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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的扬子江畔，澄江似练、
波光粼粼，在光影秋色的映照下，一座
座粮油储罐拔地而起，敞亮的泵房、洁
白的罐体、纵横的管线，井然排布、临江
而立。这里就是由中建安装石化工程
公司承建，刚刚全面投用的全省最大粮
油储备基地——中储粮镇江直属库新
建的10万吨及12万吨油罐项目。作为
落实国家“六保六稳”政策的重要民生
项目，该项目全面投用后，将支持储油
22万吨，承担起中央储备油及国家政策
性油脂储备任务，对长三角区域粮油保
供应、稳预期、畅循环，提升国家粮油储
备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钢板上“起舞”
奏响大干“交响曲”

走进中储粮镇江直属库新建10万
吨及12万吨油罐项目，22个油罐如洁
白珍珠镶嵌在江天一色间，而在9个月
前，这里却还是一片沼泽泥地。从
2020年11月10日第一根桩进场施工，
到2021年1月2日罐基础承台浇筑，中
建安装石化工程公司的项目团队克服
了降水多、路况差、工期紧、疫情影响等
困难，齐心勠力为罐主体安装打牢基
础，通过创新工序工法，力克重重难关，
实现多专业交叉作业面同步推进、大幅
铺展，奏响了高歌猛进、生产大干的“交
响曲”。

在这片蔚为壮观的油罐群矗立在
江畔之前，项目团队入场后的第一项工
作，却是从脚下的“铺钢板”开始。“当时

由于项目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淤泥
最深达2米，加之工期内有近三分之一
时间在下雨，给施工带来很大挑战。”项
目执行经理郭玉佳回忆说，在施工初
期，他们在进场后即发现，必须保证各
类施工材料早日进场，才能同时推进10
万吨和12万吨两个油罐标段建设，从
而确保如期完成施工任务。为此，项目
团队在泥泞中展开奋战，铺设了5300
平方米的钢板，直通施工各区域，最终
实现设备、物资和材料高效运输、直达
一线。

攻克了工程物资运输“第一关”，在
桩基施工阶段，项目团队又遇上难题。
由于施工期正碰到连绵雨季，为保障不
间断施工，项目部争分夺秒，火速调用

挖掘机抢挖排水沟，用排水泵昼夜连续
排水，采用换填法将7900立方米的淤
泥清除，以稳定性好的土石回填并夯实
地基，随后进行桩基静载试验，确保储
罐立得住、站得稳，最终，2134根桩基坚
稳如磐，为罐体撑起了“钢筋铁骨”。

一天一圈板
跑出“中建加速度”

桩基施工顺利完成后，项目团队继
续向罐体安装发起冲刺，掀起了一波寒
冬大干的热潮。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巧
用施工工法，见缝插针抢工期，高标准
打造食品级储罐。

由于施工场地狭小，在进行壁板预
制时，无法按照原有惯例，进行涵盖下

料、卷板、防腐等在内的百米长“直线化”
流水线作业。与此同时，要想如期完成
施工，就必须实现两个标段壁板同时预
制。为此，项目团队创新破题，“化直线
为平面”，为两个标段各自搭建壁板预制
场，中间设置共用的防腐刷漆场，当下
料、卷板工作完成后，2台行车将壁板平
移运送至刷漆场开展防腐作业，在防腐
刷漆完毕后，直接输送至两个油罐区，在
节省场地的同时，还缩短了近1个月的
工期，大大提高了预制效率。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巧用‘倒装
法’，不仅有效减少罐内支撑的技措用
料及密闭空间作业时间，还能降低焊
接作业难度，保证焊接质量。”项目总
工刘玉强介绍说，通过创新工法，事先

在地面将罐顶预制成30个独立模块，
先安装罐顶并将其提升到位，然后再
进行罐体安装，从第一层壁板开始，焊
接一层提升一层，最后完成底层罐体
的安装焊接，最终顺利实现10个罐体
同时进行安装，创造了“一天一圈板”
的“中建速度”。

初心坚如磐
逐梦路上争朝夕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
非一足之力。从泥泞洼地到油罐林立，
回首这段奋斗岁月，是激情与坚守的碰
撞，是初心与匠心的淬炼，来自中建安
装的这支具有17年储运项目管理经验
的专业团队，一路团结进取、攻坚克难、

追求极致，以实干为笔、以汗水为墨，将
打造中储粮油脂油料最大产业基地的
梦想带进现实，绘就了一幅浓墨重彩的
建设画卷。

砭骨的寒风中，项目经理曹昊踩着
结着白霜的泥泞地，指挥拱顶储罐底板
铺设作业。2021年春节，他带领百余人
坚守岗位，油罐主体安装过程中，为确
保施工安全质量，他组织“储罐倒装提
升法”超危工程专家论证，严格根据专
家评审意见组织施工，现场监督指导每
个关键环节，为项目安全保驾护航。

