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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斯塔纳12月15日电（记
者俞铮 姜铁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15日上午在阿斯塔纳会见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李克强表示，两个月前，我与总理
先生在莫斯科成功举行中俄总理第十
九次定期会晤。两国政府正在积极落

实会晤达成的合作共识，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势头良好。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俄方扩大能
源合作。加强高铁合作，落实好两国业
已签署的高铁合作备忘录，希望中俄高
铁合作工作组抓紧研究莫斯科－喀山
高铁项目有关问题，尽早提出总体合作

方案。发挥好中俄在俄远东地区的合
作互补优势，中方愿扩大向俄远东地区
投资，参与远东跨越式开发区建设。中
方也愿同俄方探讨在非资源领域尤其
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双方要共同办好明年在中国举办的第
二届中俄博览会和在俄罗斯举办的叶

卡捷琳堡国际创新工业展。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及相关各方

一道，推动上合组织继续朝着有利于地区安
全和发展的方向前进。中方愿积极支持和
配合俄方履行好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
推动本组织务实合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梅德韦杰夫表示，李克强总理不久

前成功访俄，有力推动了俄中关系发
展。双方的重点合作项目正在稳步推
进。俄方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油气、核
能、水电、金融、科技创新、航空制造、航
天等领域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的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李克强会见俄总理梅德韦杰夫时指出

中方愿参与远东跨越式开发区建设

新华社阿斯塔纳12月15日电（记
者周良 苗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首脑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15日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会议将深入探讨
新形势、新问题，研究制订新思路、新举
措，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实现发展繁荣。

与会各国领导人将总结上合组织过
去一年来各领域合作的进展情况，就世
界和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广泛交换意见，

深入分析上合组织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落实杜尚别峰会共识，针对当前成
员国发展关切、需求与合作现状，提出加
强各领域合作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部署规划本组织下一阶段发展。

会议将发表《联合公报》，以决议形
式批准一系列涉及上合组织务实合作
和机制建设的文件，并见证签署海关等
领域合作文件。本次会议将进一步拓

展上合组织合作内涵，为促进成员国和
本地区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也可以根据规定召
开非例行会议。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开幕

将提出加强各领域合作的具有可操作性建议

➡ 12月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各国记者在新闻中心工作。

新华社发

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15日凌晨揭
晓，首相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再次赢
得半数以上议席，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
联盟合计议席超过众议院475个议席的
三分之二。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
多家主要媒体统计结果显示，这次选举
投票率仅为大约52％，比2012年选举时
低大约7个百分点，再创二战后新低。

媒体和分析师说，这一结果显示，自
民党及执政联盟轻松获胜，并非自民党
人气高涨，而是选民没有更好的选择。

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内山融接受美
联社采访时说：“这次选举的问题在于，

选民们实际上没有选择。许多人选择安
倍，但是属于无奈之举，他们没有其他人
可选。”

现年７２岁的高桥宽治（音译）在东
京一家水产品市场工作。他在投票后告
诉法新社记者：“我对政客不抱期望。政
客们总是说得漂亮，但是我的生活没有
改善。”

赢得这次大选，意味着安倍政权最
长有望延续到2018年，这将为安倍继续
耕耘“安倍经济学”试验田提供新的政治
动力。更重要的是，安倍心目中的“修宪
大业”有可能在接下来的4年任期内确
立路线图。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众议院选举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胜出

12月 15日，日本最大反对党民主
党党首海江田万里当日宣布辞去党首职
务。海江田在14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
中落选。 新华社发

日民主党党首辞职

日本众议院选举最终开票结果15
日凌晨揭晓。自民党赢得大选的背后
因素复杂，其中，安倍上台两年的“魔
术”手法功不可没。

安倍“魔术”的代表作是“安倍经
济学”，以致安倍将这次大选定位为

“安倍经济学解散”，即对“安倍经济
学”的信任投票。然而，“安倍经济学”
华丽的辞藻，以及作为“安倍经济学”
核心指标的股市指数高攀，掩饰不了
日本经济不进反退的实态。以美元
计，“安倍经济学”成果惨不忍睹。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用美元计价的名义

GDP 测算显示，2013 年日本经济下降
了 17.5％ ，2014 年 预 计 继 续 下 降
2.6％。“安倍经济学”的真相是，两年
来日本名义 GDP 缩水了 1.2 万亿美
元，相当于墨西哥的经济总量。

