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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国际最高荣誉，花落中国！
贵州：

2020 年部分城市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将达 35%

塞罕坝林场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新华社电（记者朱绍斌 于佳
欣 王小鹏 金正 陈诚 吕帅）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 5 日宣布，中国塞罕
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2017 年联合国
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 索尔海姆说，塞罕坝林场
的建设证明，退化的环境是可以被
修复的，修复生态是一项有意义的
投资。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已成
为最为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中国三代造林人持续半个多
世纪的奋斗，让贫瘠沙地变成绿水
青山，也获得世界赞誉。

最高荣誉
当地时间 5 日 18 时许，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三
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举办新闻
发 布 会 ，宣 布 今 年 的“ 地 球 卫 士
奖”，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其中的“激励与行动奖”
。
“他们筑起的‘绿色长城’，帮
助数以百万计的人远离空气污染，
并保障了清洁水供应。”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 索尔海
姆表示。
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告诉
记者，这一奖项是对塞罕坝林场建
设者 50 多年艰苦创业的肯定，也
是激励和鞭策。
塞罕坝林场位于中国河北省
北部，占地 9.3 万公顷。由于历史
上的过度采伐，土地日渐贫瘠，北
方沙漠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刮
入北京。

1962 年，数百名务林人开始在
这一地区种植树木，经过三代人努
力将森林覆盖率从 11.4%提高到
80%。目前，这片人造林每年向北
京和天津供应 1.37 亿立方米的清
洁水，同时释放约 54.5 万吨氧气。
刘海莹说，
“我相信，只要我们
继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经过一代
又一代的努力，中国可以创造更多
像塞罕坝这样的绿色奇迹，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史无前例
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代表陈
彦娴在获奖感言里说，在当下的中
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
话已经家喻户晓。塞罕坝的故事
印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绿色道理。
索尔海姆表示，中国的塞罕坝
证明环境治理是非常有意义的生
态投资。联合国环境署认为，
“中
国近年来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
是史无前例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
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易卜拉辛·
塞奥表示，中国在环保领域制定了
明晰方向，并且展现了坚定决心：
“我们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有生态
环保层面的议题。中国环保不仅
出现在重要的规划和决策层面，它
还能够有效地落实。”
除了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来自
中国的共享单车服务公司摩拜和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也分
别获得了“地球卫士奖”下的商界

卓识奖和终身成就奖。
全 球 环 保 人 士 认 为 ，2017 年
“地球卫士奖”6 个获奖单位或个
人中，有一半来自中国，这说明中
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领域取
得举世认同的重大成就。

完善这个样品，为它配备各种新部
件，以便向市场推出最有竞争力的
多功能轮椅。”
报道称，这种新型轮椅的工作
原理如下：坐在轮椅上的人身前设
有一个监控仪，它能显示各种指
令，如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紧急
求助等等；只需将目光移到想发出
的指令上，就好像移动计算机的鼠
标，指令就会开始运行；轮椅还能
用脑电波操控——乘坐轮椅的人
可以戴上一种特制头盔，头盔上的
电极能记录脑电波信号。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神经认知
技术部工程师丹尼斯· 马拉霍夫解
释说：
“ 对于因手臂和腿脚肌肉受
损而不方便操控轮椅的人来说，新
型轮椅最受欢迎。脑电波传感器
的反应速度比较慢，因此我们在需
要快速操作时就使用眼动监控仪

强生活垃圾分类配套体系建设
等。
到 2020 年底前，贵州省将率
先在贵阳市、遵义市、贵安新区城
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并积极鼓励和支持其他有
条件的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试点工作。同时，将引导居民
单独投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其
他垃圾，鼓励居民和社区深入分
类生活垃圾。
此外，贵州还将推进垃圾收
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
的衔接，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
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和中转
站，探索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两网融合”，开展绿
色回收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
进园区、进商场的“五进”活动。

领导力量
索尔海姆表示，除了广为人知
的《巴黎协定》，中国近年来还批准
了大量同样重要的环保条约。全
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已成为最为重
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索尔海姆说，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绿色发展；在
G20 机制下，中国还积极倡导发展
绿色金融。中国的这些努力，联合
国环境署均表示支持。
塞奥说，中国的环保决策向全
世界释放积极信号，中国的环保努
力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将
利好世界人民。
在大会期间举办的企业展会
上，不少参展企业表示，他们很多
的环保理念和相应设备就是从中
国而来。
塞奥透露，中国在这次大会上
将同非洲国家一起设立清洁技术
中心。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正
计划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同
分享先进的清洁能源生产技术。
索尔海姆表示，如今的中国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态度
和政策，会对环保在内的众多领域
产生全球性影响。

