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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加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近日，巴拿马环境部部长米尔希亚
德斯 康塞普西翁宣布，政府计划对本
国海域中珊瑚和海藻等的分布现状开
展调研，绘制一幅近 300平方公里的海
洋生态系统保护地图。康塞普西翁强
调，巴拿马周围海域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复杂多样且脆弱，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
响，急需重点保护。
近年来，巴拿马政府推出一系列
举措加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巴拿
马科伊瓦岛国家公园 2005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该
公园为远洋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

过境迁徙及生存繁殖提供了重要的
生 态 纽 带 ，且 新 物 种 在 其 中 不 断 演
化。那里的众多哺乳动物、鸟类和植
物也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独特性。巴
拿马政府出台举措不断扩大科伊瓦
岛周围的海洋保护区，这将改善东热
带太平洋海洋走廊的连通性，加强哥
斯达黎加科科斯岛、厄瓜多尔加拉帕
戈斯群岛以及巴拿马科伊瓦岛等地
之间受保护水域的发展维护和可持
续利用。
科伊瓦岛周围水下山脉的大部分
区域仍处于未开发状态。巴拿马政府
计划将科伊瓦岛水下山脉纳入国家保

护区系统。在巴拿马环境部的支持下， 交互地图，介绍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捕鱼
一支国际科考队刚刚启航，主要任务是
方式、历史及现状等情况，巴拿马这类
探索水下山脉。科考队成员厄尔表示， “池塘”
成为其中的主角之一。
将水下山脉纳入保护系统有助于科研
据巴拿马《美洲报》报道，这种传统
任务的开展，并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系
的捕鱼方式能够防止过度捕捞，确保海
统。
洋生物的健康繁衍，维护水域生态平
在巴拿马的海边，经常可以见到一
衡，具有可持续性。参与研究的学者威
种用石头围成、半圆形的池塘状结构。 尔逊表示，认可和保护原住民传承下来
据介绍，这是当地原住民用来捕鱼的传
的传统非常重要。
“ 原住民以这种自给
统工具。海水涨潮时会将鱼、虾、贝等
自足的方式生活了数千年，并未对生态
带到“池塘”中，退潮后，这些海洋生物
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希望我们能从中
就被留了下来，成为当地原住民的食
汲取更多智慧与经验，去应对当今的环
物。日前，在科研人员、艺术家以及原
境和气候变化挑战。
”
住民的共同努力下，巴拿马发布了一幅
据《人民日报》报道

朝鲜首次报告
新冠确诊病例

芬英发表联合声明
以加强国防
和安全合作

提高疫情防控措施至最高级别

5月 1
1日，芬兰总统尼尼斯
托（右）在赫尔辛基与到访的英国
首相约翰逊握手。
芬兰和英国 1
1日发表联合
声明，承诺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情
况下相互援助，
包括军事方面。
新华社发

反制措施及有效抗疫助推委内瑞拉经济回暖
新华社记者 徐烨 王瑛
近日，瑞士信贷银行将委内瑞拉
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调高至 20%，
委总统马杜罗日前也表示今年该国
经济可能取得超 10%的增长。委专
家和民众认为，在美国严厉的经济制
裁和金融封锁下，委近期经济发展势
头良好，这主要得益于委政府果断的
反制裁措施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抗
疫合作。
根据委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今
年第一季度委国内贸易量同比增加
了 25%，出口增加 184%，进口增加
84%，税收增加 350%。马杜罗日前
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委内瑞拉人民
创造性地抵抗了美国政府不断加码
的非法单边制裁和封锁，打赢了美西
方对委发动的持续 5年的经济战。
委内瑞拉全代会议员、经济学家
托尼 博萨接受采访时说，2020年底
委制宪大会通过并颁布的《反封锁
法》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这
部法律的实施为政府稳定本币汇率
和促进经济复苏提供了保障。
“ 在过
去一年中，委政府成功控制了超级通
胀，并将本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下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
2020年 11月，在美国连续多年
严厉制裁对委经济民生造成严重打
击的背景下，委颁布了《反封锁法》，
成为委吸引国内国际投资、打破美制
裁封锁的法律武器，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反封锁法》主要
措施包括：保护并发展委国内生产

