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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田勘
经国务院批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正式向社会发布。
新 的 保 护 植 物《名 录》共 纳 入 约
1101 种 植 物 ，较 1999 年 版 本 增 加 了 约
700 种 ，较 征 求 意 见 稿 增 加 约 300 种 。
显然，要对这些新增和旧有的保护植物
做到切实保护，光有名录是不够的，还
需要进行充分的科学传播，让公众了解
哪些是受保护的植物，只能观赏，不能
采摘；哪些是普通的植物，既可观赏，也
可适当采摘。
一般人很难辨别出哪些植物是受
保护的，哪些是进入名录的。这意味着
在今后的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有一些自
控力，不要随便采摘路边的野花野草。
尤其是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时，如果因一
时抑制不住而采摘一些花草，很可能会
面临严厉的处罚，反而得不偿失。
此次调整后的《名录》有两个重要
变化，一是调整了 18 种野生植物的保护
级别。将广西火桐、广西青梅、大别山
五针松、毛枝五针松、绒毛皂荚等 5 种
原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调升为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将长白松、伯乐树、
莼菜等 13 种原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调降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二是新
增野生植物 268 种和 32 类。在《名录》
的基础上，新增了兜兰属大部分、曲茎
石斛、崖柏等 21 种 1 类为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植物，郁金香属、兰属和稻属等 247
种和 31 类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以此次被上调为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植物广西火桐为例，它是我国 3 种火
桐属植物中分布最偏北的一种，仅分布
于广西靖西市海拔 910 米左右的山谷缓
坡灌丛中，数量非常稀少，仅存野生植
株 3 株，已濒临野外绝灭。日前，云南
省腾冲市相继确认发现濒危物种火桐
分布群落 4 个，这一发现说明该植物出
现生长地北移的趋势。但在新发现广
西火桐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很可能会把
它误以为是一般的野草野花，而冒险采
摘，并因此触犯法规。
最近在北京市东北部的密云区水
库上游附近的五座楼林场，海拔 550 米
的山坡上，发现了华北地区十分罕见的
马钱科野生植物——尖帽草。尖帽草
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草本植物，与卷
柏、莎草等植物混生在一起，非常难辨
别出来。这种草也最容易被人当作一
般的野花野草而被采摘。
此外，容易让人疏忽的还有此前没
有进入名录的野生保护植物，如水母雪
兔子。2020 年 9 月 21 日，在一档综艺节
目中，有人在青藏高原采摘了一些水母
雪兔子，引发网友热议和批评。此后，
节目组对采摘水母雪兔子的行为向公
众进行了道歉。
现在，包括水母雪兔子等 268 种和
32 类野生植物都新增为受保护的野生
植物，相关方面首先要扩大科学传播，
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开展保护野生
植物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做到不要随便采摘路边的野花野草，如
需用花来装饰生活，可以优先选择购买
那些花圃种植的花卉。如此，才能有效
保护野生植物，创造有益于人类和所有
生物的良好生态。

科学运动才能
保障健康安全

清醒认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十一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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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工信部部长
肖亚庆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
绍，自 2010 年以来，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已连续 11 年位
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工
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我
国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超
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
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

坚实。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
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加速突破应用，
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正深刻改变世界
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重大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
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从量的
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
统能力提升。
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
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
前列，到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
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从“天问一号”
开 启 火 星 探 测 、移 动 通 信 5G 技 术 实 现
网络、产业、应用全球领先，到“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世界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制造
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结
构深刻调整，制造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经济体“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加大，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因素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劳动力紧缺与成本上升使
得制造业人力优势逐渐下降，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中国
制造业加快提升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首套 8.8m 超大采高智能化矿山装备研
制成功，大国重器亮点纷呈的背后，凸
显了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实力和竞争力
显著提升。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在最新发布的
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
业有 73 家入围，比 2012 年增加 28 家。中
小企业创业创新活跃，4 万多家“专精特
新”企业、4700 多家“小巨人”企业、近 60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出现，表明企
业创新主体作用正在逐步增强。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1 年位居世
界第一，但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
面 临 深 刻 复 杂 变 化 ，对 此 须 有 理 性 认
知。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制造业国