科学家研制出“眼控”轮椅
目光或思维可控制运行
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俄媒称，
俄罗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科学
家们为残疾人研制出一种能用目
光或思维控制的轮椅样品已经做
好，它安装了记录眼动和脑电波变
化的仪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打
算继续改进，制造出更完善的样
品，以便将来实现量产。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 12 月
5 日报道，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神经
认知技术部首席研究员瓦季姆· 乌
沙科夫介绍，能用脑电波或目光控
制的轮椅样品已经制作完成。一
些儿童也参与了研发过程。
乌沙科夫说：
“ 这些具有工程
师潜质的孩子参加了我们设在索
契的教育中心的项目。对他们来
说，这是一次有趣的学习经历。轮
椅样品组装完毕，设计构想让我们
有兴趣进一步展开研究。我们想

新华社电（记者 骆飞）近日印
发的《贵州省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方案》提出，将加快建立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到 2020 年
底，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该方案指出，全省要将生活
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
要举措，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
推动、全民参与、协同推进、因地
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今后 3 年内
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规、规
章，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
圾分类模式。
对此，贵州省将从多方面推
动工作落实。包括在部分地区先
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引导
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加

（EYE-TRACKER）。如果眼动监
控仪发生故障，则可以借助脑电波
传感器用较慢的速度发出指令。”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科学家
们正在考虑除目光操控之外，新轮
椅还能增加哪些功能。例如，改进
后的样品可以配备语音控制、机械
手、操控杆等其他正在开发中的配
件。
莫斯科市残疾儿童家长联合
会发言人纳塔利娅· 库德里亚夫采
娃表示，目前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
实际上无法使用轮椅，因为没有能
力控制轮椅。因此，这些人也是新
型轮椅的目标客户。
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临
床中心整形外科主任阿列克谢· 雷
恰金认为，新产品会有市场需求。
他说：
“毋庸置疑，肌肉骨骼系统受
损的人很需要这种轮椅。”

重庆一市民遭遇“伪卡”盗刷
获银行赔偿 56 万元
新华社电（记者 周闻韬）重
庆市民谢女士被人用“伪卡”在香
港盗刷 60 余万元，今年 3 月，谢女
士将发卡银行告上法庭，要求赔
偿损失。该案日前经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涉事银行向
谢 女 士 支 付 储 蓄 赔 偿 款 56 万 余
元。
该案一审法院，重庆市璧山
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5
月，谢女士在银行办理一张借记
卡后存入 60 多万元。2016 年 9 月
30 日 14 时，其陆续收到银行短信，
被告知银行卡在香港产生多笔消
费，共计消费 63 万余元。谢女士
随即到银行柜台办理挂失手续，
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庭审中，谢女士认为，银行作
为借记卡的发卡行，有义务保证
卡内资金安全。其资金被“伪卡”
盗刷，显然是银行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未能对该银行卡采取应
有措施。
银行方面则辩称，借记卡不

同于信用卡，谢女士对其借记卡
并没有尽到相关保管义务；且其
在办卡时，银行已经就借记卡的
功能、注意事项、保管使用等进行
了详尽告知；借记卡需要密码进
行支付，谢女士没有尽到妥善保
管自己密码的义务。
璧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谢女
士办理借记卡并将资金存入银
行，就与银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
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而银行
作为谢女士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
人 ，应 确 保 谢 女 士 的 存 款 安 全 。
对于犯罪分子伪造借记卡并进行
盗刷的行为，由于银行未能识别
出伪卡，没有尽到严格的身份审
核和保障义务，造成谢女士存款
被 盗 ，银 行 应 该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法院遂判令银行支付谢女士赔偿
金 60 余万元。
一审宣判后，银行方面提出
上诉。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调解，由银行向谢女士支付赔
偿款 56 万余元。

2018 届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 820 万人
新华社电（记者 胡浩）记者 6
日从教育部获悉，2018 届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20 万人，就
业创业形势复杂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1 年开
始，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持
续增长，2017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为 795 万人，比 2016 年多出
30 万。
在 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上，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表示，要
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
业，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
就业。
林蕙青指出，一是要唱响基
层就业“主旋律”，积极引导毕业
生到基层一线就业创业；二是要
服务国家需求“大舞台”，主动向
重点地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重要领域输送毕业生，引导毕业

生到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
新兴领域就业创业；三是要汇聚
创新创业“新动能”，细化完善创
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弹性学
制管理等政策，加大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场地、资金、指导、服务
等方面投入力度；四是要下好统
筹联动“一盘棋”，建立健全高校
区域布局、学科专业、层次类型动
态调整机制，统筹推进各类型层
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运用好
社会资源开展协同育人；五是要
打造服务保障“新格局”，广泛应
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开展精
准 就 业 对 接 ，加 强 困 难 群 体 帮
扶。要严格落实就业签约“四不
准”要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
业歧视，严密防范“培训贷”、求职
陷阱、传销等不法行为，切实维护
毕业生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