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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作为一切都改变了的一年
而被人们铭记”，回望即将过去的2020
年，有着170多年历史的英国《经济学
人》周刊写下这样的话。

这一年，无数个体遭遇生命和生计
的变故，众多国家经历发展和治理的考
验，全球合作面临重大挑战，国际格局加
快调整脚步。与此同时，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生产模式、新的理念主张正改变着
世界的面貌，创造着机遇，带来了希望。

这一年，是世界危中寻机的一年，也
是中国迎难向前的一年。以元首外交为
引领，以团结抗疫为主线，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
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人类谋健康，
为世界谋稳定，在危机时刻、巨变之年，
彰显大国担当、大国风范、大国智慧。

“中国持续证明自己是患难时刻的
真朋友”“我们将坚定与中国这样重要而
负责任的国际伙伴继续合作”“过去一
年，中国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这是
2020年中国元首外交的世界回响，更是
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一中
国角色的信任与赞誉。

率先示范、
以身作则的大国担当：

“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3日，巴西
圣保罗州政府和布坦坦研究所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疫苗具
备有效性。布坦坦研究所所长迪马斯·
科瓦斯兴奋地说：“对巴西科学界来说，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也是为巴西民众带
来希望的一天。”

全球疫情持续严峻，新冠疫苗成为
希望之光。2020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
上郑重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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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而有信、说到做到。2020年 10
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
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埃塞俄比亚外交官葛乃天感言：

“作为疫苗研发的领先大国，中国加入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作出承诺，
对非洲和世界至关重要。”

“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
器，全力挽救生命是当务之急”——这是

中国在全球战“疫”中一以贯之的行动逻
辑。发起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
人道行动，开展最大规模的“云上”抗疫
交流活动，承担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
国的责任，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中缓债
金额最大的国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
挥关键领导作用……面对史无前例的新
冠疫情，中国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展
现大国作为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密集开
展“电话外交”“书信外交”，先后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亲
自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为全球
战“疫”凝聚强大合力。南非独立在线新
闻网站评论称：“中国正在向我们展示

‘人道待人’的真正含义，并表明自己是
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单
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搅局，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不断扩
大，人们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
追问从未如此强烈。面对世界之变、时
代之问，中国主动应变，深刻作答，为全
球摆脱当前危机提供思路，为重塑后疫
情时代的世界指明方向。

这是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时间”——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时间节点，习近平
主席再次登上这一最重要多边舞台，就
后疫情时代人类将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将为世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等时代命题，全
面阐述中国主张。

这是成果丰硕的“多边外交月”——
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
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从亚太经合组
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2020年11月，习近平
主席连续出席四场重量级多边“云峰
会”，就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关键问题，
密集提出中国方案。在中国积极推动和
与会各方共同努力下，上合组织成员国
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等6份声明，金砖国家制订了《金砖国
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APE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组
织布特拉加亚愿景》。

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吸引全世
界目光。在这场纪念《巴黎协定》达成5
周年的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到
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
左右”等一系列提高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的最新举措，对《巴黎协定》框架下的
2030年目标进行了全面更新和提高，明
确了中国落实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
峰目标的路线图。这一“绿色宣言”，再
次证明“中国正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斗争的先驱”。

率先示范、以身作则、主动作为，
2020年，中国担当给世界留下深刻印
象。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说，在
应对疫情、气候变暖等一系列全球挑战
方面，中国树立了“积极榜样”，期待中国
继续为世界“提供领导力”。

共谋发展、
共享红利的大国风范：
“为各国共享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成果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巨轮将锚定怎样的航向，中国
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随着东
方力量在世界舞台的壮大，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具有牵动各国发展、关乎世界未
来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开展双边交往，还是出席多
边活动，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外交场合主
动回应外界关切，系统宣介中国发展新
政策、新理念，全面阐释中国发展与世界
发展的内在关系。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起点
上推进改革开放，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
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这决不是封闭的
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
循环”“我们将不断提高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

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坦诚的话语、形象的阐释，
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深化改革
开放的信心，进一步激发了世界各国与
中国开展互利合作的热情。

这一年，世界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开
放加速度的磁石效应。从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持续“瘦身”，到自由贸易试验
区再度扩容，再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
实施方案发布实施……尽管外部环境逆
风逆水，中国开放的大门却越开越大。

“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
过22万亿美元”“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
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愿同更多国家商签
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开放新
前景、新宣示鼓舞世界。彭博新闻社报
道称，国际投资巨头纷纷看好中国巨大
机遇，制定来华发展专门战略。