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
济体“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加大，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与此同
时，劳动力紧缺与成本上升使得制造业
人力优势逐渐下降，从“0”到“1”的重大
原创性成果缺乏，中国制造业加快提升
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在“十一连冠”基础上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必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
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
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这样才能加快走出
主要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外需拉动、粗
放发展的模式，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新兴产业，构建市场竞争力强、
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 十 一 连 冠 ”基 础 上 加 快 发 展 先
进制造业，必须突破重点领域“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加强重点技术和产品创
新生态体系建设，强化关键环节、关键
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为加大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力度，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和新技术规模化应用，必须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
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
新，加快健全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
在“十一连冠”基础上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必须加快构建科研院所与企业
相结合的高端实用性人才培养机制，进
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力度，
探索网络化、开放式、自主型职业教育，
吸引、鼓励优秀人才留在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
之源，面对“制造业增加值十一连冠”的
喜人成绩，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把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
优，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
的华丽转身，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权财富基金看好中国市场意义不同寻常
最近，诸多迹象表明，全球主权财富
基金持续看好中国投资机会，用实际行动
为中国市场投下
“信任票”
。
全球知名投资管理机构景顺资产管
理公司对来自全球 59 家中央银行及 82 支
主权财富基金的 141 位资深投资人的调
查显示，各类主权财富基金中，表示未来
五年将继续持仓或追加中国投资的占比
共达到 98%。
这不是口头说说的客气话，一些主权
财富基金正用“真金白银”付诸行动：截至
6 月末，全球规模领先的主权财富基金挪
威养老基金配置中国股权的资产占其全
部 投 资 的 4.9% 。 半 年 前 ，这 个 比 例 为
3.8%；
截至 3 月底，
淡马锡在中国市场的投
资组合净值增加到 5020 亿元人民币，
在其
全球投资组合中位列首位，
占比达 27%。
主权财富基金看好中国市场，意义不
同寻常。作为由一国政府控制的特殊投
资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通常基于外汇储
备、财政盈余、出口收益等建立，承担着稳
定国民经济、代际财富储蓄和增长、社会
经济及产业发展、养老储备基金等国家利
益层面的特殊功能。权威数据显示，全球
已建立了约 90 家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

模达 9.1 万亿美元。
“主权财富基金以中长
期投资、战略投资为主，追求收益的长期
性、稳定性。它们看好中国市场更具‘风
向标’意义。”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表示。
在全球跨境投资遇冷的当下，中国赢
得主权财富基金的青睐，殊为不易，彰显
了外资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
审视增配中国的原因，实打实的投资
回报是直接因素。
《2021 景顺全球主权财
富资产管理研究报告》对“投资中国的驱
动因素”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当地市
场的高回报”。确实，从全球资产配置看，
人民币资产性价比较高。以债券市场为
例，我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3%左
右，而美国 10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 1.35%
左右，欧元区国债则处在负收益率区间。
2020 年以来，
外资购买境内债券约占全口
径外债增幅的一半，购买主体一半以上是
境外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类机构。
“全球主要主权财富基金通过配置中
国，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回报成为其收益增
长的持续关键支柱。”国际金融中心联合
会首席经济学家傅诚刚说，主权财富基金
在一级股权市场、债券市场、私募股权和

创投等多个板块发力，深度参与中国国企
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和创新企业成长等多
个领域，
分享中国成长红利。
审视增配中国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
的强大潜力是长远考量。对于追求长期
性、
避险性的主权财富基金来说，
除了当前
收益，更看重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面对
内外部环境的多重挑战，中国经济展现出
强大韧性，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去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12.7%。
“中国对全球主权投资者的
吸引力持续攀升，其对疫情的有力应对让
主权投资者刮目相看。
”
景顺资产管理公司
全球市场策略董事总经理阿纳柏·达斯说。
审视增配中国的原因，中国市场不断
提高开放程度、优化营商环境是重要推动
力。从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增加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到实施外商投资
法，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中国扩大对外
开放的决心和力度举世瞩目。全面取消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
持续拓展和
完善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取消金融
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金融业对外
开放稳步推进，便利全球投资者的深度参

