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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我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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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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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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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呼吁———

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本报讯 （通讯员 尹义龙 张红斌 吴
元知） 近日， 中共湘潭市委、 市政府出
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公共卫生防治
体系补短板工作的若干意见》。

《若干意见》 总体框架包括 5 个部
分 30 项具体措施。 湘潭市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 该市采取 “外防输入、 内防扩
散、 分级分类、 精准施策” 等综合防控
措施，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 但工
作中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 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 “针对这
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抓紧补
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 的重要指示精
神， 按照省委提出 “聚焦疫情防控中暴
露的短板和不足” 的要求， 湘潭市第一
时间组织力量起草了 《关于加快推进全
市公共卫生防治体系补短板工作的若干
意见》， 并就 《若干意见》 广泛征求县
市区 （园区）、 市直相关单位意见， 之
后又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会议审议、 专
题调研等意见建议， 对 《若干意见》 作
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根据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 2019 年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 （国新出发
〔2019〕 39 号） 和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 2019 年全省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 （湘
新出发 〔2019〕 12 号） 要求， 大众卫生报已经完成新闻记者证换发工作， 旧版新闻记者证
已收回。 本单位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新版新闻记者证， 旧版新闻记者证作废。 现
将大众卫生报领取新版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公示期 2020 年 5 月 21 日-6 月 1 日。

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涂新山、 汤江峰、 廖宏成、 尹慧文、 陈艳阳、 袁小玉、 王璐
(85)、 张丽、 许建、 颜青、 梁湘茂、 许琬婕、 殷映月、 王思贤。

监督举报电话： 0731-84326211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0731-8268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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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 由长沙市卫生健康委等联合主办的“我爱白衣天使” 医务人员集体婚礼在橘子洲举
行， 62 对新人参加， 他们中一方或双方为参与抗疫工作的医护人员， 分别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 长
沙市第一医院、 长沙市疾控中心等多家医疗卫生单位。 举办方通过此次活动， 致敬最美逆行者， 传递
对抗疫英雄的礼遇。 图为婚礼现场。 记者 梁湘茂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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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62 对医务人员集体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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