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一：团结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
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习近平主席在致
辞中强调。

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发挥世卫组织
领导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加强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
强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围绕加强疫
情防控提出六项建议。专家认为，这六
条建议既指出紧迫问题，又兼顾长远考
虑，是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团结合
作”是贯穿始终的灵魂。

“团结合作，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
现实的呼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
研究所所长陈须隆说，习近平主席在致
辞中讲历史、讲现实、讲未来，深刻指出

“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指明
“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体现
出中国在这次全球战“疫”中的正确历史

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致辞传递的一条鲜明信息是：我们

不应只重视本国的利益，而且要重视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陈须隆说。

在致辞中，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世
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支持世卫组织就
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
多次提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强调“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
争重中之重”。专家认为，这体现出中国
一贯的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的外交政策。

“这是一场攸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
界发展繁荣的斗争。”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说，“全力
协作搞好疫情防控，是关乎人类根本利
益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二：担当

“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
责。”习近平主席指出。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再次介绍了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合
作抗疫的实际行动——中方始终本着
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
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
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
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
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
支持和帮助。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在世界卫生大
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发出的正本
清源的信息。”陈须隆说。

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习近平主席
郑重宣布五项举措。

“这些举措针对的都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全球抗疫的重点和难点，体现
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对
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说。
参与了一线抗疫的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
赵列宾认为，以疫苗研发为例，许多发
展中国家不具备研发所需的强大人力
财力物力支撑，中国提出把新冠疫苗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彰显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各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三：科学

“科学”是习近平主席致辞中的另一
个高频词。

在讲到全力搞好疫情防控时，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民为
本、生命至上，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
要物资，在防护、隔离、检测、救治、追
踪等重要领域采取有力举措，尽快遏
制疫情在全球蔓延态势，尽力阻止疫
情跨境传播。

专家表示，这反映了中国开展科学
防控的成功有效经验，对各国搞好疫情
防控、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具有重要启发
和借鉴意义。

“在这场疫情防控斗争中，构筑科
学、严密的防控体系与机制至关重
要。”王辰表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运用综合国力，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开展了全方位的
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攻坚
战、资源调配战。我们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
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
疫病预防与救治，最大程度提高了检
测率、治愈率，最大程度降低了感染
率、病亡率。

针对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些热点和
关键问题，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明确
表示：“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展病
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

“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
验，弥补不足”，强调“这项工作需要
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
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刘远立说，过去30年地球上基本上
每年都会有一个新发传染病出现，人类
面临新发传染病挑战的间隔期越来越
短。尽管不一定每一种新发传染病都
是烈性传染病，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应
做到常备不懈。习近平主席的建议，体
现了积极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的大国
担当和科学精神。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类终将
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高飞
说，厘清疫病发展脉络、从疫情中吸取
经验教训，对人类社会今后应对重大
传染性疾病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杨依
军 郑明达 朱超 田晓航 王琳琳）

团结·担当·科学
——习近平主席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致辞传递关键信息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时刻，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于北京时间18日晚开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
卫生健康、国际关系等领域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世卫大会备受全球瞩目，国际社会都很关注习近平主席的致辞。习近平主席直面全球抗疫的一系列紧迫和长远问题，从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度，提出六项建议、宣布五大举措，每一条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战胜疫情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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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先生，
各位代表：

首先，我认为，在人类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关键时刻举行这次世卫大会，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现在已波及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 70 多亿人口，夺
走了30余万人的宝贵生命。在此，我谨
向不幸罹难者表示哀悼！向他们的家属
表示慰问！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
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
族。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国
际社会没有退缩，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
望相助、风雨同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
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力。

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维护了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方始终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
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
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
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
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

主席先生！
现在，疫情还在蔓延，防控仍需努

力。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全力搞好疫情防控。这是当

务之急。我们要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
上，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在防
护、隔离、检测、救治、追踪等重要领域采
取有力举措，尽快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
态势，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要加强
信息分享，交流有益经验和做法，开展检
测方法、临床救治、疫苗药物研发国际合

作，并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展病毒
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

第二，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在
谭德塞总干事带领下，世卫组织为领导
和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赞赏。当前，国际抗
疫正处于关键阶段，支持世卫组织就是
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中
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
持和资金投入，调动全球资源，打赢疫情
阻击战。

第三，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
弱，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
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向非洲国家提供更
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中国已向 50
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
助物资，专门派出了 5 个医疗专家组。
在过去70年中，中国派往非洲的医疗队

