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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聚力戰勝疫 促全球復甦
世界經濟論壇致辭 籲彌合國際「免疫鴻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月17日在北京出

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並發表題為《堅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創後

疫情時代美好世界》的演講。習近平在演講中倡議攜手合作，聚力戰勝疫

情。世界各國要加強國際抗疫合作，確保疫苗公平分配，加快推進接種速

度，彌合國際「免疫鴻溝」，把生命健康守護好。習近平指出，我們要探

索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新動能，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

通，推動世界經濟復甦進程走穩走實。

習近平講話金句
●聚力戰勝疫情

在全球性危機的驚濤駭浪裏，各
國不是乘坐在190多條小船上，而是
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小船
經不起風浪，巨艦才能頂住驚濤駭

浪。

●化解各類風險

全球低通脹環境發生明顯變化，
複合型通脹風險正在顯現。如果主要
經濟體貨幣政策「急剎車」或「急轉
彎」，將產生嚴重負面外溢效應，給
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挑戰，廣大
發展中國家將首當其衝。
大江奔騰向海，總會遇到逆流，

但任何逆流都阻擋不了大江東去。動
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強大。儘管出
現了很多逆流、險灘，但經濟全球化
方向從未改變、也不會改變。

●摒棄冷戰思維

任何執意打造「小院高牆」、
「平行體系」的行徑，任何熱衷於搞
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團」、分
裂世界的行徑，任何泛化國家安全概
念、對其他國家經濟科技發展進行遏
制的行徑，任何煽動意識形態對立、
把經濟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的行
徑，都嚴重削弱國際社會應對共同挑
戰的努力。

資料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在演講中首先指出，再過兩周，中
國農曆虎年新春就要到來。在中國文化

中，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徵，中國人常說生
龍活虎、龍騰虎躍。面對當前人類面臨的嚴
峻挑戰，我們要如虎添翼、虎虎生威，勇敢
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險阻，全力掃除新冠肺
炎疫情陰霾，全力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發展，
讓希望的陽光照亮人類！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這場變局不限於一時一事、一國
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時代之
變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盪
變革期。如何戰勝疫情？如何建設疫後世
界？這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關心的重大問
題，也是我們必須回答的緊迫的重大課題。
習近平強調，「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

之治不進則退。」世界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
展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縱觀歷史，人
類正是在戰勝一次次考驗中成長、在克服一
場場危機中發展。我們要在歷史前進的邏輯
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要善於
從歷史長周期比較分析中進行思考，又要善
於從細微處洞察事物的變化，在危機中育新
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凝聚起戰勝困難和挑
戰的強大力量。
第一，攜手合作，聚力戰勝疫情。事實再

次表明，在全球性危機的驚濤駭浪裏，各國
不是乘坐在190多條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條
命運與共的大船上。小船經不起風浪，巨艦
才能頂住驚濤駭浪。堅定信心、同舟共濟，
是戰勝疫情的唯一正確道路。任何相互掣
肘，任何無端「甩鍋」，都會貽誤戰機、干
擾大局。世界各國要加強國際抗疫合作，積
極開展藥物研發合作，共築多重抗疫防線，
加快建設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特別是要用
好疫苗這個有力武器，確保疫苗公平分配，
加快推進接種速度，彌合國際「免疫鴻
溝」，把生命健康守護好、把人民生活保障
好。

化解風險 保供應鏈暢通
第二，化解各類風險，促進世界經濟穩定

復甦。世界經濟正在走出低谷，但也面臨諸
多制約因素。我們要探索常態化疫情防控條
件下的經濟增長新動能、社會生活新模式、
人員往來新路徑，推進跨境貿易便利化，保
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推動世界經濟復
甦進程走穩走實。世界各國要堅持真正的多
邊主義，堅持拆牆而不築牆、開放而不隔
絕、融合而不脫鈎，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

濟，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讓世界經濟
活力充分迸發出來。推動世界經濟走出危
機、實現復甦，必須加強宏觀政策協調。主
要經濟體要樹立共同體意識，強化系統觀
念，加強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協調好財
政、貨幣政策目標、力度、節奏。主要發達
國家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政策
外溢效應，避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衝
擊。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要發揮建設性作用，
凝聚國際共識，增強政策協同，防範系統性
風險。
第三，跨越發展鴻溝，重振全球發展事

