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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赏谭德塞
为推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作
努力，表示中国将继续为国际社会
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3 月 17 日，谭德塞致函国家主
席习近平，表示在习近平主席的卓
越领导下，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得
益于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中国人
民的勤勉奉献，新冠肺炎疫情在中
国得到全面快速应对。这向国际社

会充分表明，只要明确重点，集中
力量，就能改变疫情的发展轨迹。
我还要对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国际抗疫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深
表感谢。这一善举体现了全球团结
互助精神，对尽快遏制疫情至关重
要。
习近平在复信中对谭德塞及世
界卫生组织同中方密切合作抗击疫
情表示高度赞赏，指出当前中国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
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统筹推进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准确把握国
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
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
应对举措，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
习近平表示，在你的带领下，
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推动抗击疫情国
际合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你和世界卫生
组织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积极领
导作用。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积极
支持国际社会抗疫努力，
【下转第 2 版②】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倡议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呼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 《携手抗疫

习近平倡议

■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全球阻击战

■ 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 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

■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习近平呼吁

■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

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
发出有力信号，提振世界经
济复苏士气。制定二十国集
团行动计划，并就抗疫宏观
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
制性沟通和安排

裘东耀部署落实全省视频会议精神

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
加快提高政府智治能力水平
本报讯 （记者易鹤 张凯凯）
昨日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
化转型第十次专题视频会议。会
后，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就贯
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作部署。他强
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部署要求，推进
“六争攻坚”，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方位
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提高政

府智治能力水平。
裘东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我市积极运用“健康码”
“智控指数”等精密型智控手段，
有力促进了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和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当前，
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智
治效能，势在必行、大有可为。要
保持定力、顺势而为，以更高标
准、更大力度推进政府数字化转
型。
裘东耀强调，要紧扣“年底
前基本建成‘掌上办事之市’‘掌

上办公之市’”目标，大力推进
政府数字化转型“十大行动”和
治理领域多业务协同综合应用，
着力创建全省数字政府建设示范
市。一要推进数字化应用，把数
字化应用深度融入政府治理各领
域，加快公共数据的场景化应
用，加强多业务协同应用项目建
设，抓好省项目落地贯通，完善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公共卫
生防控等应用平台。二要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智能“秒办”、掌上办

俯身躬耕的
“老黄牛”
——追记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王松鹤
记者 黄合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徐庭娴

正月初四 12 时 45 分，宁波市
眼科医院原院长王松鹤终因救治无
效离开人世，享年 59 岁。
虽说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到场寄
托哀思，还是有 5000 多名网友自
发在线上为王松鹤献花，数百名网
民在网络灵堂留言。
这名勤勤恳恳耕作了大半辈子
的“老黄牛”，终于停下了其辛勤
劳作的脚步。王松鹤用 40 多年的
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一名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一张无法颁出的奖状
在宁波市眼科医院会议室里，
有一张尚未颁发的奖状——“突出
贡献奖”，那是鄞州区卫健局党委
为感谢王松鹤对卫健系统的贡献，
准备在眼科医院 30 周年院庆当天
授予他的荣誉称号。
就在院庆的 4 天前，带病工作
的王松鹤突发脑梗，之后就再也没
有醒来。
“这样的身体情况，不是一下
子病的，完全是长期积累的，已经
非常虚弱了。”妻子李俐说，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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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连续发烧的王松鹤，是在家人
的“强迫”下才去医院看病的。
他的胆囊已完全肿胀变形，医
生表示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不能再
拖。可是，市眼科医院新院大楼才
启用半年多，医院上下刚刚进入正
轨，王松鹤不顾家人反对，决定保
守治疗，手术一拖再拖。
直 到 10 月 中 旬 ， 医 院 工 作 交
接基本完成，王松鹤才决定做手
术。仅仅相隔 8 天，59 岁的他完成
了心脏和胆囊两场大手术，随后仅
仅休息了半个多月，又重新回到医
院投入工作。
“如果他平时把对患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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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共克时艰》 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
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晚在
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
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 《携手
抗疫 共克时艰》 的重要讲话。习
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
艰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总要求，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
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场抗击疫
情的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努力，付
出巨大牺牲，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

