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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萨勒曼国王，
各位同事：

大家好！首先，我谨对萨勒曼
国王和沙特方面为这次会议所做的
大量沟通协调工作，表示衷心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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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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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始终铭记并珍视这份友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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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令人担忧。当前，

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
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
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
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
病的斗争。

在此，我愿提出以下 4 点倡
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全球阻击战。国际社会应该加
紧行动起来，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我愿在此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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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携
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
国家提高应对能力。我建议发起二
十国集团抗疫援助倡议，在世界卫
生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
协调、行动配合。中方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
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
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病毒无国界。疫情是我们的共
同敌人。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

的联防联控网络。中方已经建立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
所有国家开放。要集各国之力，共
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
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惠及全
人类的突破性成果。要探讨建立区
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高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

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
作用。中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
领导作用，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
施，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我建
议，二十国集团依托世界卫生组织

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推广全面
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要发挥二十
国集团的沟通协调作用，加强政策
对话和交流，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高级别会议。中国将同各国
一道，加大对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
的支持力度。

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
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
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
衰退。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促进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

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全
球金融市场稳定。要共同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将加大力
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
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要保护妇
女儿童，保护老年人、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中国
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
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
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我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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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制定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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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事！
值此关键时刻，我们应该直面

挑战、迅速行动。我坚信，只要我
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
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
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

（2020年3月26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移民管
理局 26 日发布关于暂时停止持有
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
境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
快速蔓延，中方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28日0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
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暂停
外国人持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暂
停口岸签证、24/72/144 小时过境免
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
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 144 小
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
政策。持外交、公务、礼遇、C 字签证

入境不受影响。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
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
急人道主义需要，可向中国驻外使领
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
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这是中方为应对当前疫情，参
考多国做法，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
措施。中方愿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
做好当前形势下中外人员往来工
作。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上述
措施并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国家移民管理局
2020年3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
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的公告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商务部服贸司司长
冼国义 26 日介绍，商务部将鼓励各
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促进新能
源汽车消费、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措
施，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冼国义在商务部 26 日举行的
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疫情短
期内对汽车消费带来较大影响，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 1 至 2

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42%，其中 2
月下降 79.1%。

冼国义介绍，随着疫情得到控
制，汽车销售网点开门营业数量在
增加，消费逐步恢复。据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对全国 8569 家 4S 店的调查，
截 至 3 月 24 日 ，门 店 复 工 率 达
94.7%，客流恢复率 61.7%。为对冲
疫情影响，杭州等地出台了放宽限
购等举措，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回补。

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开展汽车以旧换新

我国将进一步
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紧接第1版①】建议发起二十国集
团抗疫援助倡议，在世卫组织支持
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
合。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
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
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

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中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
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要集
各国之力，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
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探讨建立
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

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
作用。中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
作用，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施。我建
议，二十国集团依托世卫组织加强
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推广全面系统
有效的防控指南。要发挥二十国集
团沟通协调作用，适时举办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

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
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将加大
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
品、防疫物资等产品。要保护弱势群
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中国将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
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
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
济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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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最后强调，值此关键时
刻，我们应该直面挑战、迅速行动。
我坚信，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
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国
王萨勒曼主持峰会。二十国集团成
员和嘉宾国领导人以及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

各方在发言中均认为，新冠肺
炎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快速蔓延，不
仅严重危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还
对全球经济、金融、政治产生巨大负
面影响。面对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危
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
身，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团结和合作，应迅速采取协调、
有力行动，有效切断疫情传播，加强
药品和疫苗研发等科研合作，加大
对患者救治力度，有力维护民众生
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要采取有效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保障全球供应链
安全、稳定，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
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全力降低疫
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害。各方支
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承诺帮
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提高应对
能力。

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肖
捷、何立峰等参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由沙特主办，以视频方
式举行，旨在推动全球合作应对疫
情、稳定世界经济。

【紧接第1版②】 已经向包括世界
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 80
多个国家提供援助。中方将在力所
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国际社会抗击
疫情提供支持。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

再 次 表 明 ， 人 类 是 一 个 休 戚 与
共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 国 际 社 会 应
该 守 望 相 助 、 同 舟 共 济 。 我 们
愿 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及 各 国 一
道 ， 为 维 护 全 球 公 共 卫 生 安 全
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记
者郑明达） 习近平主席 26 日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
别峰会。峰会结束后，外交部副部
长马朝旭介绍了峰会成果。

马朝旭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
会议并发表题为 《携手抗疫 共克
时艰》 的重要讲话，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结合中国抗击疫情实
践经验，就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
作、稳定世界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重
要主张，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一是介绍“中国经验”。习主
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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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为
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斗争提供有益借
鉴。

二是阐述“中国主张”。习主
席指出，要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全球阻击战。国际社会应加紧