在国际舞台上，安倍的一些“魔术”
有时近乎欺诈。赢下这次大选，无疑为
安倍注入了新的政治资源，关系到日本
发展方向和在国际社会定位的修宪也
将早晚提上日程。可以预期，为了实现

“夺回日本”的夙愿，安倍将继续利用内
外各种舞台表演“魔术”，拿出各种新的
噱头招徕观众。

当安倍“魔术”穿帮的那一天，等待
“魔术师”的恐怕只有一片“嘘”声。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5日电）

安倍“魔术”还能耍多久
新华时评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丙哲15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韩国统一部当天批准了韩国最大在野党

“新政治民主联合”国会议员、金大中和平中心副
理事长朴智元的访朝申请。

朴智元所率韩方代表团由7人组成，定于16
日、即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三周年的前
一天，对朝鲜开城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访朝期
间，朴智元将向朝方转交以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遗
孀李姬镐名义送的悼念花圈。

林丙哲说，朝鲜方面已经通知韩国金大中和
平中心，届时将派朝鲜统一战线部副部长、亚太和
平委员会副委员长元东渊在开城接待韩方人员并
接收花圈。

林丙哲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此次送花圈
是出于“礼尚往来”，韩国统一部批准了朴智元等
人的访朝申请。今年8月金大中逝世五周年之
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派统一战线部部长
金养建在开城向韩方转交悼念花篮和唁电。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金正日逝世三周年

韩批准议员赴朝送花圈

【新华社微特稿】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
兹鲁伊说，即使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欧佩克也
将等待至少3个月，再考虑召开紧急会议。马兹
鲁伊告诉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欧佩克不会立刻
调整现行日均3000万桶产能，“我们不会因为油
价跌至60美元或40美元而改变主意”。他说，
阿联酋未接到任何关于召开欧佩克紧急会议的
通知。 （卜晓明）

油价破40
欧佩克也不急

美国“神经系统”（Nervous System）设计工
作室利用3D打印技术制成世界上首件4D打印
连衣裙。所谓4D打印，就是在3D打印的基础上
增加时间纬度，核心是记忆合金，一种能够自动变
形的材料，人们通过软件设定模型和时间，变形材
料在设定时间内变形成所需的形状。

“神经系统”说，这件4D连衣裙通过3316个
连接点把2279个打印块连在一起，堪称为模特量
身定制。整件裙子耗费1900英镑（约合1.85万
元人民币）、用时48小时制成。“神经系统”创意主
管杰茜卡·罗森克兰茨说，4D打印或许将成为未
来时装发展方向。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首件4D打印
连衣裙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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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明椰城 共享四宜三养
——海口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全票通过！”3月28日，随着海口市人
大常委会会场上响起的热烈掌声，《关于加
强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正式落地。这是海口市落
实省委决策部署的一项重大举措，根据《决
定》，海口将在3至5年内恢复和保护12万
亩红树林湿地。

东寨港红树林生长着全国成片面积最
大、种类最齐全、保存最完整的红树林，是
海口一处经典的城市景点和靓丽的生态名
片，被誉为“海口之肾”。1970年代开始，由
于围海造田和发展种养殖业，这片红树林
曾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历届省、市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东寨港红树林的保护工作，
然而，保护东寨港红树林的工作任重而道

远，红树林退化的趋势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今年3月17日，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全

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要下决心退养还
林还海，恢复中国最大面积的红树林，打造
惠及海南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万亩红树林湿
地公园。”罗保铭要求，海口市要加快通过
人大立法，明确红树林湿地及湿地公园的
四至和保护规划，严格确定不允许开发的
保护红线，公布于众，接受监督；决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利益染指这片红树林宝地，要
把它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造福后人。

海口市迅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
市人大常委会于3月28日审议并全票通过
《决定》，决心用3至5年对12万亩全国最
大的红树林湿地实施恢复和保护。据介

绍，海口市将参照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模式，
规划建设国家级三江红树林湿地公园。这
个公园以红树林为主题，兼具咸淡水湿地
景观。

除了《决定》，近年来海口还颁布了《海
口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海口市公园条
例》等一系列法规文件，严格保护绿地、湿
地、红树林等生态系统。

如今，东寨港区域已退塘还林2000多
亩，关停了全部9家养猪场，建设了红树林
乡村旅游景区。这些举措使东寨港区域的
生态功能得到了恢复和增强，也促进了当
地旅游业发展，今年“五一”当天接待游客
超过两万人次。

