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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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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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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现在疫情还在蔓

延，防控仍需努力，我愿提出以下建
议。

第一，全力搞好疫情防控。这
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坚持以民为
本、生命至上，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
重要物资，在防护、隔离、检测、救
治、追踪等重要领域采取有力举措，
尽快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态势，尽
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要加强信息
分享，交流有益经验和做法，开展检
测方法、临床救治、疫苗药物研发国
际合作，并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
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
学研究。

第二，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
在谭德塞总干事带领下，世卫组织
为领导和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了
重大贡献，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赞赏。
当前，国际抗疫正处于关键阶段，支
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
作、支持挽救生命。中国呼吁国际
社会加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资
金投入，调动全球资源，打赢疫情阻
击战。

第三，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
生体系薄弱，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
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应向非洲
国家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
持。中国已向 50 多个非洲国家和
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专
门派出了 5 个医疗专家组。目前，
常驻非洲的 46 支中国医疗队正在
投入当地的抗疫行动。

第四，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
一次。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
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
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
物资储备中心。中国支持在全球疫
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
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
这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
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
则。

第五，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有

条件的国家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建
议，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复学。要加
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
复世界经济。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人类是
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
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
艾 滋 病 、埃 博 拉 、禽 流 感 、甲 型
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取得的重要
经验，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
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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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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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致辞
强调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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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宣布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实际举措，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 记者 贺晔

“遗体和人体器官（包括角膜、皮
肤、骨骼等组织）捐献是挽救器官衰
竭患者生命、服务医学发展、展现人
性光辉、传递人间大爱的高尚事业，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谈起
今年两会提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王海京再次强调
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

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各级红十字
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等
工作”，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我国
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重视，也为红
十字会在全国层面正式参与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

此后两年，经过反复协调沟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卫生部于
2009 年 8 月 25 日联合召开全国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2010 年 3
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受原卫生
部委托在全国试点启动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当时，王海京担任中国红十字
会秘书长，后又长期担任中国红十

字会副会长，是中国红十字会参与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亲历者和见证
人，他评价：“中国红十字会顺应社
会需要、履行自身职责、接受政府委
托、依据法律授权逐步参与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3 年 2 月，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在全国推开。2015年，中国实现
了器官来源转型，公民捐献成为唯
一合法的来源渠道。

2017年5月8日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实施，
将“参与、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列
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之一。

截至目前，全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人数超过 200 万人，累计
实现捐献 2.8万余例，捐献器官 8.3
万余个，挽救了8万余患者的生命。

今年两会期间，王海京携《关于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立法的提案》
上会。他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参与、
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成绩显著，

“但是器官短缺问题依然严重”。
为此，他列出了一组令人心惊

的数字：临床治疗中，我国每年因器
官衰竭等待移植的患者超过 30 万

人，但捐献的器官只有 1.7万余个，
只有不到6%的患者能够实现移植，
大部分患者在等待中去世。

“缓解器官短缺问题，挽救更多
患者生命，亟需破解一些难题。”王
海京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已无法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要，“条例对人体器官移植进
行了规范，但缺乏对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的相关规定。可是，没有捐
献哪来移植？”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推动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过程中发现，缺乏国
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支持不
足，制约了该事业的长远发展。”王
海京一一列举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
实际需求：需要从法律上明确捐受
双方的权利义务；需要规范器官捐
献的程序、运输与分配等制度；需要
明确卫生、教育、药监、民政、公安、
交通等各部门的职责，实现部门密
切配合，高效运转；需要国家政策支
持，优化捐献流程，加强人文关怀，
解除捐献者顾虑，等等。

“国际上，很多国家如美国、西

班牙等都有器官捐献方面的专门立
法。”王海京强调，目前，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已经在全国推开，各
级地方红十字会纷纷参与并推动出
台地方性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
例，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从各省
情况看，全国 31 个省（区、市）均开
展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10
个省（市）和5个副省级城市有了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法规，为
国家立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海京在提案中建议，由全国
人大牵头制定我国的《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法》，把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作为一项国家事业，提升权威性
和公信力，更好地动员全社会参与；
进一步厘清相关部门职责，明确支
持政策，强化保障措施，统筹高效推
进；保护捐受双方的合法权益，打击
和惩戒可能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

