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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倡議全球疫苗合作行動
籲G20踐行真正多邊主義 批人為搞小圈子對科創百害無一益

習近平提出5點建議。第一，團結合
作，攜手抗疫。國際社會應該齊心

協力，以科學態度應對並戰勝新冠肺炎疫
情，加強防控、診療手段合作，提高應對
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能力。二十國集團
應該在凝聚共識、動員資源、推動合作上
發揮引領作用。

挺企業聯合發展中國家研產
我願進一步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動倡
議：一是加強疫苗科研合作，支持疫苗企
業同發展中國家聯合研發生產。二是堅持
公平公正，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力
度，落實世界衞生組織提出的2022年全
球接種目標。三是支持世界貿易組織就疫
苗知識產權豁免早日作出決定，鼓勵疫苗
企業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四是加強跨
境貿易合作，保障疫苗及原輔料貿易暢
通。五是公平對待各種疫苗，以世界衞生
組織疫苗緊急使用清單為依據推進疫苗互
認。六是為全球疫苗合作特別是發展中國
家獲取疫苗提供金融支持。
目前，中國已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
織提供超過16億劑疫苗，今年全年將對
外提供超過20億劑。中國正同16個國家
開展疫苗聯合生產，同30個國家一道發
起「一帶一路」疫苗合作夥伴關係倡議。
中方願同各方攜手努力，提高疫苗在發展
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為構築全球
疫苗防線作出積極貢獻。

倡辦產業鏈供應鏈國際論壇
第二，加強協調，促進復甦。應該加強
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穩定性、可持續性。主要經濟體應該採取
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避免對發展中國
家的負面外溢影響，維護國際經濟金融體
系穩健運行。
同時應該着眼長遠，完善全球經濟治理
體系和規則，切實反映國際經濟格局變
化，提升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中國歡迎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增發特別提款權，願轉借
給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低收入國家。
應該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
貿易體制，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保障發
展中國家權益和發展空間。要盡快恢復爭
端解決機制正常運轉，維護產業鏈供應鏈
安全穩定。中方倡議舉辦產業鏈供應鏈韌
性與穩定國際論壇，歡迎二十國集團成員
和相關國際組織積極參與。中國願同各方
一道，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取得
更多豐碩成果。

努力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
第三，普惠包容，共同發展。應該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提升全球發展的公平性、
有效性、包容性，努力不讓任何一個國家
掉隊。二十國集團應該將發展置於宏觀政
策協調的突出位置，落實支持非洲和最不
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倡議。發達經濟體要
履行官方發展援助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提
供更多資源。我在聯合國發起的全球發展

倡議同二十國集團推動全球發展宗旨和重
點方向高度契合，歡迎各國積極參與。

營造非歧視的數字發展環境
第四，創新驅動，挖掘動力。二十國集
團應該合力挖掘創新增長潛力，在充分參
與、廣泛共識基礎上制定規則，為創新驅
動發展營造良好生態。人為搞小圈子，甚
至以意識形態劃線，只會製造隔閡、增加
障礙，對科技創新有百害而無一益。
要共擔數字時代的責任，加快新型數字
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數字技術同實體經濟
深度融合，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數字鴻
溝」。中國已經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
議》，我們可以共同探討制定反映各方意
願、尊重各方利益的數字治理國際規則，
積極營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數
字發展環境。中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國際
合作，已經決定申請加入《數字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願同各方合力推動數字經濟
健康有序發展。

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第五，和諧共生，綠色永續。二十國集
團應該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推
動全面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支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
六次締約方大會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取得成功。發達國家應
該在減排問題上作出表率，充分照顧發展
中國家的特殊困難和關切，落實氣候融資
承諾，並在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為發展
中國家提供支持。
中國一直主動承擔與國情相符合的國際

責任，積極推進經濟綠色轉型，不斷自主
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力度。中國將力爭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
中和。我們將踐信守諾，攜手各國走綠
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之路。

中國發展為各國帶來新機遇
習近平指出，中國古人說：「誠信者，
天下之結也。」就是說誠信是結交天下的
根本。中國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着力
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
放，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打
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為
中外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我相
信，中國發展將為各國帶來更多新機遇，
為世界經濟注入更多新動能。
習近平最後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需要世界各國不懈努力。道阻且長，行則
將至，行而不輟，則未來可期。讓我們團
結起來，早日驅散疫情陰霾，攜手共建更
加美好的未來。
峰會由今年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意大利總