同时，海口还注重完善绿色廊道、绿色

休闲慢行系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绿色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了“两横两纵”绿色廊
道，兼具生态、景观、休闲等功能，既涵养了
城市“绿肺”，保证生态环境质量，又合理布
局了城市空间架构，满足了市民的休闲需
求；规划了覆盖海口整个市域的绿色休闲
慢行系统，主城区滨海绿道、龙华区羊山自
行车慢行绿道、琼山区乡村绿色休闲慢行
道已投入使用；建成了白沙门等8个污水处
理厂，日处理能力达59万吨，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为89%，长流污水处理厂中水
回用工程已建成投入使用；建成了完善的
集垃圾收集、转运、填埋、焚烧发电于一体
的城乡垃圾处理体系，全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98.5%。

退养还林还海

恢复中国最大面积的红树林AAAA

今年12月上旬，海口市政市容委公布了
前一周市政市容较差的路段、店铺和工地。这
表示海口市市容管理“末位曝光”制度启动。

为强化城市管理的全民意识，提高社会
参与度和市民自管能力，海口探路城市管理
长效机制，决定启动“末位曝光”制度。曝光
内容为每周每个区曝光一条“占道经营最严

重”的路段、一条“卫生最差”的路段、一条
“乱张贴、乱吊挂最多”的路段、三家“门前三
包最差”的店铺、一个“污染最严重”的工地。

这是海口大力创新，加强城市管理和环
境整治的又一新举措。据了解，近几年，海
口市政市容委每年确定一个主题、把握一个
重点，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2009年开

展环境综合整治“五大工程”，通过实施“清
洁工程”、“整洁工程”、“规泊工程”、“安静工
程”、“打违工程”，针对城市卫生、交通、广
告、噪声污染和违法建筑进行整治；2010年
底开展“建设国际旅游岛、安全畅通文明行”
活动，以治理交通违法行为、规划交通基础
设施、推行科学的交通管理措施等工作重

点，突出整治交通秩序，确保城市道路安全
畅通；2011年底开展“海口文明大行动”，重
点整治“脏、堵、黑、乱”等不文明现象；2013
年至今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大力开展打
击违法建筑、整治环境污染等专项行动。通
过这些载体，长期不懈地推进环境综合整
治，使海口的市容市貌逐步好转。（井岗/文）

一年否决26个不符合环保要求项目

“绿色门槛”护卫城市环境
海口市一直坚持较高的环保准入门

槛，在全国率先将城市建成区划定为禁止
燃用高污染燃料区域，工业区率先执行二
类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率先发布空气质量
实时监测数据，接受民众监督。

海口市环保局局长陈超介绍，海口实
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在2002年制定
《海口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时，把工
业区划为二类区，除二类区以外的其他区
域均划为一类区，不设三类区。率先执行

环境空气功能区分为两类，比新的《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先行10多
年。

海口把生态环保作为调结构转方式、
惠民生促和谐的重要抓手，将建设生态文
明、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
要位置。通过强化项目环评，严格环境准
入，仅去年就否决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
26个，为保护海口城市优美环境设置了一
道“绿色门槛”。

据介绍，这26个被否决的、不符合环保
要求的项目多为服务业，包括在湖边开办
餐饮店却无法提供污水能接入市政管网的
证明，在旧城区申请开汽修店却因废水和
烤漆，影响周边居民；工业项目中如二氧化
硫超全市总量控制；养殖项目因排放影响
城市及周边大海水环境。

保护也要有所作为，有序适度的开发
建设可以实现更好的保护。在缺水少土、
沉寂上万年的火山喷发石漠化地区，海口

规划了3万多亩土地，建起了海口观澜湖国
际旅游度假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国
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如今已成为海口招商
引资的一张靓丽名片。

海口市房协常务副会长、天伦誉海湾
总经理云天龙介绍，近年来，海口空气质量
在国家环保部重点监测的74个城市中稳居
首位，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前
来海口安家置业，海口已成为国人第二居
住地的重要选择。

BBBB

市容管理启动“末位曝光”制

创新城市管理和环境整治

立法保护12万亩红树林湿地 新上项目需过“绿色门槛”创新城市管理和环境整治

海口坚持生态立市 城市越来越宜居

CCCC

生态环境是海口最强的优势和资本，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生态环境，始终坚持生态立市，精心呵护海口这片青山绿
水、碧海蓝天。

在建设最精最美、“四宜三养”省会城市中，如何寻找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海口市委、市政府认为，
从市民的需要出发，体现出城市对人的关怀，将使海口市以
独特生态环境支撑的城市宜居条件越来越突出。

游
客
行
走
在
红
树
林
栈
道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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