業。全球發展進程正在遭受嚴重衝擊，人類
發展指數30年來首次下降，一些發展中國家
因疫返貧、因疫生亂，發達國家也有很多人
陷入生活困境。不論遇到什麼困難，我們都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促進發
展、保障民生置於全球宏觀政策的突出位
置，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促
進現有發展合作機制協同增效，促進全球均
衡發展。我們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
則，在發展框架內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
作，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
十六次締約方大會成果。發達經濟體要率先
履行減排責任，落實資金、技術支持承諾，
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
展創造必要條件。全球發展倡議是向全世界
開放的公共產品。中國願同各方攜手合作，
共同推進倡議落地，努力不讓任何一個國家
掉隊。

求同存異 建命運共同體
第四，摒棄冷戰思維，實現和平共處、互

利共贏。當今世界並不太平，煽動仇恨、偏
見的言論不絕於耳，由此產生的種種圍堵、
打壓甚至對抗對世界和平安全有百害而無一
利。歷史反覆證明，對抗不僅於事無補，而
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搞保護主義、單邊主
義，誰也保護不了，最終只會損人害己。搞
霸權霸凌，更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國家之間
難免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搞你輸我贏的零和
博弈是無濟於事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才
是人間正道。不同國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
尊重中共同發展、在求同存異中合作共贏。
我們要順應歷史大勢，致力於穩定國際秩
序，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要堅持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
排他，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主義、保護主
義，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帥、郭若溪 北
京、深圳報道）內地不斷出現Omicron確診個
案。北京、深圳各自通報的一宗無關聯個案
中，感染者均在近期接收過來自北美的郵件。
官方根據病例流行病學史和檢測結果初步分析
認為，不排除其經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
能。國家郵政局安全監督管理司17日晚間發
出通知指，要求嚴防境外疫情通過寄遞渠道輸
入，減少從疫情高風險國家和地區郵購、快遞
物品。
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全國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專家組成員龐星火17日通報，近日北
京海淀新確診的病例曾接觸加拿大寄出的國際
郵件，該郵件被驗出Omicron變異株，病毒與
2021年12月北美和新加坡等地分離的部分毒
株相似度較高。

京病例郵件途經美國及香港
值得關注的是，該郵件自加拿大發出後曾途

經美國及香港，然後到達北京。
據悉，確診病例僅接觸郵件包裝外表面和文

件紙張首頁，未接觸包裝內表面和其他紙張。
北京方面採集該國際郵件環境標本22件，經
核酸檢測均為陽性，並檢測出Omicron變異株
特異性突變位點。此外，採集同一來源發往另
一地點尚未拆封的國際郵件環境標本54件，
檢出5件陽性。

深病例與境內疫情無同源性
另據深圳衞健委二級巡視員林漢城通報，經

比對，深圳首次發現的Omicron感染者與天
津、上海、珠海和北京等多起本土Omicron疫
情報告病例均不在一個傳播鏈上，與深圳以往
境外輸入病例也不同源，與全球數據庫中北美
地區上傳較多序列的基因組100%同源。
據介紹，該病例從事境外冷凍試劑收發貨工

作，1月12日接觸和分拆了來自北美的快遞，
未做個人防護，14日出現咽痛症狀，15日核
酸初篩陽性，不排除本起疫情由暴露於境外輸
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
道）最近天津發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在津台青紛紛請纓參與抗疫，彰顯了血
濃於水的同胞情誼。「作為祖國培養的
醫務人員，理應站在抗疫最前線。」天
津第三中心醫院台灣醫生黃馨儀第一時
間主動申請到抗疫一線工作。
天津北辰區保民醫院中醫科的台灣醫

生林右翎也參與了北辰區青光鎮採集點
工作，曾連續12個小時堅守在防疫一
線，以便盡快完成所在街鎮的核酸採集
工作。
台胞高夢曾作為天津醫療隊成員，奔

赴武漢方艙醫院，圓滿完成任務。此次
天津發生疫情，她更是第一時間衝到一
線，負責篩檢的核酸採集、入戶核酸採
集服務、中高風險地區以及密接人員的
核酸採集工作。
台胞王怡雯雖然經濟條件並不寬裕，

