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12日发布通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
革。我国将在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同时，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
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即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
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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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两头”取得重要进展

万劲松说，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中
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此次改革，在“放
开两头”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集中体现为
两个“有序放开”。

在发电侧，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我国燃煤发电电量占比高，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在发电侧上网电价形成中
发挥着“锚”的作用。目前，已有约 70％
的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形成
上 网 电 价 。 此 次 改 革 ，明 确 推 动 其 余
30％的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这将进一步带动其他类别电源发电电量
进入市场，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奠
定坚实基础。

在用电侧，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用电
价格。目前，大约 44％的工商业用电量已
通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此次改革，
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
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
销售电价。尚未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
中，10 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量
大、市场化条件好，全部进入市场；其他工
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届时，目录销售
电价只保留居民、农业类别，基本实现“能
放尽放”。

通知同时明确，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
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代理
购电价格主要通过场内集中竞价或竞争性
招标方式形成。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万劲松说，改革的核心是真正建立“能

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从当前看，改

革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煤电”关系，保障电力

安全稳定供应；从长远看，将加快推动电力

中长期交易、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发展，促进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并

将对加快推动发用电计划改革、售电侧体制

改革等电力体制其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通知明确，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
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

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

不超过 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

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

上浮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一级

巡视员彭绍宗说，这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让电价更灵活反映电力供需形
势和成本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燃煤发

电企业经营困难、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应，

抑制不合理电力需求，改善电力供求状况，

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

上浮 20％的幅度限制，有利于引导高耗能

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多上浮一些，这样可以

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成本上升压力，抑制

不合理的电力消费；也有利于促进高耗能

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他说。

对物价水平影响总体有限

此次改革将对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和

物价水平产生哪些影响？

彭绍宗说，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扩大上下浮动范围，在电力供需偏紧的
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上浮，在一
定程度上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但分
用户类别看，对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
规定其不受上浮 20％限制，就是要让用电
多、能耗高的企业多付费。其他工商业用

户，单位产品生产用电少，用电成本在总成
本中占比总体较低，市场交易电价出现一
定上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增加，但总体
有限。

他说，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情况，围绕此
次改革作了针对性安排：一是各地根据情
况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并建立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确保平稳实施；二
是鼓励地方通过采取阶段性补贴等措施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优惠；三是继
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中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等一系列惠
企纾困措施。

彭绍宗说，此次改革特别强调要保
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对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没有直接影响。如果市
场交易电价上浮，会一定程度推高企业
特别是上游生产企业用电成本，对工业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有一定推升作用，
但改革措施有利于改善电力供求状况，
更好保障企业用电需求，促进企业平稳
生产、增加市场供给，从总体上有利于物
价稳定。总体看，此次改革对物价水平
影响有限。

通知明确，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
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
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
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彭绍宗
说，改革实施后，居民、农业用户将和以往
一样购电用电，方式没有改变，电价水平也
保持不变。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保持居民用电价格稳定 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我国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外交部：坚决反对台湾个别人
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

台湾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孙楠）针对近段时间台湾个别政

治人物多次“投书”外国媒体，刻意歪曲联大第 2758号决议，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大第 2758号决议体现
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白纸黑字，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
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赵立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反对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独’的态度不容挑战，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赵立坚说，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71
年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
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
秘书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均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
决议。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多年来的
实践充分表明，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赵立坚表示，联大第 2758号决议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
白纸黑字，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
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台湾个别人在国际上炒作这一议题，是对一
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衅，是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公然
违反，也是典型的‘台独’言论，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这一言论在国际
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
对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一定将继续得到联合国及广大会
员国的理解和支持。”赵立坚说。

新华社平壤10月12日电（记者 江亚平）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
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11日在为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6周年而举
行的国防发展展览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近日频繁表示对朝鲜没有
敌视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行为证据让人相信他们的话。

金正恩说，无论是在和平环境还是对抗形势下，建设强大军事
力量都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自卫权利、义务和核心国策，不断加强建
设、不畏惧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党最重大的政策、目标和坚定意
志。“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革命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责任。”

他还说，韩国以增强对朝威慑力为由不断加强国防力量，却把
朝鲜研发武器视为“挑衅”，这种伪善的双重标准十分危险，朝鲜对
此深感遗憾且决不容忍。今后一旦再有破坏朝鲜自卫权的行为，朝
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应对。

他进一步说，引发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的错误判断和行
动。朝鲜增强国防力量也并非针对韩国，同一民族在半岛发生冲突
的悲惨历史不应重演。

金正恩还说，当天的展览是展示朝鲜取得国防科学、军需工业
辉煌成就的一次国力示威，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式。

金正恩在开幕式上还向为发展国家国防力量做出特殊贡献的
优秀成员颁发了荣誉勋章。

据朝中社报道，展览会上展出了朝鲜近 5年来研发生产的各种
武器装备。

金正恩说美国不敌视
朝鲜的信号令人难以信服

这张朝中
社10月 12日
提供的图片显
示的是 11 日
为庆祝朝鲜劳
动党成立 76
周年而举行的
国防发展展览
会现场。

新华社发

（上接一版）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及
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
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
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
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
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
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
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
可持续发展。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
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色国际合