这一年，世界进一步见证了中国合
作大手笔的榜样力量。服贸会、进博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人气满满，亚投行“朋
友圈”继续扩大，“一带一路”建设逆势前
行……在全球经济的至暗时刻，中国盛
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为世界带来暖色
与生机。结合疫情形势，习近平主席进
一步提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
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法
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感慨，
当一些国家走上自我封闭的道路，中国
与世界各国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
面。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关系学者谢尔
盖·卢科宁高度评价中国推进国际合作
的努力：“中国树立的榜样将推动其他国
家保持开放。”

这一年，世界进一步体悟到中国新
发展理念的启迪意义。脱贫攻坚任务如
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举
世瞩目的中国发展奇迹不断激发世界探
寻中国发展经验的热忱。从脱贫减贫，
到创新增长，再到绿色发展……中国作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引领者、推动者
的角色进一步凸显。面向世界，习近平
主席强调，各方要利用好疫情催生的新
业态、新模式，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入

和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合作，释放数字经
济潜力。这一中国主张作为二十国集团
共识首次写入领导人宣言。

“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
有改变。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风
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扩大对
外开放。”这是复兴中国的时代视野，也
是振兴世界的合作宣言。

聚同化异、
和合共生的大国智慧：
“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2020年12月9日晚，新华社以千余
字的长篇幅播发了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
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新闻稿。这是疫情发
生以来中法两国元首第五次通话。

两位领导人就下阶段双多边合作
进行了讨论，并达成8项重要共识。这
场成果丰富的“电话外交”再次印证了
习近平主席讲的一句话：“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可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
发展。”

聚同化异、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的
精神气质，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优秀传
统。迈入大变局的时代，面对政治病毒
对合作的破坏、认同政治对团结的侵蚀，
中国在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同
时，坚守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广交朋
友，广结善缘，倡导不同国家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
共生。

这样的交往故事让中国与世界情谊
更浓。在内比都瑞山茵宾馆，习近平
主席向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赠送记录
她母亲“中国情缘”的珍贵老照片；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郑
重佩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苏
联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前夕，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向他和俄罗斯
人民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在中老两党
两国重要关键时期，同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再次通话，就
治国理政深度交流……

这样的合作成果让中国与世界利益
更融。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
中国等5个对话伙伴国正式签署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世界最大自贸区
就此诞生。9月14日，在中德欧领导人

“云会晤”中，中欧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并决定共同打造绿色合作
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与欧盟，
一位近邻，一位远朋，2020年中国分别
成为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合作共赢、
合作共担、合作共治，面对治理赤字、信
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的挑战，中
国方案成为世界难题的破解之道。

和合共生，命运与共。2020年，这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彰显时代价
值的一年，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的一年。

从2015年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
论上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五位
一体”的总体路径，到2017年在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建设

“五个世界”的总体布局，再到2020年
在第75届联大会议上结合国际社会对
疫情的反思提出重要的“四点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体系不断
丰富完善。

从首次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上合组织四个“共同体”，到全面阐述开
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
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从与越来越多的友
好伙伴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到进一步
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
阿、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世界共建命
运共同体之路越来越坚实宽阔。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对习近平主席
说，印尼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维护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48家集团俱乐
部主席斯蒂芬·佩里指出，面对人类未知
挑战，各国尤其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进行应对。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
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真诚呼吁：“让我们团
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

这就是大国的样子。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郝

薇薇）

“大国的样子”
——2020年中国元首外交的世界回响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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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安宁医院

琼海市中医院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海南省地质医院

琼海市妇幼保健院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三亚惠康儿童康复中心

海口美兰区天翼特教培训中心

陵水明天综合康复门诊部

海口市美兰区金色儿童智障(孤独症)
康复训练中心

海口雨润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

文昌市三类残疾儿童康复培训中心

海口市琼山区星言特殊教育中心

三亚华侨医院

琼海市残疾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海南方元特殊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三亚爱心阳光中医康复门诊部

儋州市好多多儿童康复培训中心

海口市秀英区佰佳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海南关爱脑病康复医院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乐东县妇幼保健院

文昌市慈爱康复和托养服务中心

海南惠康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机构地址

海口市龙昆南路15号

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9号旧门诊楼4楼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43号

海口市南海大道东10号

琼海市跃华路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文坛路6号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31号

儋州市伏波路2号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建国路15号

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街道地质大院小区66号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90号

