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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机构炮制出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报告”，国际有识之士对这份报告背后的用心看得

清清楚楚。他们认为，美方搞政治溯源只会毒化国

际溯源合作氛围，注定没有出路。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专业和科

学的结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今后全

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而不是

另起炉灶。

“病毒溯源研究应符合科学、基于事实”

日前，埃塞俄比亚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和外

交事务部主任梅拉库在埃塞官方第一大报《埃塞

先驱报》刊登署名文章《新冠病毒政治化阻碍疫情

防控》。文章指出，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新冠

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毫无科学依据，是病毒溯源

政治化的表现。“美方还指责中方不配合病毒溯源

工作，这种指责同样站不住脚。事实上，中国最先

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恰恰是中国履行世卫组

织成员义务的表现，各国都应学习中国关于疫情

防控的经验做法。”

埃及纳赛尔军事学院国际法教授萨拉玛表示，

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同世卫组织开展了良好合

作，为专家组工作提供了一切便利。中国—世卫组

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一系列重要

科学结论，应该予以尊重。“病毒溯源政治化违背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部分美国机构和个人借疫

情炒作所谓追责问题，既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践

踏，也是国际霸权与强权主义的充分暴露。美国海

外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构成巨大安全隐患，很多

美国专家也质疑美实验室存在严重安全问题，应对

其开展调查。”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该党社交网络

官方账号上表示：“美国不择手段地将疫情政治化、

病毒污名化，打压他国，以此试图转移公众对政府

应对疫情无能的注意力。溯源政治化严重破坏全

球疫情防控合作大局。”

斯里兰卡外交部日前就病毒溯源问题发表声

明说，下阶段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应反映今年 3月

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的关键结论。“病毒溯源研究应符合科学、基

于事实，而不应被政治化。”声明还表示，多边主

义和国际合作是“战胜疫情的有效、可持续的最

佳方式”。

“坚持独立、专业立场，不能被政治绑架”

意大利新丝路促进会会长弗朗切斯科·马林

焦指出，美国拒不接受第一阶段溯源联合研究报

告的结论，自身还不愿接受病毒溯源调查，尤其是

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调查。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在2019年 7月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临时关闭。在这段时间里，先是在德特里克

堡附近症状与新冠肺炎高度相似的“呼吸系统疾

病暴发”，然后致病原因未知的“电子烟肺炎”感染

病例数增加。

墨西哥企业家和友好城市协会人权与环境主

席伊斯卡洛特·弗洛雷斯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需

正视自己，承担起全球抗疫的应有责任，“为子孙后

代创造更好的健康卫生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应

对疫情，任何国家和任何机构都需要摆脱政治操

弄，超越意识形态，共同携手采取紧急行动，让世界

早日重回正轨。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科菲·库阿库表示，病毒溯源问题已成为

美方用来攻击中国的武器，严重破坏国际抗疫合

作，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病毒溯源非常复杂，需

要长时间的、大量的科学研究。“我们应该做的是

聚焦如何防控疫情、如何汲取经验，避免类似大流

行再次暴发。科学研究发现，在法国、美国北卡罗

来纳州等，都早已发现新冠肺炎病例。我们应该

把重点放在寻找这些病例之间的联系上，而不是

随意指责某个国家。”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伊

布提塞姆认为，美国政客的声音代表不了世界主流

舆论。“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应该本着科学精神，坚

持独立、专业立场，不能被政治绑架。”

“中国是国际抗疫合作名副其实的引领者”

梅拉库强调，疫情往往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

面对的问题，而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应对的挑战。近

期，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声明等多种渠道表明立场，

谴责病毒溯源政治化，强调集中精力抗击疫情。国

际社会的发声不仅是在支持中国，也是对科学家所

进行的公正、无关政治的研究成果的支持。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官方推文中认

为，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是疫情受害者。

中国同样期待病毒溯源工作取得进展，遏制疫情传

播。中国继续支持与各方一道走正确的科学溯源

之路，深化国际抗疫合作。

马林焦认为，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也是难题，

需要时间和国际合作。然而，本应得到国际支持的

科学界承受了地缘政治的压力。他强调，地缘政治

产生的分裂和对抗，只会使卫生健康领域的不平等

状况更加恶化。推动各国政府开展合作，确保公众

健康并为科学研究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帮助科学界

开展溯源并战胜新冠病毒的唯一途径。

伊拉克智库“智慧宫”历史研究院院长海德尔

指出，中国不仅在国内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

果，还在世卫组织等国际公共卫生机制中发挥积

极作用。中国率先向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

家提供抗疫物资援助、培训医务人员、分享科学经

验，特别是今年以来，伊拉克已经收到中国提供的

三批疫苗援助，这体现了伊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

间的深厚情谊。“中国是国际抗疫合作名副其实的

引领者。”