在项目工地上，还有很多挺身而出、
主动担当的行家里手。焊接技术负责人
赵家晟在施工高峰期主动协助承担无损
检测、防腐、计量等任务，组织防腐验收
180余次，见缝插针协调安装与检测，储
罐X射线检测达1万多张；项目土建工
程师王常青和刘博则是淤泥地的“筑路
人”，他们连续2个月，每日16小时连轴
工作，现场交底、旁站、指挥，协调清淤、
排水、回填、打桩，进行近万平方米厂区
地貌路况改造，为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强
保障；项目物资负责人王浩鑫是现场物
资“大总管”，他严把采购时机、合理安排
设备进场，连续驻扎项目5个月，错过了
孩子的周岁生日，错过了节假日的团圆
饭，只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匠心。

芦花袅袅江风拂起，排排油罐飒立
江边。落日余晖下，中建安装团队立足
平凡的岗位，坚守不凡的初心，矗立起
大江之畔的建设丰碑，构筑起国家粮食
能源安全的稳固基石。

中建安装：奋战粮油保供一线 护牢民生福祉之本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
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部署
能源改革发展工作，审议“十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能
源碳达峰实施方案、完善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
政策措施的意见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能源委
员会副主任韩正出席。

会上，发展改革委、能源
局作了汇报。李克强说，能
源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大事。“十三五”时期，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方面共同努
力，我国能源发展、结构优
化、高效清洁利用等取得明
显成效。当前，国际环境和
全球能源格局、体系发生深
刻变革，我国能源发展和安
全保障面临新挑战。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从国情实
际出发，处理好发展和减排、
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稳
增长和调结构，深化能源领
域市场化改革，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安全
保障能力，为现代化建设提
供坚实支撑。

李克强指出，能源安全
事关发展安全、国家安全。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深
入推进，能源需求不可避免
继续增长，供给短缺是最大
的能源不安全，必须以保障
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
系，着力提高能源自主供给
能力。要针对以煤为主的能
源资源禀赋，优化煤炭产能
布局，根据发展需要合理建
设先进煤电，继续有序淘汰
落后煤电。加大国内油气勘
探开发，积极发展页岩气、煤
层气，多元开展国际油气合
作。加强煤气油储备能力建
设，推进先进储能技术规模
化应用，不断丰富能源安全
供应的保险工具。

李克强说，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是我国经济自身转型
升级的要求，也是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的需要。要科学有
序推进实现“双碳”目标，这
必须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
力。要结合近期应对电力、
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深入
测算论证，研究提出碳达峰

分步骤的时间表、路线图。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持先
立后破，坚持全国一盘棋，不抢跑。从实际出发，纠正
有的地方“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确保北
方群众温暖安全过冬，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
持续平稳发展。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提高清洁能
源比重，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减排改造，在全社会倡
导节约用能，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李克强指出，创新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力。要加快能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攻关，强化
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研发。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增强
消纳新能源和安全运行能力。完善阶梯电价，深化输
配电等重点领域改革，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
排降碳，提升能源服务水平。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王毅、肖捷、何立峰和
有关单位、部分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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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在
云南昆明正式开幕。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会，
有哪些看点，将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

【看点1】
这场大会缘何不同寻常？

这次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其
实是由3个会议组成的，即《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缔约方第十次会议、《关于获取遗
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
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其中的

“重头戏”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
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目前共有 196 个缔约
方。缔约方大会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高
议事和决策机制，每两年召开一次。缔约方
大会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决议的通过需要
经过所有缔约方的同意。2016年的第十三
次缔约方大会宣布中国举办COP15。

缔约方大会每10年要制定未来10年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2010年，COP10制定
了2011至 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即“爱知目标”。“爱知目标”共20项，到
2020年，没有一条完全实现，仅有6个目标部
分实现。

COP15又到了一个制定新的10年保护
目标的重要节点。

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对COP15寄予厚
望，希望此次大会的成果，能够通过未来的努
力，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趋势。

COP15原本应于2020年10月召开。受
疫情影响，会议召开时间经历两次变更。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于今年8月正式
对外公告，会议将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
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昆明召开。

【看点2】
COP15怎么开？

“本次会议是历届缔约方大会最特殊的
一次会议，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备受
关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
书红说。

根据议程安排，第一阶段会议要完成除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外的各项
议题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要在明年上半年的线下会议来审议和决定。

眼下举行的COP15第一阶段会议，以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在11日下午的开幕式上，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和COP14主席国埃及驻华大使穆
罕默德·巴德里在会场主席台进行交接，开启
COP15时间。

