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叶建平李力可
作为世界旅游行业规格最高的会议，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将
于13日在成都开幕。继2003年在北京成
功举办后，这一会议再次回到中国。

专家认为，“移师”中国并聚焦西
部，既是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市场的
强大吸引，也是世界各国对旅游行业转
型发展中国方案的期待。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
布·瑞法依是个“中国通”。他每年都要
来中国，去过桂林、海南、北京、河南等
地，喜欢在各个场合向世界推荐中国的
美丽。他说，此次大会选择在中国召
开，正在于中国旅游业近年来的高速发
展，而且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城市，很
有激情和活力。

在与会政要和客商看来，中国的市
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无疑是非常有吸
引力的。今年 7月，成都开通了直飞塞
舌尔的航班，目前每周有5个航班，上座
率已超过 90%。塞舌尔旅游、民航、港
口和海运部长莫里斯·罗斯托-拉兰说：

“当旅客流量上升后，我们会再开通更
多有规律的航班。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0年接待中国游客达到3万名。”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数据显
示，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
境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
超过13%。“中国还是全球第四大旅游目

的地，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都愿意到中国
来旅游，就现在而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
也是全球最大的。”塔勒布·瑞法依说。

旅游产业是世界公认的资源消耗
低、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高的产业，也
是许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理
念，也成为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塔勒布·瑞法依说，世界上每 11人
中就有 1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旅
游业收入占世界经济总量约 9%，并为
世界贡献了 20%的进出口贸易额。然
而，旅游业为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一直
以来并未被人们所重视。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
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
闲、全域旅游。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
库”CEO汤继强以四川为例说，当地大
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成为经济下行压力
下稳增长的一道亮丽风景，还成为脱贫
攻坚的一把利剑。“我国探索的‘旅游+
’，相信对于世界挖掘旅游业综合效益
具有一定启示。”

在活动举办地成都市，当地推进文
旅结合，给自然风光注入了丰厚的人文
底蕴，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一
些旅游客商来到成都的世界文化遗产

“都江堰-青城山”游览，太极拳、茶道、
大熊猫等让他们流连忘返。

世界高规格旅游大会

“移师”中国西部折射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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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仁虎侯雪静 于嘉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目前全

球 167个国家和地区的 20多亿人口受到
荒漠化的威胁。

土地的健康，决定着水、粮食和气候
的安全，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防沙治
沙就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为应对全球共同的顽疾，《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1996年生效，成为关注土
地问题的第一个全球性公约，我国在公
约生效当年就加入。

公约生效 21年来，十几次缔约方大
会，196个国家和地区的推动，合作机制
日渐完善，阶段性目标愈发清晰——“到
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2017年第13次缔约方大会的接力棒
交到中国手中时，中国已是全球治沙“尖
子生”，中国的治沙奇迹引发世界关注，
中国的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推动世界
防治荒漠化进程。

凝聚生态共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引发世界共鸣

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荒漠
化土地面积的23%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荒漠化土地面积逐年缩减。2000年以
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了290多万公顷。

这只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一个缩影，
中国 68年的治沙历程，堪称世界生态建
设史上的奇迹：

上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是防治荒
漠化起步阶段，中国政府组织广大人民
和科技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民防沙治
沙行动。

1978年以后，上马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程等一批生态建设工程，开启了
以生态工程推动治沙的重点治理阶段，
其间签署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建立了荒漠化监测体系。

进入新世纪，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沙治沙法》，建立了省级政府防沙治
沙目标责任考核制度，防沙治沙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 2004年开
始，我国连续三个监测周期实现了治沙
成绩单上的四个“双”：荒漠化和沙化面
积“双缩减”、荒漠化和沙化程度“双减
轻”、沙区植被状况和固碳能力“双提
高”、区域风蚀状况和风沙天气“双下
降”，提前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
实现全球退化土地零增长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
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3年批
复的防沙治沙规划确定了2020年前完成
2000万公顷的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大生态观，是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体现
了共创和谐地球的整体观，正在世界舞台
赢得支持和认可，凝聚了治理和发展共识。

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第二十七
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
念》的决定草案，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
国理念的认同和支持。

同年8月，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加入第四届库布其国
际沙漠论坛的主办方，这表明国际社会对
中国治沙成就、防治荒漠化经验的赞许。

今年大会期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
全球首部沙漠生态财富报告——《中国

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向全球介绍
中国治沙案例，肯定中国治沙成效。

中国治沙成就背后的生态文明理念
引发了世界共鸣。意大利代表团团长格
拉麦诺斯说，中国治沙行动具有导向作
用，正如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我们也认识到只有保护好
我们的土地，才能发展好经济。

