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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罗毕6月5日电 （记者
王小鹏）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主
题是“塑战速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海洋处项目官员海迪·萨韦利·索德伯
格当天在肯尼亚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中国是联合国人口最多
的会员国，可在抗击塑料污染议程方
面担当引领者角色。

索德伯格说，她很高兴看到上个

月中国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提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抗
击污染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希望更
多国家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行动。

她说，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塑料污染
问题极为严重，未来10年塑料产量预
计还会继续增加，人类必须迅速行动并
抓住一切机会扭转目前的局面。

世界环境日网站日前发布的声明

显示：全球每年使用5000亿个塑料袋；
每年至少有8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相
当于每分钟就有一整辆卡车的垃圾倾
泻入海；我们在过去10年中生产的塑
料比整个二十世纪还多；全球每1分钟
就会售出约100万个塑料瓶；在我们产
生的所有废物中，塑料占10％。

索德伯格表示，塑料污染严重破坏
人类的居住环境。难降解的大量塑料正

在杀死海洋和陆地上的动物，也正在影
响海岸线附近不计其数的社区。这些社
区因塑料污染而蒙受经济损失，人类健
康也因这些塑料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索德伯格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
将抗击塑料污染当作一项重要政治议
程。在治理塑料污染方面，必须从源
头抓起，如在立法层面限制一次性塑
料产品的生产和过度使用。

联合国环境署官员说中国可当抗击塑料污染引领者

□新华社记者 周舟

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塑战速决”，呼吁全球关注一次性塑料
污染。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各国研究人员在呼吁提高公民环保意
识的同时，也试图运用技术手段减少污染，提出“替代一批”“消耗一
批”“转化一批”的技术路线。

纤维素替代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廉价的可降解

生物材料，可用于替代包装中常用的塑料涂层。
研究人员介绍，这种材料源自木材或棉花中的纤维素浆以及从

节肢和甲壳动物外骨骼中获得的壳聚糖。这两种生物材料能够非
常坚固持久地结合，由此生产的涂层材料既防水又防油，有望用于
替代美国每年百万吨级的食品包装用塑料。

英国巴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也盯上了纤维素，他们利用废纸中的
纤维素制造了直径不足0.5毫米的小球以替代塑料微珠，后者广泛
用于洗涤用品和化妆品中，但由于难以过滤回收而大量流入海洋，
造成污染。

据介绍，这种用纤维素制造的微珠在洗涤剂中状态稳定，可迅
速降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把塑料“吃掉”
塑料消费量巨大，仅靠替代很难解决全部问题。因此，设法降

解塑料也是重要的技术研究方向。
日本科学家先前发现了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可产生能降解塑料

制品主要原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的酶。在此基础上，
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所和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团队又意
外发现了一种降解塑料能力更强的酶。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借助这
种方法“消化”更多塑料制品。

同样思路也启发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及其西班牙同
行。他们发现一种叫作“大蜡螟”的虫子能以常见的聚乙烯塑料为
食。实验显示，将大约一百只“大蜡螟”幼虫放在普通超市用塑料袋
中12小时后，塑料袋被吃掉92毫克。

研究人员计划利用这一发现找到解决塑料垃圾问题的新方法。
转化再利用
转化利用是处理塑料垃圾的又一思路，相关技术也在不断向前

推进。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

分校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在降解聚乙烯废塑料方面取得突破。新
开发的交叉烷烃复分解催化策略可降低传统降解方法的反应温度，
且降解产物还可用于生产清洁柴油。

美国化学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利用椰子油和微波，将汽车上的聚碳
酸酯和聚氨酯等塑料制品回收用于制造绝缘泡沫，后者在高温下性质稳定，可用作
建筑行业的绝缘材料。

在将塑料降解技术应用到商业实践方面，两名来自加拿大的华人女孩汪郁雯和
姚佳韵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她们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创办了专注于塑料回收的
科技公司。公司使用的创新技术可在3小时内将塑料袋转化为其他塑料产品的原
材料，转化率可达70％。

汪郁雯说，塑料流入海洋或被填埋是其最糟糕的归宿，她的梦想是将塑料做成
全新的夹克衫和跑鞋。 （新华社华盛顿6月4日电）

应
对
塑
料
污
染
的
﹃
技
术
流
﹄

□新华社记者 刘曲

今年6月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实施10周年。近年来，中国在
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知识产权领
域取得了巨大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专家认为，中国是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的典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
示，2017年中国已成为《专利合作条
约》（PCT）框架下国际专利申请的第二
大来源国，仅排在美国之后。中国是
唯一申请量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
家，自2003年以来每年增长率都高于
10％。报告预测，以目前发展趋势，中
国有望3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国际专利
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经济正在向知
识经济转型，相关领域近年来取得了