一名新加坡入境的学生家长林某杰疑似
为本次疫情源头，其两个孩子都感染了新
冠病毒，成为无症状感染者。该家长 8 月
4 日乘航班从新加坡入境厦门，经“14+7”
的医学隔离观察，8 月 26 日解除隔离，9 月
10 日新冠核酸结果阳性。
莆田疫情的暴发固然与新冠病毒的传
播密切相关，可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当地
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依然存在一定疏漏。
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很多地方的学校普
遍要求孩子和家长在开学前 14 天无特殊
情况不得离开本地，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或从境外回来的人员更是排查的重点。
林某杰从境外归来，
虽然经
“14+7”
的
医学隔离观察后解除了隔离，但有没有考

虑到可能还存在隐患呢？他回家 6 天后，
其家庭成员林某发在 9 月 1 日正式开学上
课，学校有没有掌握到家长从境外归来这
个情况？有没有要求孩子开学前做一次
核酸检测？据莆田市疾控中心主任凌龙
美介绍，此次疫情的发现，源于当地对开
学后的在校学生例行开展每半个月 10％
核酸适时抽检。如果没有这样的例行抽
检，
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秋季开学前，教育部对学生返校提出
三条硬性标准：学校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
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
不能返校；
学校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不能返校；
有效应
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校。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北京规定有京外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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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已被纳入
多个主流国际指数，香港即将推出 A50 指
数期货，进一步便利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等
长期资金配置中国资产和有效管理风险。
“中国在资本市场、产业准入、国际贸
易等方面的改革开放举措，在给中国经济
增长注入长期动力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制
度变革和改革红利分享方面给国际投资
者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加持。”傅诚
刚说。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
内的外资持续增持中国，对于体量全球第
二的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而言，外资入市
规模只是“浪花一朵”。即便在外资进入
较为集中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资持债规
模也只占市场总量的 3.85%。从发展趋势
来看，
还有更好的前景和提升空间。
当前，全球跨境投资仍面临诸多不确
定性，但中国稳健的经济增长、不断放宽
的市场准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是世
界经济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必将不断吸
引外资涌入中国这片投资沃土。正如开
罗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沙德·阿卜杜所说，
“资本没有故乡，能够吸引资本和投资者
的是经济强劲的表现。
”

莆田疫情警示校园防疫必须警钟长鸣
江苏等地的疫情基本平息之后，福建
莆田又暴发疫情。
（相关报道见 A5 版）
据福建莆田市官方通报，从 9 月 10 日
该市报告首例新冠核酸阳性病例，
截至9月
13 日 16 时，
福建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 76 例，
其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8
例，
无症状感染者 28 例。媒体梳理官方公
布的流调数据发现，
学校成了此次疫情一个
重要传播点，
新冠疫情或已经在福建莆田市
仙游县枫亭镇一小学隐匿传播了10天。
疫情防控不能儿戏，人员密集的校
园更是重中之重。莆田疫情再度警示校
园防疫必须警钟长鸣。经历一年多的战
疫，校园疫情防控虽然已经积累了很多经
验，但依然不可掉以轻心。经专家研判，