行动起来，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要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
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要有
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各国必须携
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要
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
发挥作用，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
施，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要加
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施有
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强金
融监管协调，减免关税、取消壁
垒、畅通贸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
些主张对于全球协调行动抗击疫情
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提出“中国倡议”。习主
席在讲话中提出一系列务实倡议。
在疫情防控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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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二十国集团依托世界卫生
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推广
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探讨建
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
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
度。建议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高级别会议。在抗疫援助合作方
面，发起二十国集团抗疫援助倡
议，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加强
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
在稳定世界经济金融方面，倡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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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倡议都将极大
促进应对疫情国际合作。

四是作出“中国贡献”。习主
席强调，中方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
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
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将加大力度
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
品、防疫物资等产品。中国将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
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
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已经
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
心，向所有国家开放。这些实实在
在的举措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
担当，为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提振
市场信心注入了重要动力。

马朝旭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此次特别峰会在以下方面达成
了积极成果：一是各方承诺加强国
际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峰会发表
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声明》，强调疫情无国
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团结一致应
对疫情威胁。各方承诺采取一切措
施抗击疫情、保护生命、重振经
济，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
二是各方同意及时分享信息，保障
医疗物资供应，为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同时完
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为应对未来
传染病疫情做好准备。三是各方承
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提振市
场信心，保障就业民生，减少疫情
对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冲击。

马朝旭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多地肆虐，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将
以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推
动二十国集团多边机制平台更好凝
聚国际社会共识，并拿出务实举
措，为早日遏制病毒蔓延、恢复世
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同各方
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部谈G20领导人特别峰会成果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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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人士认为，
在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之
际，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体现了
中国推动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
大国担当，对国际社会坚定信心、
全面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
力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倡议 宝贵经验

国际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在
讲话中提出的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
球阻击战等倡议，对于全球抗疫具
有重大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民健康覆
盖及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事务的
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表示，习近平主
席的重要讲话表明中国在全球携手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健全公共卫生

应急机制方面的重要立场。在全球
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的
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分享经验，
为应对埃博拉疫情等全球防疫行动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中国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为全球疫情
防控带来了希望和曙光。习近平主
席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各国要携手拉
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这应是
世界各国未来合作的重点之一，也
是世卫组织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
蒂芬·佩里说，面对人类未知挑
战，各国尤其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进行应对。中国以自身行
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性。中国不仅积极帮助其他国家
抗击疫情，还表达了继续扩大改革
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
承诺，这种合作和开放的态度，在
未来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也是各国应
该坚持的方向。

土耳其汉学家吉拉伊·菲丹
（中文名吉来） 表示，习近平主席
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性。重大传染性疾病
是全人类的敌人，各国联手抗击疫
情完全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中国政
府在病毒检测、药物研制、疫苗开
发和抗疫经验分享方面体现了大国
担当。当前，疫情在多个国家和地
区暴发，各国应尽快借鉴中国有效
抗疫经验，团结合作，携手赢得抗
击疫情斗争。

坚定信心 大国担当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持续为世界带来信心。中国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充分
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南非金山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院长詹尼·罗索乌说，习近平主席
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坚持全民
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中国应
对疫情的经验值得各国学习和借
鉴。当前形势下，各国尤其需要团结

合作，制定统一计划，采取协调行
动，遏制病毒扩散，推动经济恢复。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
所所长李熙玉说，在全球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经验为各国
探索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
益借鉴，有助于全球早日控制疫
情、战胜疫情。重大传染性疾病是
人类共同面对的敌人，战胜疫情需
要各国携手应对，形成抗击疫情的
命运共同体。此次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特别峰会有助于各国缩小认识差
异，相互协调行动，加强抗疫合
作，意义重大。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对习
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重要倡议
深表赞同。他说，病毒没有国界，
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情况下，向意大利、伊朗等国派出
抗疫医疗专家组、提供紧缺医疗物
资，并与各国分享防疫经验，以实
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以及团
结协作应对危机的重要性。

凝聚携手抗疫合力 坚定共克时艰信心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
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记
者施雨岑）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
育必修课程、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 生 活 技 能 ⋯⋯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近日印
发，近年来被淡化、弱化的劳动教
育有了“硬指标”。

意见规定，根据各学段特点，
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
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
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时，学校
要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作
出规定。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

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
育不少于 16 学时。普通高等学校
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
中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

为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意见
提出，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制定评价标准，建立
激励机制，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和劳
动成果展示、劳动竞赛等活动，全
面客观记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
果，加强实际劳动技能和价值体认
情况的考核。建立公示、审核制
度，确保记录真实可靠。把劳动素
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

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
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
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意见还特别指出，家庭要发挥
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注重抓
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
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
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
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
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

“将劳动教育与智育区别开，
防止用文化课的学习取代劳动教
育。”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实施
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

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
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
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
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
志。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近日印发

我国劳动教育有了“硬指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全文请扫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