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北京时间18日晚，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
辞。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国人民勇敢前
行，守望相助、风雨同舟。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
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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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现在疫情还在蔓延，防控
仍需努力，要全力搞好疫情防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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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宣布中国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
的五大举措，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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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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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向不幸罹难者表示哀
悼，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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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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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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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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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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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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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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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宣布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实际举措，呼吁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的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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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全文如下：

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
你们好！来信收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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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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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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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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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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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
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
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
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
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
的生机活力，创造了世所
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
迹。同时要看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这
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
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
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
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
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
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
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
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
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
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
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
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
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
破创新。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
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战略部署，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
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
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
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
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
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
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
劣汰，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
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下转第六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正
式公布。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战略部署的重要文件，
也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深化
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伟大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全党同志、全国上下务必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为指导，强化问题导向，把握正
确改革策略和方法，在更高起点、更高
层次、更高目标上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走深走实，扎
实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改革
开放波澜壮阔伟大历史进程中探索形成
和发展完善的时代产物，既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经济之所以创造了世所罕见
的发展奇迹，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功不可
没。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发生变化，过去长期维持的经济高
速增长阶段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更实、更深的新
要求。基于此，唯有紧扣新时代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全
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进一步激发其牵
引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沿着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轨道健康
发展，方可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迈向更高水平的新境界。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是复杂精细的系统工程，必须把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放在首位。为此，全国上下都要积
极行动起来，聚焦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
出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立足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
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不失
时机地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进一
步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实现产权有效
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
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一系列目
标要求，推动新时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
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更加相互适应，更
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内在要求。

改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
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要不
断强化问题导向，突出战略重点。在改
革实践中，既要立足基本经济制度、紧扣

“两个毫不动摇”着力培育更多充满活力
的市场主体，还要加快全面完善产权、市
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
度，促进两者良性互动；既要以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快建设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同步创
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促进政府与市
场关系进一步理顺；既要健全收入分配
制度、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
要及时回应突出矛盾和现实挑战，加快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既要以开放促改革、建立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还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
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
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法治体系、强化法治保障。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勠力同
心、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
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在通往全面现代
化的康庄大道上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向更高水平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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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三版）

提振全球抗疫信心 推进国际抗疫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世卫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