（人民日报北京、开罗、里约热内卢、罗马、约翰

内斯堡、墨西哥城9月 13日电 记者曲颂 黄培昭

景玥 沈小晓 毕梦瀛 韩硕 闫韫明 刘旭霞）

（原载2021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第17版）

“溯源政治化严重破坏全球疫情防控合作大局”
500强企业看吉林

工业汽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的皇冠，是现代工业

的强劲心脏。它是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核心装备，广

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行业等现代工业体系中，

同时能够为大型远洋舰船提供不竭动力之源。正是因为

工业汽轮机的存在，现代工业产能的不断增长，社会经济

的持续腾飞才有了坚如磐石的基础和稳如泰山的保障。

在杭州市上城区，距离钱塘江畔不远处，杭州汽轮国

际大厦巍然矗立，这是一家装备制造业世界级企业。它

所生产的汽轮机、燃气轮机、压缩机等一系列重大装备产

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中占据排头地位，而且凭借其优异的

质量与性能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盛誉。这家诞生于1958

年的老牌国企，经历了60余载风雨，正迈向高质量创新发

展的新征程。

杭州汽轮厂初创时期，汽轮机的核心研发技术掌握

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他们对中国实行全面技术封锁。

在这种极为艰难的研发环境下，老一辈杭州汽轮人排除

万难，刻苦钻研出浙江省第一台汽轮机。“核心技术买不

来、要不来，只有我们自己掌握，才能够站在世界装备制

造领域的最前沿、最高端。”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董事长郑

斌自豪地说。

“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装备制造业，如果

没有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做支撑，

区域发展是缺乏后劲的。”郑斌表示，吉林省拥有扎实的

工业基础，装备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头部地位，特别

是以一汽集团为代表的汽车产业，长期以来为吉林省的

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吉林省有这么好的汽车产业基础，完全可以继续扩

大当地产业配套规模，增加资金投入，不仅要将产业链延

长至上下游，而且要扩展它的宽度，尽可能将其越做越丰

满。”在对我省汽车产业有所建言的同时，郑斌寄语吉林

经济在汽车产业的强有力带动下，继续有所提高、有所突

破，并尝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世纪80年代，刚刚参加工作的郑斌就曾到访吉林

省，白山松水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杭汽轮

与吉林的合作始终没有断过，吉林的石化、化纤等企业中都有我们提供的设备，我们

会考虑扩大与吉林的合作领域，寻找更多合作良机，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充满希

望。”言语间，郑斌流露出对吉林未来发展的信心。

郑斌不仅十分了解吉林的过去，对于我省现如今的相关情况也了如指掌，“我听

闻，近两年吉林营商环境有了较大改观，但还要在招才引才、留住人才上再发力，让改

善营商环境的果实吸引企业、吸引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后，吉林自然会引得大批‘凤

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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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长产业链条，推动三产融合，推广现代
农业科技成果的同时，打造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深挖实践育人功能，扩大传统观光农业
“采摘游+农家乐”的内涵与外延，以“农
业+”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