海口市美兰区美群路8号

三亚市榆亚路490号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人民大道53号国际大厦南侧3楼

陵水县椰林镇陵文路226号

海口市美兰区东营外坪村168号

海口市龙华区国森广场金地路农业银行隔壁2-13号

文昌市文城镇二里路20号特殊教育学校

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12号外贸大厦二楼2A铺面

三亚市天涯区胜利路89号

琼海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滨江一横路2号

三亚吉阳区迎宾路月川香榭名苑H栋

儋州市中兴大街新市民花园小区A15号

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秀康街小康新村39号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14号

文昌市文城镇庆龄路19号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18-1号

三亚市迎宾路339号

乐东县光明路16号

文昌市文城镇方建路139号

定安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

项目

脑瘫、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

脑瘫、孤独症

脑瘫

脑瘫

智力残疾、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

听力

听力、孤独症、智力残疾

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孤独症、智力残疾

孤独症、智力残疾

孤独症、智力残疾

孤独症、智力残疾

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

孤独症、智力、脑瘫

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

听力

脑瘫

脑瘫

言语、肢体、智力残疾

脑瘫

脑瘫

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听力

负责人

冯健青

阙利双

宋振华

喻爱军

许 电

温壮飞

张秋月

吴智刚

符方亮

林国华

孙 菲

谢小良

臧 雷

李 辉

刘 璐

陈衍花

吴美林

陈柯澳

冯荣言

曾耀宗

何瑞庆

杨智然

刘 芬

王文礼

梁美莲

王海娃

林丽婕

林 枫

黄玉琴

杨瑰艳

孙爱月

黎良洲

孟 霞

联系电话

13078909354

13876000898

13322084942

13198998619

13518853767

13876682090

13005024484

13976120803

15120948823

13976642983

13976398258

13976694666

13707575558

18976658567

18808914535

13098918583

13876055292

13389830505

13976114979

13876589051

13907621038

13910522740

13698959329

13322083131

13307532287

18907589361

13976084865

13876630688

13907694417

18876663368

13637672825

13876064880

13005009539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机构名称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海南省人民医院

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海口分公司)

海南残疾人假肢矫形康复中心有限公司

博尔特假肢矫形器（海南）有限公司

海口惠康听觉言语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儋州瑞隆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吉音听力设备产品有限公司

海口市龙华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定安县创度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残疾人便利化综合服务示范站

海南新瑞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万宁分
公司

服务项目

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假肢、
矫形器制作、助听器适配及服务

假肢、矫形器制作

假肢、矫形器制作

假肢、矫形器制作

假肢制作

助听器适配及服务

助听器适配及服务

助听器适配及服务

基本型辅助器具（肢体残疾类）适配
及服务

基本型辅助器具（肢体、听力残疾类）
适配及服务

辅助器具适配、社区康复、家庭无障
碍改造

基本型辅助器具（肢体、听力残疾类）
适配及服务

机构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美群路8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9
号

海口市秀英大道55-1号丽晶花
园商铺B栋3楼

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农垦城绿
海小区1号楼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科技大道
12-18号3楼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
14－7号

海南省儋州市那大伏波东路亚
澜湾小区
5栋106号商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8号
一楼111号铺面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58
号-8号铺

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岭天籁
谷小区C 型铺面101号房

海口市秀英大道55-1号丽晶花
园商铺B栋1楼

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中央北路
安置二区11栋一楼铺面

负责人

谢小良

林志伟

蒋新龙

林明清

林 杰

臧 雷

孙 娜

许波燕

王艾箐

符史佼

刘 安

林 川

联系电话

0898-65344914

0898-68642548
13907558112

0898-66819577

0898-68649118

0898-68635951

0898-66105006
13707575558

0898-23326969
18976735558

0898-66778159
13322063618

0898-36605888
18876628772

13518005186

13807578896

13976661930

海南省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定点机构（残疾儿童)

海南省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定点机构（辅助器具）

33

34

35

36

海口市琼山区启星特殊教育培训中心

琼海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和兴残疾儿童康复培训中心

三亚吉阳区六道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107-1号金岛天下商铺三楼
（海南师范大学正门往南200米）

琼海市富海路33号

万宁市万城镇西门西街万宁印刷厂旁

三亚市吉阳区六道村委会福海苑小区A区

孤独症、智力残疾

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听力

孤独症、听力

黄靖茹

姜华

叶艳

杨凤銮

15203661881

13518853971

13379959968

18308993255

海南省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定点机构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方便残疾儿童监护人咨询，就近就便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服务机构，截至2020年12月9日，全省各地严格按照《海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和《残疾人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准入

标准和审批流程，确定了36个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和12个辅助器具定点机构，现将有关定点机构信息向社会发布。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