巨大发展。高锐说：“中国知识产权体
系的快速发展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尤
其是公司和大学日益成熟的知识产权
管理能力，以及支持知识产权的现代
法律基础。”

高锐还指出，来自中国的商标申
请同样在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和管理
体系下增长最快。“2017年，中国成为
马德里体系的第三大用户。建立品牌
声誉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站稳
脚跟非常重要，消费者重视尖端技术，
但也重视质量、可靠性和品牌形象，而
商标能帮助企业努力赢得消费者的信
任。”

此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太局
局长安德鲁·迈克尔·翁应邀访华时也
表示，中国从上到下全面一致贯彻知
识产权的国家政策。过去的10年中，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
常了不起。

今年3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应邀
派出高级专家团正式访华，主要就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10年
国际评估工作进行交流研讨，并形成
国际评估意见。其间，翁表示，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帮
助发展中国家来制定知识产权政策，
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中国是可以
学习的榜样。

“在协助东盟国家制定知识产权
战略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中国作为榜
样，”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前局长廖媛然
访问上海时说，“我们鼓励这些国家的
知识产权局到中国、到上海来学习，来
看一看他们怎么进行知识产权成果应
用的转化。”

2008年我国颁布实施《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知识产权战略从此上
升到国家战略进行统筹推进。来自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
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35.6万件，每万人
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8件。国家知
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胡文辉表示，中

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
与此同时，中国专利质量显著提

升。胡文辉表示，通过实施专利质量
提升工程，大力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
中国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高铁、核
能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

但与国外相比，中国部分领域专
利布局仍存在差距。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划分的35个技术领域中，从维持
10年以上的发明专利拥有量来看，国
内在29个技术领域中数量少于国外。

高锐指出，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
多走出国门、开展海外业务，知识产权
的外向性很可能成为未来许多中国企
业的重要话题。他说：“随着越来越多
的中国公司在尖端技术、设计、品牌声
誉等方面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他们肯
定需要更多地依赖其他国家的知识产
权保护，这意味着需要更熟悉和适应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新华社日内瓦6月4日电）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行动10年硕果累累

中国海军第二十八批护航编队访问加纳
6月4日，在加纳特马港，中方人员迎接中国海军第二十八批护航编队军舰。由导弹护卫舰盐城舰、潍坊舰和综合补给舰太

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二十八批护航编队4日抵达特马港，开始对加纳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新华社记者 石松 摄

希腊致力于海运业基础设施升级
6月 4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右一）在波塞冬海事展开幕式上参观中国展位。两年一度的波塞冬国际

海事展览会 4 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开幕。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希腊正致力于投资海运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升级，大力支持海
运业发展。 新华社发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6月5日电
由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与罗马尼
亚欧洲思想出版社共同设立的中
国主题图书编辑部4日在罗首都布
加勒斯特举行挂牌成立仪式。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和
教育参赞、汉学家阿德里安·卢佩亚
努将出任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协副
主席、著名作家张炜和现任罗马尼
亚北京文化中心主任康斯坦丁·卢
佩亚努将受聘为编辑部特邀顾问。

据山东教育出版社介绍，设立
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旨在推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优
秀文化及当代中国的了解，推进中
国图书在罗马尼亚的本土化、品牌
化运作。这一创新举措将有助于扩
大中国主题图书在罗马尼亚的影响
力，让世界认识真实、全面、立体的
中国；也有助于将罗马尼亚优秀的
文学、文化作品引进中国，为实现中
罗两国文化的双向交流搭建桥梁。

当天，该编辑部运作的首批项
目——著名作家张炜的《九月寓
言》《归旅记》罗文版新书发布会在
挂牌仪式后举行。

中国主题图书
编辑部在

罗马尼亚挂牌成立

新华社巴黎6月5日电 法国华文
报纸《欧洲时报》5日发表评论称，针对

“欧美贸易战”，欧盟应该“抛弃幻想，团
结应对，重建规则”。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不再延长对欧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关税豁免期限。
美国将从6月1日开始对这三个经济体
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
税。美国这一决定引发了欧盟各界强烈
不满与批评，欧美贸易矛盾再次升级。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方决定表示
抗议，称这是错误的、不合法的决定。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升针对欧盟
产品的关税不仅是无理的，而且让自认
为是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感到屈辱。

欧盟表示，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保
护行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欧美贸