金秋九月，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装备大路2888号，桃红李

紫、果香四溢的吉林省荣发生态园迎来又一季秋果采摘文化

节。

走进荣发农业观光园，原汁原味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长

长的拱形绿廊挂满一串串泛紫的葡萄，两侧整齐排列的果蔬大

棚里黄桃盈枝，紫茄、黄瓜、辣椒、西红柿等各种应季蔬菜琳琅

满目。特别是见到平日里闻所未闻的罗勒、番杏、明日叶、人参

菜等，游客不时发出惊赞声。

荣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亚鹃告诉记者，公司

从2010年开始运行，始终坚持做绿色生态农业。目前，有土地

40万平方米，先后投入了1.2亿元，建设了70栋温室大棚、4栋

钢结构阳光板温室、1栋产品展示中心、1栋儿童科普活动中心，

以及4200平方米的室外草坪娱乐场、成人高空拓展场地等基础

设施等。

在孙亚鹃的引导下，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荣发10年创业，始

终坚守初心的绿色生态之旅。

一年四季有花 春夏秋冬有果

生态农业以其产品的原生态和无公害备受青睐。如何真

正做到生态有机？对此，孙亚鹃说：“所有水果和蔬菜，我们都

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用的都是农家肥、有机肥，不打农药。

首先是土壤的改良，按照科学配比加入稻壳、豆饼、骨粉来增加

土壤的通透力，并且下足底肥保证土壤的营养。同时，放入蜂

箱，进行蜜蜂授粉，坚决不用催熟剂、膨大剂、着色剂等化学制

剂，为了防止虫害在棚区内加入杀虫灯、粘虫板、二氧化碳等驱

虫措施。园区有草莓、桃、葡萄、樱桃、苹果、大枣等各类有机水

果10多种，有机蔬菜70多种，全部获得了有机认证，保证大家

吃的都是绿色食品。”

在很多东北人的印象中，

每到冬季，生态园都是门前冷

落，经营也随之走进“冬天”。

“为了把生态园做好，我

们到全国各地考察学习，和吉

林农大合作，不断引进和培育

新品种，同时增加冬季取暖设施，现在真正做到了了一年四季

有花、春夏秋冬有果，实现了四季运营。”孙亚鹃说：“园区每个

季节都有特色活动，如12月-2月的年货大集活动、1月草莓采

摘文化节、4月风筝文化节、6月儿童涂鸦节、9月黄桃采摘文化

节、10月秋收节等，特别受欢迎。”

来到四季采摘区的儿童教育活动中心，恰巧遇到游客王女

士带女儿来游玩。她告诉记者说：“让孩子接触接触大自然，认

识一下各种蔬菜和小动物，孩子觉得很新鲜，特别感兴趣。”

采摘体验区、农耕博物馆、科普探索馆、雨林餐厅、草坪广

场、芦塘喊泉……一路走走看看，不时遇到三三两两的游客或

驻足观赏，或取景拍照，不知不觉1个小时已过，

身上微汗略感疲惫。走进造型别致的集装箱别

墅中小憩，吃几颗刚刚摘下的李子、葡萄，喝一杯

新摘的薄荷甜叶菊泡茶，顿感清凉惬意。餐饮部总经理高子淇

微笑着说：“你们走了仅仅是园区的一小部分，要想玩好、玩全

至少也得一小天时间。这里平时旅客不算多，但一到节假日，

每天都有1000多人。”

认知自然寓教于乐 体验农耕畅享田园

迷迭香皂是怎么做出来的？一粒种子是怎样长成蔬菜

的？新鲜灵芝长的什么样？菌棒拿到家，如何培养出心爱的

小蘑菇……来到荣发生态园，人们发现在这里不仅可以尝美

食、赏美景、做游戏，还长了不少见识，吸引了不少年轻父母带

着孩子来游玩。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居民对乡村游的需求已不再是简单的吃吃农家饭、游游