栗玉晨

胡欣红

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中小学师生等暂不返
京，京外低风险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
员工要尽快返京，
在京满14 天后持48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现在看
来，
这种慎重其事确有必要，
特殊群体理应
特殊对待，
防控措施要更周密细致些。
从严从紧从细落实校园防疫，还应该
在常态化防控上做足文章。未来人类与
新冠疫情抗争将面临病毒不断变异的现
实，要做好长期抗疫的充分准备。除了加
强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督导检查，严格校
园重点场所环境消杀，落实勤洗手、常通
风等常规防控措施之外，还要立足长远，
强化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掌握
必要的卫生技能、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陶象龙
近日，笔者身边的两位朋友因为运
动受了伤。一位是在练习瑜伽时，扭伤
了腰，另一位是在跑步时，膝盖突然感
到异常疼痛。
运动，不要盲目模仿。一些网络上
的“运动视频”非常火爆，也有不少粉丝
盲目模仿。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柔韧性
有差异，加上运动时具体环境不同，一
些看起来轻松的锻炼动作，一些网友模
仿后就有可能发生意外损伤，甚至是锻
炼事故。
运动，要循序渐进。一些很常见的
运动，比如步行、跑步，一些人运动后却
感 到 身 体 不 适 ，甚 至 会 引 发 猝 死 的 意
外，这其实和运动量有关。一些平时很
少锻炼的人，参加锻炼后，更是要注意
对运动强度和时间的把握。我们常说，
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其实，运动也
一样，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
对于崇尚健康，希望通过健身锻炼
来提升生活品质的市民来说，事先向医
生咨询，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科
学适度运动，更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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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营销”不能舍本求末
粉红的“樱花泡面”、紫色的“星空葡
萄果茶”、淡蓝的“蓝椰拿铁”、绿色的“泰
式柠檬茶”……近年来，色彩逐渐成为食
品商家的销售卖点。不过，在口味方面，
有些产品并不如颜色那样来得惊喜，有些
鲜艳颜色的来源可能也不那么健康。
（9
月 13 日《工人日报》
）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到色彩营销的
“碗”里来。如今，食品行业已进入一个充
分竞争的时代，食品类型、营销渠道、推广
模式等高度同质化，企业对产品进行适当
的颜色包装，可以标新立异，增强产品的
个性化，丰富产品的卖点，吸引更多消费
者的注意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色彩营
销以产品的新颖化、差异化为特征，通过
色彩实现产品的价值溢出，属于注意力经
济的一种表现形式，符合营销的规律，也
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
消费者大都有猎奇尝鲜心理，大都难
以抵御“美色食品”的第一印象诱惑。色
彩营销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心理暗示，比
如，炎炎夏日，蓝色、绿色饮品被认为更具
凉爽口感，更适宜消暑祛热，也更受欢
迎。规范、合理的色彩营销能给消费者提
供更多消费选择，
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

色彩营销必须遵循市场法则，恪守
法律底线。色彩是食品的外在，食品的
核心内容是口感、质量和安全。色彩营
销必须以食品的核心内容为基础。色彩
营销只有在食品核心内容的“统领”下，
与食品核心内容合法合理“兼容”，才能
为 食 品“ 添 彩 ”，才 能 提 升 食 品 的 附 加
值。否则，色彩营销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甚至涉嫌违法营销。

李英锋

有的企业过度追求色彩效应，制造色
彩噱头，盲目为食品穿上华丽的外衣，却
没有做到口味创新，没有让消费者感受到
与普通食品的差别。一些食品的色彩营
销理念与口味南辕北辙，让消费者产生了
很强的违和感。
更严重的是，一些企业为了美化食品
的颜值，超标使用色素添加剂，或者使用
违禁添加物质。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管

局的一次抽检中，许多茶饮门店热销的
“泰式柠檬茶”就被检测出违规添加合成
色素日落黄。而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已经查处了大量违法违规添加食品色
素的案件。这样的色彩营销践踏了法律
底线，给消费者带来了健康安全隐患，侵
犯了消费者权益。
色彩营销不能剑走偏锋、
发力过猛，
不
能只重表不重里，不能舍本求末。色彩营
销的效果和生命力在于食品的内在品质。
企业在打色彩牌的同时，必须同时打好口
味牌、
价格牌、
质量安全牌以及售后牌。监
管部门也应对色彩营销加强关注监督，依
法严格查处违法违规添加行为，把不安全
的炫彩食品逐出市场，
倒逼企业规范经营、
守法营销，
为消费者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
环境。消费者也应增强消费理性，不做食
品“颜值控”，尽量少选择那些合成色素添
加量较高的食品。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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