事“一端通办”，企业开办、注销
等“一件事”网上掌上联办。三
要推进掌上办公，深化“浙政
钉”“浙里督”等掌上办公平台应
用 。 四 要 推 进 “ 互 联 网 + 监 管 ”，
提高现场掌上执法率，逐步推行非
接触式智能化应用。五要推进数据
共享开放，加快政务办事、公共服
务等数据归集共享，抓好公共数据
开放和应用创新。六要完善核心基
础设施，抓好市大数据中心等项
目建设，构建城市数字智慧大脑。
裘东耀强调，要注重协同联
动，强化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任
务，深化机制创新，确保工作落地
见效。当前，要突出抓好精密智控
指数提升，加快数据收集整理和健
康大数据系统建设，有力有效防控
境外疫情输入。要压紧压实安全生
产责任，深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
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
陈仲朝及张良才参加。

心、关爱分一点点用在自己身上，
也许情况就不会这么糟。”鄞州区
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水黎明叹了
口气，摇了摇头，泪水湿了眼眶。
16 岁 参 加 工 作 ， 从 一 名 基 层
药剂师做起，王松鹤没有什么惊天
动地的事迹，也没有什么著作等身
的荣誉，在人才辈出的医疗领域，
他或许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但在他躬身耕耘基层医疗事业
的 40 多年里，每一次临危受命接
受重任时，他总是话不多，用行动
证明一切。
仅仅 2 个月，帮助鄞州区东郊
街 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起 死 回
生”，恢复正常医保结算 ；仅仅 100
天，完成原江东区中医院试营业之
前的筹备工作，邀请名医坐诊；仅仅
4 年，带领市眼科医院在科研领域
补齐短板，实现 SCI 论文收录“零的
突破”……
【下转第 5 版】

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
快恢复，但我们仍然丝毫不能放松
警惕。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
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
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
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
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
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陪同出席。
习近平首先表示，在中方最困
难的时候，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给予
中方真诚帮助和支持，我们会始终

李学仁

庞兴雷

摄）

铭记并珍视这份友谊。
习近平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
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
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习近平就
会议议题提出 4 点倡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全球阻击战。尽早召开二十国
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分
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防疫合
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携手
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
家提高应对能力。【下转第 2 版①】

徐宇宁在象山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时强调

发掘优势 深耕特色
培植文化产业创新力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昨日，
市政协党组书记徐宇宁在象山调研
石浦老城保护及文化产业发展情
况。他强调，象山生态优势明显，
文化底蕴深厚，地方文化的品牌很
响亮。要发掘优势，深耕特色，创
新模式，培植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和
竞争力。
象山影视城是全国海洋文化产
业基地，目前摄影棚数居全国第
一，很多热播剧出自这里。徐宇宁
肯定影视基地复工复产工作抓得
实、抓得好，基地成长性好、发展
潜力大。接着，徐宇宁考察了石浦
渔港古城，对古城开发中注重保
护，突出渔文化、海防文化和渔商
文化表示赞赏。随后，徐宇宁来到
大目湾新城，调研影视学院，勉励
学院与影视城基地紧密结合，为象
山影视产业发展输送更多人才。
徐宇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象山有关工作介绍，对象山县深挖
地域文化特色，推动文化产业大发
展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民俗文化
从群众中来，也要在群众中传承。今
后在石浦渔港古城保护开发中，要
保持烟火气，积极挖掘以民俗性见

天气：今天阴有阵雨；偏北风 5-6 级阵风 7 级；10℃-15℃
明天阴有雨，夜里转阴到多云；偏北风 4-5 级阵风 6 级

▶

长的历史文化底蕴，突出海商文化、
海防文化、妈祖文化、古城文化等特
色，抓住古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
淀下来的人文景观、民风民俗民食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亮点，挖掘保
护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要注重差
异化，尊重个性，突出特质，避免雷
同，在影视基地建设上与周边的横
店影视城、上海影视乐园等基地错
位发展、差异发展，培植出影视文化
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拓宽参与
面，培育引进文化经营团队，探索创
新项目开发组织模式，让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要做优产业链，既抓紧
完善和落实好有关文旅产业专项扶
持政策，帮助企业共克时艰，又要实
施文化企业梯度培育，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努力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要
抓住兴奋点，把牢“亚运时代”
“湾区
时 代 ”千 载 难 逢 的 机 遇 ，做 好“ 亚
运+旅游”
“ 亚运+体育”文章，统筹
推进旅游国际化和旅游全域化，带
动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徐
宇宁希望象山政协加大工作创新力
度，为象山发展助力，为宁波政协加
分，为全省政协提供新鲜经验。
陈文祥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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