力，推动实施经济改革，提高行政管
新增病例维持在 100例内，国内社会
理效率，向国际投资者开放更多合作
生活自去年下半年起已基本恢复正
与投资领域，并为此提供更加灵活和
常，
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密的合作机制及法律支持。
委政府认为，超高比例的疫苗接
此外，委政府还坚持推动国产替
种率特别是对老年人等高危人群的
代进口战略，大幅增加石油以外其他
全覆盖，以及民众自我防范意识的加
产品的出口，减少本国经济对外依
强，是委防疫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赖，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并通过融资
也是委全面放松社会管控，重启经济
便利与税收减免等措施积极扶持国
的重要保障。
内中小企业发展。
《反封锁法》实施一
加拉加斯出租车司机卡洛斯 格
年后，2021年委经济实现了自 2018 雷罗对记者说，目前国家经济正逐渐
年以来首次正增长。
改善，每天都能感受到好转的迹象。
记者在首都加拉加斯看到，近一 “在街上随处可见人们在排队买东
年来不断有新商店和超市开张，市场
西，很多人从商场里提着购物袋走出
上货品齐全，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本
来，
这就是经济重启的信号。
”
币兑美元汇率已连续 5个月保持稳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曾主动接触
定，
民众收入和购买力明显增加。
委内瑞拉试图恢复从委进口石油填
委国际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 萨
补本国缺口，但委美第一轮谈判结束
拉斯告诉记者，除《反封锁法》外，经
后至今无任何实质进展。博萨认为，
济复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来自中
即使美委关于恢复石油出口的谈判
国、俄罗斯和古巴这些友好国家的抗
搁浅，这也不会明显影响委经济逐渐
疫合作。
“ 在美西方对委制裁不松反
复苏、政治日趋稳定的趋势。
“委政府
紧的背景下，这几个国家对委提供了
已扛过内忧外患、被极度封锁和孤立
大量新冠疫苗和抗疫物资，是委成功
的最黑暗时期。委经济触底反弹后
控制疫情蔓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
有能力保持一段时间的强劲增长。
”
保障。
”
美国自 2018年起对委实施全方
委政府数据显示，当地 18岁以
位的经济制裁和金融封锁，包括禁止
上成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达到 100%， 委支柱产业石油和黄金等矿产品的
儿童接种率超过 60%，除了 3岁以下
出口，将委金融体系排除在环球银行
儿童，新冠疫苗基本覆盖全部人口包
间金融通信协会（SWI
FT）系统之外
括老年人。委国内使用的多数新冠
等。据委政府估算，美对委单边非法
疫苗来自中国，大规模接种以来无明
制裁已累计造成超过 1000亿美元的
显不良反应报告。4月以来，委每日
经济损失。

新华社平壤 5月 1
2日电（记者 江亚
平）据朝中社 12日报道，朝鲜国家紧急
防疫部门本月 8日对平壤一些有发烧症
状的患者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有人感
染了奥密克戎病毒。这是自新冠疫情
在全球多地暴发以来，朝鲜首次报告在
本土发现新冠确诊病例。
朝鲜劳动党 12日紧急召开劳动党
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新冠防疫措施提至
最高级别。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
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紧急措施彻底阻断
新冠病毒传播，要加强边界管控，在全
国各市县进行彻底封锁，各单位要在
闭环状态下组织经营生产活动。他还
要求卫生部门和应急防疫部门进行严
格密集筛查，健全医学监测和积极治
疗措施。
金 正 恩 说 ，党 和 政 府 各 级 机 关 要
采取周全措施，尽量减少人民群众在
严密防控措施下的不便和麻烦，稳定
生活秩序。

日本国会通过
经济安全保障法

新华社东京 5月 1
1
日电（记者 刘春
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力推的《经济安
全保障推进法案》11日获国会参议院批
准。由于该法案上月已获众议院审议
通过，参议院的批准意味着日本经济安
保法得以成立。
该法案主要包含强化供应链韧性、
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审查、敏感专利非公
开化、官民协作强化尖端技术研发等四
大内容。
法案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政府援助
制度，通过政府补贴吸引重要厂商到日
本办厂，增强半导体等重要物资在日本
国内进行生产的能力；设立事先审查制
度，通信、能源、金融领域企业引进重要
设备或系统时，政府将针对外国产品或
系统加强审查；为防止可用于武器开发
等的尖端技术外泄，政府将通过向专利
申请人支付补偿方式限制相关专利公
开；为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提供资
金与信息，确保日本在关键领域的技术
基础。
据此间媒体报道，该法案将自明年
春天起分阶段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