理德拉吉主持。二十國集團成員領導人、
嘉賓國領導人及有關國際組織負責人通過
線上線下結合方式與會。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作為習近平主席特

別代表在意大利現場與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30日在北京以視

頻方式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

十六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並發表

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當前，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覆，世界經

濟復甦脆弱，氣候變化挑戰突

出，地區熱點問題頻發。面對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紀疫

情，二十國集團作為國際經濟合

作主要論壇，要負起應有責任，

為了人類未來、人民福祉，堅持

開放包容、合作共贏，踐行真正

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習近平提出全球疫苗合

作行動倡議，呼籲各方為構築全

球疫苗防線作出積極貢獻。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3030日在北京以視頻日在北京以視頻
方式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方式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
會第一階段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第一階段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1. 團結合作，攜手抗疫

2. 加強協調，促進復甦

3. 普惠包容，共同發展

4. 創新驅動，挖掘動力

5. 和諧共生，綠色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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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
報道，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
30日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在意大利首
都羅馬開幕。為期兩天的會議將重點討
論應對新冠疫情、推動經濟復甦和應對
氣候變化等全球重大議題。根據日程安
排，30日舉行的第一階段會議重點討論
了「全球經濟與全球衞生」議題，31日
舉行的第二和第三階段會議將分別聚焦
「氣候變化和環境」以及「可持續發
展」等議題。

主席國盼減排達標時期取共識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即將舉行

之前，G20輪值主席國意大利希望此次
峰會能夠就溫室氣體實質上的淨零排放
達標時期達成共識，各國是否能通過此
次峰會做到步調一致是令人關注的焦
點。
31日舉行的會議分別聚焦「氣候變化

和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等議題。
各國環境部長以及能源部長在峰會前並
沒能就更嚴格的減排目標達成共識。
根據測算，G20國家的碳排放總量佔

到了全球的80%。而各國現有的減排承
諾，尚不足以達到2015年《巴黎氣候協
定》確立的全球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之
目標。更為嚴格的氣候保護目標，同樣
也是本周末開幕的蘇格蘭聯合國氣候峰

會的核心議題。
當前，新冠疫情延宕蔓延，國際經濟

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變革調整，世
界經濟復甦面臨許多不穩定、不確定
性。中方呼籲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
要平台，應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發揚
團結合作精神，求同存異，就抗擊疫
情、恢復世界經濟、促進包容可持續發
展等凝聚共識，合力應對共同挑戰。
G20成立於1999年，由中國、阿根

廷、澳洲 、巴西、加拿大、法國、德
國、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韓
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
非、土耳其、英國、美國以及歐盟等20
方組成。

G20峰會羅馬開幕
經濟衞生減排成焦點

習 近 平 金 句

資料來源：新華社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3030日以線上線下相結日以線上線下相結
合方式在意大利首都羅馬開幕合方式在意大利首都羅馬開幕。。 新華社新華社

二十國集團
應該維護以世
界貿易組織為
核心的多邊貿
易體制，建設
開放型世界經
濟。要維護產
業鏈供應鏈安
全穩定，暢通
世界經濟運行
脈絡。

羅 馬 不 是 一
天建成的。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需要世界各國不
懈努力。道阻且
長，行則將至，
行而不輟，則未
來可期。讓我們
團結起來，早日
驅散疫情陰霾，
攜手共建更加美
好的未來！

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
提升全球發
展 的 公 平
性 、 有 效
性 、 包 容
性，努力不
讓任何一個
國家掉隊。

人為搞小
圈子，甚至
以意識形態
劃線，只會
製造隔閡、
增加障礙，
對科技創新
有百害而無
一益。

中國將力
爭 2030 年
前實現碳達
峰、2060 年
前實現碳中
和。我們將
踐信守諾，
攜手各國走
綠 色 、 低
碳、可持續
發展之路。

面對在全球肆
虐的新冠肺炎病
毒，誰都無法獨
善其身，團結合
作 是 最 有 力 武
器。國際社會應
該齊心協力，以
科學態度應對並
戰勝疫情，搞病
毒污名化、溯源政
治化同團結抗疫的
精神背道而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