“制定并出台《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法》，将弥补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国家立法的空白，对完善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健
康，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王海京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王海京提交提案，建议制定《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法》

弥补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国家立法空白

5月18日21时47分，云南省
巧家县小河镇发生5.0级地震，主
要影响 2 镇（小河镇、新店镇）27
个村（社区）22320户78898人。5
月19日，云南省红十字会紧急调
拨的救灾物资到达灾区，市、县红
十字会前方工作组第一时间奔赴
小河镇的垭口、普谷、瓦房村等
地，及时将物资发放到受灾群众
手中。

5 月 20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调拨“家庭包”1000套、毛巾被
1000 床驰援灾区。昭通市红十
字会迅速招募昭通高速公路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和华山眼科医院的
20余名党员志愿者搬运、整理物
资。 （林辉平 邱馨平）

驰 援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14日召开
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落地见效，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境外疫情形势
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
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

本报讯 （红基会）5月 20 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线上发布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向社会各界汇报
2019年度中国红基会的整体工作
情况。

2019年中国红基会年度收入
7.61亿元，公益支出6.967亿元；接
收 捐 赠 2508.1885 万 笔 ，其 中
2508.1133万笔来自个人，752笔来
自企业和机构。 （详见四版）

中国红基会在线发布2019年度工作报告

本报讯 （涂文涛）5月 18 日，
湖北省红十字会系统 2020年度工
作部署暨党风廉政建设视频会议
在武汉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落实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总结 2019年度工作，
安排部署 2020年度工作及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出席会议并讲
话。

高勤要求，做好 2020 年度工
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中国红十字会十一大精神，围
绕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好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

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落实
的自觉性；要扭住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改革推进、“三救三献”核心
业务和基层基础建设关键环节，切
实增强抓落实的针对性；要明确任
务、压实责任、领导带头、务实作
风，切实增强抓落实的时效性；要
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会上，武汉市红十字会围绕疫
情防控社会捐赠工作、襄阳市红十
字会围绕改革工作、宜昌市红十字
会围绕基层组织建设分别交流发
言，咸宁市红十字会围绕落实会议
精神，抓好年度工作作表态发言。

湖北省红十字会机关及直属
单位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州、
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派驻纪检监察组有关人员在
各地分会场参会。

湖北红会召开工作部署暨党风廉政建设会

本报讯 （金桥）5月 14 日，山
东省红十字会及济南、烟台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看望慰问援鄂医疗
队队员张静静家属。

工作组对张静静的不幸去世
表示沉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亲切
问候，并转赠捐赠款物54万元。

张静静的丈夫韩文涛代表家
属接受捐赠，对党和政府以及社会
各界的关心关爱表示衷心感谢。

张静静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护士，是山东省第一批支援湖北的

医疗队员，执行援鄂任务 56 天后
返回济南，按规定集中医学观察期
满，即将返家休息时，突发心脏骤
停，经全力救治无效，于 2020 年 4
月6日逝世。

张静静去世后，社会各界通过
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其亲属的诚挚
慰问。山东省红十字会积极协调
济南、烟台市红十字会和齐鲁医
院，充分考虑疫情防控和家属实际
情况，主动服务，使社会各界的捐
赠尽快落实。

山东红会慰问援鄂医疗队队员张静静家属

本报讯（辽红）5月8日上午，
2020年辽宁省暨营口市红十字博
爱周红十字文化“云传播”活动在
营口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
馆启动。辽宁广播电视台官方新

媒体平台“北斗融媒”APP、快手
号、微博现场直播，“云参观”中国
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馆。辽宁
省各级红十字会以多种形式传播
红十字文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辽宁红会“云传播”红十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