但也向天津市河東區一個社區核酸檢測
站捐贈了350個暖袋。「兩岸是一家，兩
岸同胞血濃於水，我也願意貢獻自己的
綿薄之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視點報道，北京冬
奧組委官網17日發布消息稱，鑒於疫情防控
形勢依舊嚴峻複雜，為保障涉奧人員和觀眾
的健康安全，決定將原計劃通過公開銷售門
票的方式調整為定向組織觀眾現場觀賽，需
要觀眾在觀賽前、觀賽中、觀賽後嚴格遵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關要求，以在疫情防控
安全的前提下為賽事順利舉辦營造良好氛
圍。
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接受新華社記者

專訪時指出，組委會已經於1月4日啟動閉
環管理試運行，從本月23日將開啟賽時的閉
環管理。冬奧村將於1月23日試運行，1月
27日正式開村，也就是說從23日開始就會
有各國（地區）運動員入村。在閉環管理試
運行期間，將有近3,000人來華開展工作，
這也是對賽時閉環管理的實戰檢驗。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政府17日宣布，因
應內地疫情最新情況，廣東省珠海市香洲
區將被列入「回港易／來港易計劃暫不適
用風險地區」。
18日起，任何人都不能透過「回港易」

或「來港易」計劃，從珠海口岸經港珠澳

大橋入境香港而豁免檢疫。「回港易」或
「來港易」計劃將暫時停止接受從珠海口
岸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的預約申請，相
關人士亦不能使用之前已取得的預約名
額，港府會向已預約的受影響人士發出手
機短訊，通知他們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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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台胞參與抗疫工作天津台胞參與抗疫工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京深Omicron個案疑觸境外郵件染疫

北京冬奧不公開售票
定向組織觀眾現場觀賽

珠海暫停「回港易」「來港易」

●●北京市民在一商務樓外接受核檢北京市民在一商務樓外接受核檢。。 美聯社美聯社

●●北京冬奧會北京冬奧會「「鳥巢鳥巢」」負責開閉幕式負責開閉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
習近平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
視頻會議並發表題為《堅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創後疫情時代美好世界》的演講。
習近平強調，去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

周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長期艱
苦奮鬥，在國家建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上
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期實現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目標，如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歷
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現在踏上了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經

濟總體發展勢頭良好，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8%左右，實現了較高增長和較低通脹
的雙重目標。雖然受到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
帶來的巨大壓力，但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
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我們對中
國經濟發展前途充滿信心。中國明確提出要
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將為此在各方面進
行努力。

歡迎各種資本合法依規經營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中國改革

開放永遠在路上。不論國際形勢發生什麼變
化，中國都將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中國將
繼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毫
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

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國將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確保
所有企業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在市場面前
機會平等。中國歡迎各種資本在中國合法依
規經營，為中國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將
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拓展規則、
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落實外資企業國
民待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
展。

在推進新能源中逐減傳統能源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發展
經濟不能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竭澤而漁，生態
環境保護也不是捨棄經濟發展而緣木求魚。
中國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推
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
全力以赴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全力以赴加強
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善人民生產生活環
境。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
在要求，也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
中國將踐信守諾、堅定推進。實現碳達峰碳
中和，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
中國將破立並舉、穩紮穩打，在推進新能
源可靠替代過程中逐步有序減少傳統能源，
確保經濟社會平穩發展。中國將積極開展應
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共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全面綠色轉型。

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11月月1717日日，，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北京出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2022年世年世
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並發表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並發表
題為題為《《堅定信心堅定信心勇毅前行勇毅前行共共
創後疫情時代美好世界創後疫情時代美好世界》》的的
演講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習近平指出，達沃斯是世界
冰雪運動勝地。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就要開
幕了。中國有信心為世界奉獻一場簡約、安
全、精彩的奧運盛會。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的主題口號是「一起向未來」。讓我們攜起手
來，滿懷信心，一起向未來！

奉獻簡約安全精彩奧運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