为两亿多人次非洲人民提供了医疗服
务。目前，常驻非洲的46支中国医疗队
正在投入当地的抗疫行动。

第四，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
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要针
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
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
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中国支持在全
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
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项
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世卫组
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第五，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有条件
的国家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建议，有序开展复
工复产复学。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尽力恢复世界经济。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人类是命运

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
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埃博
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
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
的人间正道。

主席先生！
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我宣布：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 20 亿美
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
社会恢复发展。

——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
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
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

关绿色通道。
——中国将建立 30 个中非对口医

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
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
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
出中国贡献。

——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
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
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帮助
其克服当前困难。

我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
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
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2020年5月18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5月17日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
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对各国优秀青
年来华学习深造表示欢迎，鼓励他们
多同中国青年交流，同世界各国青年
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到中

国留学以来，既学到了丰富知识，也结
识了不少中国朋友，我为你们取得的成
绩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正如你们所感受到

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和
学校始终关心在华外国留学生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为大家提供了全方位的
帮助。生命至上，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
华外国人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
视同仁予以关心和爱护。

习近平表示，我了解到，在抗击疫
情期间，很多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为中
国人民加油鼓劲。患难见真情。中国
将继续为所有在华外国留学生提供各
种帮助。中国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
学习深造，也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多

向世界讲讲你们所看到的中国，多同中
国青年交流，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携
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

北京科技大学现有巴基斯坦留学
生52人，其中49人为博士、硕士研究

生。近日，他们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
述了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和感受，对学
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给予的关心
帮助表示感谢，表达了学成后投身“一
带一路”建设、为增进中巴友谊作贡献
的愿望。

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上接A01版
第五，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有条

件的国家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建议，
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复学。要加强国
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复世界
经济。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人类是命运
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
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埃博
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
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
的人间正道。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
生事业尽责。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我
宣布：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
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
社会恢复发展。

——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

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
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
关绿色通道。

——中国将建立 30 个中非对口
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
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
能力。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
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
出中国贡献。

——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
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
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帮助
其克服当前困难。

习近平最后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
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
致辞中均表示，支持多边主义，支持世卫
组织作用，支持加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的协调与合作。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北京时
间5月18日晚，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
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开
幕式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接受
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中国日报社采访，介绍有关情况。

马朝旭表示，这次世界卫生大会是
在非常之时和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召开
的。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十分
复杂严峻，疫情仍在全世界暴发蔓延，
如何应对这场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
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
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
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习近平主席应邀
在世卫大会开幕式上致辞，从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度，深刻阐
述中国抗疫主张，提出一系列重要倡
议，对于提振全球抗疫信心，推进国际
抗疫合作，擘画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一是分享防控经验。习主席强调，
全力搞好疫情防控是当务之急，要坚
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尽快遏制疫情
在全球蔓延态势，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

播。要加强信息分享，交流有益经验和
做法，开展检测方法、临床救治、疫苗
药物研发国际合作，并继续支持各国
科学家们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
全球科学研究。有条件的国家要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遵照世
卫组织专业建议，有序开展复工复产
复学。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尽力恢复世界经济。这些建议既是对
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又契合当前各
国抗疫斗争实际，对各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二是凝聚国际合力。习主席强调，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筑牢
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呼吁国
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技
术、人力支持。要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
用，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
作、支持挽救生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
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资金投入。这
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高度重视以
及对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有

利于凝聚国际社会团结协作的合力，调
动全球资源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三是展现责任担当。习主席宣布
了中国进一步支持全球抗疫合作的五
大举措。习主席表示，中国将在两年内
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
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
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同联合国合
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
枢纽，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
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建立30个中非对
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
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中
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
贡献；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
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并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
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帮
助其克服当前困难。这些举措实实在
在，针对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
抗疫的重点和难点，彰显中国始终秉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
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国担当。

四是指明合作方向。新冠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影响深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启示。习主席强调，人类终将战胜疫情，
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
会是最后一次。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
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
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
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
中心。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
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由世卫
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总结经
验，弥补不足。这些主张高屋建瓴，着眼
长远，为国际社会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完
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马朝旭说，谭德塞总干事邀请习近平
主席在世卫大会开幕式致辞，体现了国
际社会对中国疫情防控成就的高度认
可，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的重要
作用。习主席致辞得到与会各方积极呼
应和高度评价。我们将以习主席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引，推动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战
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习近平主席
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