来自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
构和组织的5000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参加大会。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在现场致辞时表示，我们必须在这一个10年
就采取行动，制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应对当前的挑战。“通过携手行动，我们能够
实现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高级别会议将于10月 12日至13日举
行，包括领导人峰会及部长级会议。应邀的
缔约方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领
导人峰会。部长级会议包括全体会议和平行
圆桌会议。

此次大会唯一一场现场举办的平行活
动——生态文明论坛，将于10月14日至15
日在昆明举办。生态文明论坛包括开幕式和
7个主题论坛，邀请国内外嘉宾为生态环境保
护贡献智慧。

此次大会还准备了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
展览。线上展览包括中国展和地方展，充分展

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成就；线下布展是云南特色展，也是现场
唯一线下展区，展现了彩云之南的生态之美。

第二阶段会议拟于明年上半年在昆明
线下举行，以方便各方广泛而深入地磋商探
讨，推动达成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既雄心勃
勃又务实可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

【看点3】
大会选在云南举行有何特点？

“COP15选择在云南举办，与云南丰富
的生物资源，以及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密不可分。”COP15云南省筹备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马
永福说。

彩云之南，万物家园，云南以极其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动物王国”

“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物种基因库”。
马永福介绍，云南国土面积占全国

4.1%，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物种数均占我国
的半数以上；囊括了地球上除海洋和沙漠外
的生态系统类型，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的省份和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
键地区之一。

截至2020年底，云南省共有各类自然保
护地362个，保护面积占全省面积14.32%；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11.84万平方公里，占
全省面积的30.90%；位于昆明市的中国西南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17468种25.8
万份生物种质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设施之一……

此外，云南十分重视与周边国家合作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比如，云南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3省共建了
133平方公里联合保护区，以保障亚洲象跨
境种群交流安全。

【看点4】
大会预期将达成哪些成果？

发布“昆明宣言”——
高级别会议将发布“昆明宣言：迈向生

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呼吁各方采
取行动，响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号召，遏
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可
持续发展。

伊丽莎白·穆雷玛说，“昆明宣言”将是第
一阶段会议的主要成果，该宣言说明，各方已
充分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

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
多样性”倡议——

14日至15日举行的生态文明论坛将发
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
性”倡议。

同时，主题论坛将发布系列成果，如主
题论坛一将发布“碳中和目标下应对气候变
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联合行动宣言”；主题
论坛四将发布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等。

为生物多样性关键10年规划蓝图——
展望将于明年上半年举行的第二阶段会

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是大
会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对未来10年乃至更长
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作出规划。

崔书红说，国际社会对“框架”寄予厚望，
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保护目标建议，如保护
30%的大自然，调动至少2000亿美元用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

他表示，要推进建设更加公正合理、各尽
所能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尽快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趋势。

（新华社昆明10月11日电）
图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开幕式上播放的大象主题短片。
（新华社发）

这场大会这场大会，，为何全球瞩目为何全球瞩目？？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四大看点透视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11日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
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中国将同各方共商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全球
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关键的抉择时刻”“更雄心勃勃的目标”
“真正的变革行动”……“昆明时刻”将如何引
领全球生态治理新未来，海内外政要、学者和
国际舆论满怀期待。

世界期待，“春城之约”能够引领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新未来。本次会议为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绘
制蓝图。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2020 年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指出，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生物多样
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而造成其减少

的各种压力在加剧”。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本次会议能够总结既往经验教训，制定既有
雄心又切实可行的精准“路线图”，开启更加
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新进程。

中方克服疫情挑战举办此次会议赢得国
际赞誉，也彰显世界携手应对生物多样性危
机的决心和行动力。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保护
国际基金会高级副总裁詹姆斯·罗斯说，本次
会议对解决世界生物多样性危机至关重要，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正在“采取雄心勃勃的
行动”，令人深受鼓舞。

世界期待，“昆明时刻”为全球生态环境
治理凝聚强大合力。联合国将 2021 年称为

“重塑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一年”，号召全
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

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发布“昆明宣言”，呼
吁各方采取行动，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增进
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日前发布的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白
皮书显示，中国正在借助“一带一路”“南南合
作”等多边合作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
样性提供支持。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
设，到宣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从大力支
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到承诺不再
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展现
大国担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
安诺生说，世界需要更广泛的多边主义，而中
国在推动多边主义方面正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期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提供新启迪。“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是本次大会主题，这也是联合国
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全球会议。从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选择，从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描绘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中国的生态
文明思想带给世界诸多智慧启迪。《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气
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奈杰尔·托平说，“人类
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好
像用诗歌般的语言描述经济和科学，这是一
份“独特的中国礼物”。这些充满诗意的中国
理念将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
护的多边主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新华社电）

世界期待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昆明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