贡献中国方案：为世界可持续发展
提供借鉴

“中国将坚定不移履行公约义务，按
照本次缔约方大会确定的目标，一如既往
加强同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
力！”——习近平总书记发给大会的贺信
体现了中国在防沙治沙上的大国担当。

放眼中国，一个个“绿进沙退”的绿
色奇迹，不但在我国北方筑起一道道生
态屏障，也为全球防沙治沙树立了榜样。

宁夏，这个全国唯一省级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森林覆盖率由“十一五”的
11.9%提高到现在的 12.63%，形成了“植
被恢复与重建—草地畜牧业—节水生态
农业”协调发展的综合治沙技术体系，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中国治沙奇迹”。

在陕西，沙化面积较2009年减少593
平方公里，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
生态条件。

在塞罕坝，三代人，55年的时间，凭
借科学治沙、适地适树的原则，从黄沙遮
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变为百万亩人
工林海，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在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昔日“死亡之
海”探索出“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结合”“生
态与产业相结合”“企业发展与生态治理
相结合”的模式，其绿化成果荣获联合国
颁发的2015年度土地生命奖。

“库布其沙漠 30年来的治理成果让
人钦佩，中国的治沙经验为解决全球荒
漠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爱沙尼亚环境部
部长希姆·基斯勒说。

治沙奇迹的背后是中国系列方案的
支撑：

——政府主导，建立跨领域、多部门
分工合作机制；

——依法治理，颁布一系列与防治
荒漠化有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首
个颁布防沙治沙法的国家；

——政策引导，防治责任落实到省
级政府；

——工程推动，实施了京津风沙源
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工程；

——科技支撑，创造了“中国魔方”草
方格、低盖度治沙等多项治沙技术和荒漠
绿洲防护林体系等多种综合治理模式；

——产业化治理，治沙与经济、民生
一起发展；

——全民参与，防治荒漠化凝聚了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中国为防治荒漠化开出了“中国药
方”，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个世界目
标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推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
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中国的生态
文明建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世界可持
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贡献中国的解决

方案。
收获发展共赢：引领示范建立机制

形成合力
防沙治沙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
变革。中国以治沙为内涵的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了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正
在以生动实践刷新全球治沙理念，以样
板示范引领国际治沙实践。

中国寻找到驯服“沙魔”的秘诀，找
到了打开沙漠黄金宝库的钥匙。据联合
国环境署评估，库布其沙漠共计修复绿
化沙漠 969万亩，创造生态财富 5000多
亿元人民币，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超过 10
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100多万人次。

截至 2015年，中国沙区已营造经济
林 540万公顷，年产干鲜果品 5360万吨，
占全国年产量的 33.9%。特色林果业带
动沙区种植、加工和贮运产业的蓬勃发
展，成为沙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农
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拳头产业。

中国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积极
推动荒漠化防治的国际合作，开展的与
荒漠化防治相关的各类双边多边合作项
目达 90多个。在中国积极推动下，本次
大会初步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形成全
球治沙合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公约的
缔约方。本次大会形成了“一带一路”防
治荒漠化合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中国
将为沿线国家提供学习基地，搭建交流
平台，定期磋商，凝聚共识，为推动国际

治沙合作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正在成为绿色之路。

“‘一带一路’国家山水相连，是生态命运
共同体。只有共同迎接挑战，才能共享
生态安全。”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主任
潘迎珍说。

中国政府还将向大会递交《中国土地
退化零增长履约自愿目标国家报告》，全
面反映中国治理理念、成效、技术，与世界
分享经验；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履约自愿
目标，展现了为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
目标作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的实现，只是
中国荒漠化防治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
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说，中国政府下一
步计划到2050年使可治理沙化土地全部
得到治理。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依法
保护生态，防止产生新的破坏；依靠科学
提高治沙效果，共享经验推进国际合作。

在沙中建起黄金屋，让沙中再生千钟
粟，盼沙中车马多如簇……中国生态经济
化治沙样板正在引领国际治沙趋势。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将治
沙和治穷相结合。在中国，沙漠没有被看
成一个问题，而被视为机遇，即在绿化沙
漠的同时带来就业、减贫的机遇，这正是
我们需要做的事。”埃里克·索尔海姆说。

“中国将恢复土壤的生态健康与人
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这恰恰是我们想
要寻找的方法。”格拉麦诺斯说，健康的
自然环境恰恰是经济发展的秘诀，今后
我们和中国一定有很多合作机会。

携手防治荒漠 共谋人类福祉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见证中国破解世界治沙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