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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設新機制 推進疫苗公平分配
出席全球健康峰會發表重要講話 承諾五方面支持全球團結抗疫習

近
平
：

習近平指出，一年多來，新冠肺炎疫情
起伏反覆，百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大

流行仍在肆虐。早日戰勝疫情、恢復經濟增
長，是國際社會首要任務。二十國集團成員
應該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扛起責任，着力提高
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能力和水平。

提5點意見彌合免疫鴻溝
習近平提出5點意見：
第一，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抗擊疫情是為了人民，也必須依靠人
民，必須以極大的政治擔當和勇氣，以非
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切實尊重每個人的
生命價值和尊嚴，保證人民群眾生活少受
影響、社會秩序總體正常。
第二，堅持科學施策，統籌系統應對。
要統籌藥物和非藥物干預措施，統籌常
態化精準防控和應急處置，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二十國集團成員要採取
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維護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安全順暢運轉，繼續支持發展中國
家尤其是困難特別大的脆弱國家。
第三，堅持同舟共濟，倡導團結合作。
要秉持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堅決
反對各種政治化、標籤化、污名化的企
圖。搞政治操弄絲毫無助於本國抗疫，只
會擾亂國際抗疫合作，給世界各國人民帶
來更大傷害。
第四，堅持公平合理，彌合「免疫鴻

溝」。
要摒棄「疫苗民族主義」，解決好疫苗

產能和分配問題，增強發展中國家的可及
性和可負擔性。疫苗研發和生產大國要負
起責任，多提供一些疫苗給有急需的發展
中國家。多邊金融機構應該為發展中國家
採購疫苗提供融資支持。世界衞生組織要

加速推進「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第五，堅持標本兼治，完善治理體系。
要加強和發揮聯合國和世界衞生組織作

用，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更好反映發展中
國家合理訴求。要提高監測預警和應急反
應能力、重大疫情救治能力、應急物資儲
備和保障能力、打擊虛假信息能力、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支持能力。

再提供30億美元國際援助
為繼續支持全球團結抗疫，習近平宣

布：

．中國將在未來3年內再提供30億美元國
際援助，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抗疫和恢
復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已向全球供應3億劑疫苗，將盡己
所能對外提供更多疫苗。

．中國支持本國疫苗企業向發展中國家進
行技術轉讓，開展合作生產。

．中國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識產權
豁免，也支持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
早日就此作出決定。

．中國倡議設立疫苗合作國際論壇，由疫
苗生產研發國家、企業、利益攸關方一
道探討如何推進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
配。

習近平最後強調，讓我們攜手並肩，共
同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共同守
護人類健康美好未來！
全球健康峰會由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意大

利和歐盟委員會聯合倡議舉辦。會議以視
頻方式進行，主要討論合作應對疫情、加
強今後大流行防範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月21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在

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共建人類衞生健康

共同體》的重要講話。習近平在講話中宣布，中國倡議設立疫苗合作國際

論壇，由疫苗生產研發國家、企業、利益攸關方一道探討如何推進全球疫

苗公平合理分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5月
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巴基斯坦
總統阿爾維就中巴建交70周年互致賀
電。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中國和巴基斯

坦是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堅定支
持。兩國互信和友誼歷經70年國際風
雲變幻考驗，始終堅如磐石。近年來，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巴經濟走廊建設
取得顯著成效，給兩國人民帶來重要福
祉，為地區繁榮增添強勁動力。新冠肺
炎疫情面前，中國和巴基斯坦患難與
共、真誠互助，兩國「鐵桿」情誼得到
進一步昇華。

習近平強調，我高度重視中巴關係發
展，願同你一道努力，深化兩國戰略溝
通和務實合作，推動中巴經濟走廊高質
量運行，攜手構建新時代更加緊密的中
巴命運共同體，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祝中巴友誼萬古長青。
阿爾維在賀電中表示，70年來，巴中
兩國始終團結一致，相互信任，相互尊
重，相互支持，同甘共苦。在習近平主
席的堅強領導下，巴中關係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加強大、牢固和生機勃勃。巴
方非常感謝中方為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的寶貴支持，願同中方密切協調辦
好慶祝建交70周年慶祝活動，增進兩
國人民對巴中關係深度、廣度和生命力

的理解，努力將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成為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工程，
打造新時代更加緊密的巴中命運共同
體。
同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巴基

斯坦總理伊姆蘭互致賀電。李克強在賀
電中說，中方始終將巴基斯坦置於外交
政策的優先方向，願同巴方共同努力，
推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下
一個70年裏邁上更高水平。
伊姆蘭在賀電中說，巴基斯坦政府堅

定致力於加快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
願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動巴中全天候戰略
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入發展，為兩國人
民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 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歐投資協定不是誰對誰的恩賜。中
方始終抱有誠意促進雙方合作，希望歐方
與我們相向而行，少一些情緒宣洩，多一
些理性思考，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確決
定。
有記者提問，歐洲議會已通過有關凍結
批准中歐投資協定的動議，將中國撤銷對
歐方制裁作為批准有關協定的前提。中方
對此有何回應？對中歐投資協定的前景持
何態度？
趙立堅表示，歐盟不顧中方嚴正立場和

強烈反對，基於謊言和虛假信息，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執意作出單邊制裁的錯誤
決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違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損害中歐關
係。中方對惡意傳播涉疆謊言和虛假信
息，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利益的歐盟有關
機構和人員實施制裁，是維護自身利益的
需要，也是對歐方搞制裁對抗作出的必
要、正當回應。
趙立堅指出，歐方無理制裁導致當前中