易谈判的大门因这一单边主义的决定
而关闭，欧盟将作出有力回应。

评论认为，欧盟的经济实力与美国
不相上下，只有不断推动、加强欧洲建
设，才能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以统一、
坚定的立场与之谈判，拒绝无理要求，
维护自身利益，让国际规则真正发挥作
用。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的反应相当
明确：欧盟应以统一、坚定的立场反击
美国。

评论最后说，事实上，欧盟有值得
自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欧洲建设
虽有不少坎坷，但和平的大方向有益于
绝大多数人。屈服于无理的外部强权、
在其压力下分崩离析，违背历史的潮流
和欧洲人民的利益。毫无疑问，加强欧
盟自身的团结，重建国际秩序，既是欧
洲人的责任，也符合欧洲人的利益。

《欧洲时报》：欧盟应团结应对
美国单边主义

新华社伦敦6月 5日电 （记
者 温希强）英国财政部4日公布，
英国政府已同意苏格兰皇家银行
7.7％的股份出售计划。

负责管理这些股份的英国政府
投资公司5日称，向机构投资者的
股份配售已完成，配售价为每股
2.71英镑（1英镑约合1.33美元）。

英国政府本次减持了9.25亿股苏
格兰皇家银行股份，减持结束后，英国
政府持股占比从70.1％降至62.4％。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英国政
府为拯救苏格兰皇家银行共投入了
约450亿英镑的财政援助，拥有其
84亿股股份。以伦敦股市 4日收
盘价计，英国政府这项投入仍处于
亏损状态。英国政府表示，将于
2023年前减持价值 150亿英镑左
右的苏格兰皇家银行股份。

5月初，苏格兰皇家银行与美
国监管部门达成和解协议，同意为
其在金融危机前不当出售住宅抵押
贷款支持证券的行为支付49亿美
元罚款。此举可将苏格兰皇家银行
的问题资产转变为健康资产，从而
为英国政府减持股份铺平了道路。

市场分析师认为，尽管处于亏
损状态，英国政府此项股票出售对
私人投资者来说仍是好消息，减持
可能会在短期内给股价带来下行压
力，但长期看此举是苏格兰皇家银
行重回市场的重要一步。

英国政府宣布
减持苏格兰皇家
银行7.7％股份

新华社莫斯科6月4日电 （记者
安晓萌）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签署法律
文件，反制美国等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措施。

俄罗斯法律信息官方网站4日发布
普京当天签署的这份法律文件。文件
名为《关于影响（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
不友好行为的措施的法律》。该文件5
月 22 日获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
过，5月30日获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
院）批准。

文件中说，出台这一法律旨在保护
俄罗斯的利益、安全、主权、领土完整以
及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免受美国等国不
友好举动的侵害，反制措施适用于美国

及其他任何对俄罗斯、俄公民和法人采
取不友好措施的国家，以及参与到对俄
制裁中的受这些国家管辖、直接或间接
受它们控制的机构、法人和公民。

反制措施的形式包括终止或暂停
与不友好国家或机构的国际合作，禁止
或限制与不友好国家或机构进行产品
和原料进出口贸易，禁止或限制受这些
国家管辖或控制的机构参与俄政府采
购项目和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等。

根据这项法律，俄罗斯政府可以出
台各种相应反制措施。新法律自签署
之日起生效。

美方先前对俄罗斯多个个人和实
体实施制裁，导致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普京签署针对美国等国的反制裁法

新华社内罗毕6月5日电 （记者
王小鹏）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5日撰写文
章，呼吁每个消费者在消费时拒绝使用
一次性塑料制品。

这篇文章题为《便捷之下危机四
伏——战胜塑料污染为什么必须成为
全球首要任务》。索尔海姆在给媒体的
这篇文章中呼吁每一个塑料制造商为
其产品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承担起责任，
并在源头促成变革，直接对可循环利用
的塑料制品的研发进行投资。他还呼
吁每一个国家政府通过立法行动，制定
行为准则，以限制生产和阻止使用不必
要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文章说，战胜塑料污染将保护珍贵
的生态系统，减缓气候变暖，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便捷之下危机四
伏，“塑战速决”是今天必须进行的一场
战争，也是实现今后可持续发展必要的
一部分。

文章说，塑料带来的好处是不可否
认的。它便宜、重量轻、耐用、易于制
造，其用途不胜枚举，但同时也带来了
不负责任地生产、过度消费和浪费三者
之间的恶性循环。

文章最后说，避免塑料污染造成最
严重的后果，不仅仅需要提升人们的意
识，更重要的是变革。公民既要负责任
消费，也要做到知情消费，购买可循环
利用的商品，并在生活中养成合理的消
费习惯。消费者不能仅仅扮演参与者
的角色，他们也应该成为推动供货商和
零售商行为变化的驱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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