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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