歐關係出現困難，這是中方不願看到的，
責任不在中方。希望歐方認真反思。我們
有發展中歐關係的誠意，也會堅定維護自

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制裁對抗無助
於問題的解決，也不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的相處之道，對話合作才是正道。「解鈴
還需繫鈴人」。歐方應該立即停止干涉中
國內政，放棄對抗性做法，通過對話溝通
妥善管控分歧，推動中歐關係克服當前困
難，重回對話合作的正確軌道。
他進一步強調，中歐投資協定是一份平

衡、互利共贏的協定，不是誰對誰的恩
賜。中方始終抱有誠意促進雙方合作，希
望歐方與我們相向而行，少一些情緒宣
洩，多一些理性思考，作出符合自身利益
的正確決定。

中巴建交70周年 習近平：互信始終堅如磐石

中方：中歐投資協定不是誰對誰的恩賜

歐洲議會於當地時間
5月20日大比數通過決
議，凍結審議中歐投資
協定，直至中國先解除
今年3月對歐洲議會個
別議員的反制裁措施。

相關學者認為，雖然該審議不具備法律效
力，但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中歐投資協定的
進程。

據歐洲議會官網發布新聞，該決議於20
日以599票贊成、30票反對和58票棄權的
表決結果獲准通過。目前，歐盟及歐盟27
個成員國政府都未表態支持「凍結」協
定，此前德國總理默克爾更是多次公開捍
衛中歐投資協定，德國經濟部長也表態保
留協定，一些德國商界人士也直言：「我
們不能脫鈎，中國太大太重要了，不能簡
單地一走了之。」

凍結審議，中歐投資協定前景如何？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

讓·莫內講席教授丁純21日接受記者採訪
時指出，不必把「凍結」審議中歐投資協
定的動議看得過於嚴重，因為不具有非常
強的法律意義。但要注意「凍結」本身所
釋放的意涵，畢竟該協定需要獲得歐洲議

會的批准才能生效，顯然現在的氛圍不利
於審議中歐投資協定。

「凍結」審議對中歐投資協定會造成哪些
實質性影響？丁純認為，這取決於後續發展
的兩個方面：第一，「解鈴還須繫鈴人」。
從長遠來說，該協定有利於中歐根本利益，
永遠「凍結」審議對雙方沒有好處，這或許
也是為什麼歐盟理事會、歐委會或歐盟主要
領導人至今對「凍結」沒有明確回應的緣故。

第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三方，也就
是美國的影響。美國顯然對於中歐投資協
定持負面態度，歐洲議會的決議中也提到
要加強與美國在對華問題上的合作。這反

映出歐洲部分人的想法和觀點，即希望重
回「大西洋蜜月期」，與美國聯手施壓中
國。但這不是符合歐洲戰略利益和戰略自
主的共識性的觀點。

丁純表示，從某種意義而言，歐洲議會
當中的相關團體想要給中歐投資協定「踩
剎車」，至於能否剎得住？還需要看歐洲
民眾、政黨和政治家及工商界後續抉擇。
總體來看，情況不至於那麼悲觀，目前只
是博弈當中的某一個階段，中歐投資協定
還沒有完全「死掉」，不過「凍結」審議
的確也會給協定正常的簽署和推進，帶來
一定的困難和不確定性。 ●中通社

中歐投資協定「凍結」審議影響幾何？

●昨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共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重要講
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1日發表《西藏和平解放與繁榮發展》白皮書。白皮
書指出，對於西方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和十
四世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
國人民堅定維護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同任何分
裂勢力、反華勢力進行堅決鬥爭。

達賴集團從未放棄「藏獨」圖謀
白皮書全文約2.3萬字，包括前言、正文和結束
語。正文包含十個方面，涉及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實
現和平解放、社會制度的歷史跨越、各項事業加快發
展、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保護和發
展、民族宗教工作成效顯著、生態安全屏障日益堅
實、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新時代新征程
等。
白皮書強調，長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從未停止利

用所謂「西藏問題」擾亂遏制中國，十四世達賴集團
從未放棄過「西藏獨立」的圖謀，不斷製造事端，危
害西藏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中間道路」不符歷史有違人民根本利益
關於十四世達賴集團提出的所謂「中間道路」，其

核心內容包含不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宣稱
「西藏歷史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圖謀建立歷
史上從不存在的所謂「大藏區」，要將西藏、四川、
雲南、甘肅、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區合併建立
所謂統一的行政區等。白皮書直指，「中間道路」既
不符合中國的歷史、現實、憲法、法律、基本制度，
也不符合西藏的歷史、現實和民族關係，更有違包括
藏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央曾10次同意達賴回國但其屢辜負期望
白皮書說，十四世達賴叛逃後，中央政府始終是仁
至義盡、給予出路，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
一直保留到1964年。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為十四
世達賴改正錯誤指明出路，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
分先後」，邀請他派人回國探親參觀。1979年至
2002年，中央政府13次接待十四世達賴的私人代
表，2002年至2010年，又10次同意他們回國。然而
十四世達賴屢屢辜負中央期望，始終沒有從根本上放
棄其政治主張。
白皮書指出，西藏高舉憲法法律旗幟，堅決抵制十
四世達賴集團的滲透破壞活動，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
結進步創建，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我
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
適應，形成了維護穩定的銅牆鐵壁。

●●今年一季度今年一季度，，歐元區和歐盟經濟分別環比下降歐元區和歐盟經濟分別環比下降00..66%%和和00..44%%，，均為連均為連
續第二個季度下滑續第二個季度下滑。。圖為人們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購物街上圖為人們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購物街上。。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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