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
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
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要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设立新
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
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
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
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
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
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
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
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
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
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
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
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于 10 月 12 日在昆明以
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
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
马克龙、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
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尔斯等
以视频方式出席。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国将出资15亿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记者 胡璐）中国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
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
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近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发展进程明显加快，离
不开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大环境。而
此时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也是中国进一步
加大力度，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切实行动。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体现了高起点和
严要求，向着建立系统的国家公园体系迈出了坚
实步伐。第一批国家公园，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
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如三江源国家公园主要
保护青藏高原重要生态功能区；大熊猫国家公
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守护着大熊猫、东北虎、东
北豹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以这些旗舰物
种为伞护种的重要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则主要保护热带、亚热带
重要森林生态系统。

与一般意义上单纯供游览休闲的公园不同，
国家公园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
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
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

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就是把最应该保护的地
方保护起来，努力以最大尺度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严格保护，并不是不要科普和游憩，而是一切都要在有
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公园的设立，
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科普、教育和游憩场所。国家公园的社
区群众，更是可以从国家公园的生态效益中获益，逐步走出
可持续发展之路。

历经多年探索，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国家公园，还有更多
的国家公园在路上。未来我国将有步骤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分阶段设立更多国家公园，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态保护是首要功能，任何时
候都不能偏离这条主线。

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起点。在多年试点中，我们在
生态修复、体制机制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一
些挑战，一些地方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然尖锐。要继续探索
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
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
起子孙后代。

聚焦·生物多样性大会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
（记者 张家伟 刘万利）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 12日说，全球生态
系统崩溃将重创发展中国家，正
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是
人类与自然“停战”契机。

古特雷斯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时警告，人
类持续两个世纪的破坏自然的活
动造成了生物圈灾难。当前物种

灭绝速度是过去 1000 万年平均
水平的数十到数百倍，而且还在
加速。逾百万种植物、哺乳动物、
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
和无脊椎动物处于危险中，其中
许多物种灭绝将在几十年内发
生。到 2030年，全球生态系统崩
溃每年可能造成近 3万亿美元的
损失，而受最大影响的将是一些
最贫穷、负债最重的国家。

古特雷斯对中国召集和举办
昆明大会推动“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相关工作表示感谢。
古特雷斯还就框架制定提出

5方面建议：支持全球所有人享有
健康环境的合法权利；支持旨在
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国家
政策和计划；推动国家和全球层
面核算体系转型，体现经济活动
对自然和气候等的真正影响；对
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揽子支持，包
括财政资源和技术转让；终止对
农业等领域的不合理补贴，将相
关资金转投生态环境修复领域。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
（记者 张家伟刘万利）俄罗斯总统
普京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
人峰会上说，此次昆明大会为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良机，并呼
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的诉求。

普京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
说，感谢习近平主席支持加强环

境事务国际合作的努力，也感谢
中方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组织以“生态文明：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昆明大
会。此次会议为分享如何最大限
度地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提供良机，将有效推动保护生
物多样性、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
利用及确定相关国际合作目标与
方式的全球努力。他表示相信昆

明大会将取得丰富成果，推动各
缔约方开展有效合作。

普京介绍了俄方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措施，并指出，俄方
全力支持在保护动植物、空气和水
资源等迫切问题中开展更紧密国
际合作。这类合作应建立在获得
广泛认可的科学发现以及清晰的
通用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尊重各国
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的主权。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
（记者 林小春 陈绍华）法国总
统马克龙 12 日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
人峰会上说，地球生病了，人类
也不会健康，希望在中国昆明举
办的大会能够通过“富有雄心”
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应对
挑战。

马克龙发表视频致辞时感谢
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保护生物多
样性议题，期待明年线下参加大
会第二阶段会议。他说，新冠疫
情使公约缔约方不得不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此次大会，

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人类健康、经
济繁荣、集体安全与良好的自然
环境紧密相关。

他说，只要人类想继续生活
在地球上，就必须停止破坏自然，
与其和谐相处。国际社会必须推
动形成合力，尊重自然，坚持保护
和修复生态系统。

我
国
正
式
设
立
首
批
国
家
公
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将重创发展中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昆明大会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良机

法国总统马克龙：

期待通过“富有雄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0月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农民驾驶农机
收割水稻（无人机照片）。

金秋时节，吉林省水稻主产区之一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进
入水稻收获季，金黄遍野，稻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农民利用
晴好天气抓紧秋收。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

3.90亿辆！4.76亿人！

公安部发布最新全国
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
郑州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任沁沁）公安部12日发布最新
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0亿辆，其中汽车
2.97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4.76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39亿人。

截至9月，76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 7个。其中，汽车保有量超过 200万辆城市 34个；超过 300万
辆城市18个，依次是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武汉、
深圳、东莞、天津、杭州、青岛、广州、石家庄、宁波、佛山、临沂。北京
汽车保有量超过 600万辆，成都、重庆汽车保有量超过 500万辆，苏
州、上海、郑州、西安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678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2.28％。其
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55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81.53％。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76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4.39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