乡村景。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需求中，荣发不断创新，转型升

级，大力开发风情民俗、文化体验、主题研学等产品和项目，深

入挖掘育人功能，走出一条设施农业、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

业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这方面，我们没少下功夫。乡村游要有乡土气息，但不

能太‘土’，要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所体验，有所认知和感

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荣发生态园陆续开发了亲子娱乐

区、农夫体验区、农耕历史展示区、农耕源流展示区、农作物认

知区、农科奥秘区、自助烹饪区等功能分区，同步建设了亲子体

验馆、农耕博物馆、科普探索馆、田园休闲馆，草莓博物馆、蘑菇

博物馆、番茄博物馆、葡萄博物馆、软枣猕猴桃博物馆、神农尝

百草等多种植物博物馆，以及小动物乐园、亲子阅读区、石磨豆

浆体验区、捉泥鳅区、小农夫体验区、手工DIY制作等各种亲子

娱乐休闲区域。室外还建有生态长廊、中草药种植区、秋收体

验区、五谷园、生态长廊、风铃时光隧道、植物迷宫、动漫世界和

集装箱别墅、农家别院、自助烤吧等景观和休闲场所。

园区先后推出的一系列活动深受市民好评，尤其是在未成

年人教育方面，根据不同年级不同需求精心设计适合的课程。

针对少年儿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现状，推出的“农场小当

家”儿童实践教育等活动，让孩子辨识五谷、彩豆作画、认知有

机果蔬等，在寓教于乐的游戏活动中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

今年，园区又新增了迷迭香手工皂、丝网印刷等活动内容，

在儿童生态美育、军训国防教育、学工学农教育、素质拓展训

练、科学知识普及、体验自然教育、爱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非

遗文化传承等方面，实现了现代生态农业与实践育人活动融合

发展，全年接待幼儿园、中小学生校外实践活动上万人。

在手工DIY制作室，大大的百宝格里放着的迷迭香、甜叶

菊、艾叶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市民郝先生手捏一撮迷迭香叶

放在鼻前仔细闻了闻笑着说：“这东西以前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一定找机会领孩子来作块香皂体验一下。”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带动农民创业创富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示范企业》《全国巾帼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全国农村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全国巾

帼示范农家乐》《吉林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农业产业化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吉林省儿童教育实践基地》《吉林省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吉林省科普教育基地》……在荣发农业

观光园入口，整齐排列的10块牌匾格外醒目，在令人叹服的同

时，也印证着农发根植现代农业领域的不俗成果和社会各界的

认可度。

“其实，我们还有全国3A级旅游企业、‘吉林网姐’创业见习

基地、吉林省亲子阅读示范基地等一些牌子没有挂。”孙亚鹃

说：“这些年企业的发展没少得到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大力支

持，也取得了一些社会荣誉，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感到责任很重

大，企业发展不能忘本，更要关心社会效益。”

几年来，荣发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发

展生态种植和养殖、有机食品加工、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配送服

务，带动周边区域形成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立体化、全方位产

业聚集区。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技术、病

虫害防治等项服务，带动引领周边农村合作社及农民参与合作

生产。发挥公司经营运作优势，对农户做到“四保证”即保证种

苗、保证技术、保证销路、保证融资，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为了帮助更多农民增产增收，公司以自己的种植基地做样板，

带动周边农户，并以高于市场价订单收购农户种植的产品，保

证了他们的产品销售。

近几年来，企业共吸引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种养殖管理等

各类人才120余人，解决了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2020年疫情期间，公司全力以赴保证菜品有序生产，保质

保量供应，并利用自有冷库为宽城区储备充足的菜品和食物。

疫情期间，配合省妇联和省文联为援鄂医生家庭配送新鲜蔬菜

和新鲜水果，保证了援鄂医生家庭的食品供应。

远游绿水青山，近享郊野田园。10年深耕生态农业，荣发

生态园走出一条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新路，成为乡村振

兴的样板，美丽乡村的缩影。

别样宽城别样宽城，，乡野耕出好风景乡野耕出好风景
——到长春市宽城区看荣发生态园到长春市宽城区看荣发生态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英王英

引 言：

久居都市的人都有一个田园梦。他们渴望在日复一日

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能够亲近自然，放空心灵，到田园里寻

找诗和远方，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与恬淡。

正是缘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近年来，以

生态休闲为主题的乡村游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方兴未

艾。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随着各

级政府加快建设美丽乡村计划的深入实施，生态观光农业发

展步入政府规划统筹推进、规模化发展、特色化经营的快车

道，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其中，越来越多的绿色郊

野，迅速成为城市经济文旅板块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在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就有这样一片40公顷的土地，

10年时间，两代人交替，将这里打造成集种植、观光、休闲、旅

游、教育、商业、生产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公园，成为

宽城区、长春市乃至吉林省乡村振兴的典型。

荣发生态园，作为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省

妇联乡村振兴巾帼实训基地，省委书记景俊海鼓励企业“坚

持发展生态旅游和观光农业，综合用好电商直播、网红带货

等新模式，更好服务妇女群众创业创新创富。”

作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示范企业，园区年

接待客户达20万人次；作为吉林省科普教育示范基地，每年

儿童科普教育6万余人次……

以兰家镇为依托，以荣发生态农业为龙头，以“积小改变

大美，积跬步至千里，让农村干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为目

标，长春市宽城区在通过农村人居环境小切口，推动乡村振

兴大战略的进程中，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推动乡村游从

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拉动消费，扮美乡村、致富乡亲，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10年深耕绿色生态农业，尽管投入成本
大、生产周期长、利润相对薄，但仍初心不
改，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