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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 21 日

上午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

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历史告诉我

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

进的车轮。面对重重挑战，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犹疑退缩，而是要坚

定信心、激流勇进。

习近平强调，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

方法是和衷共济。过去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作出了艰苦努力。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

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我们要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人类彻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还需付出艰苦努力。各国要相互支持，加强防疫措施协调，完善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形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国际合力。要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

产品的属性，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国已经向

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1亿剂疫苗，将继续向非洲、东盟分

别援助6亿剂、1.5亿剂疫苗，为弥合“免疫鸿沟”作出积极努力。

——我们要共同促进经济复苏。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

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全球平衡、协调、

包容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突出位

置，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合作，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稳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

——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

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

21 世纪安全挑战。中方愿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

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

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

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

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

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

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

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

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

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我们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

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

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

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

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尤其

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

习近平强调，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总体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成就了“亚洲奇迹”。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们要继续把亚洲

发展好、建设好，展现亚洲的韧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

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

第一，坚定维护亚洲和平。今天，亚洲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万隆精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等原则，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积极推动亚洲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有效提升了地区硬联通、软联通水平。要以此为契

机，推动亚洲形成更加开放的大市场，促进亚洲共赢合作迈出新步伐。

第三，共同促进亚洲团结。要巩固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

位，维护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区域秩序。国家无论大小强

弱，无论域内域外，都应该为亚洲添彩而不添乱，都要共走和平发展大

道，共谋合作共赢大计，共创团结进步的亚洲大家庭。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不会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提供强大动能，为各国提供

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中国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

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最后说，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只要

我们携手同心、行而不辍，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共赢的伟力，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迎来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各国要坚定信心 同心合力 和衷共济 合作开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 4月 21日电 近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就气候变化问题复信英国弗朗西

斯·霍兰德学校小学生。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

个共同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重

自然、热爱自然。我对应对气候变化高度

重视，一直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理念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我们要求

全社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

境，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中

国 正 在 开 展 前 所 未 有 的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行

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还将继续取得更

大成果。

习近平表示，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十

分重视生态文明教育，中国小学生们都从

点 滴 小 事 做 起 ，养 成 节 能 环 保 的 良 好 习

惯，学习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欢迎你们有

机会来到中国，参观世界上最大的风电站

和太阳能电站、面积最广阔的人工林和风

光 秀 丽 的 国 家 公 园 。 欢 迎 你 们 同 中 国 的

小学生们进行交流，让绿色发展理念在心

中扎下根，长大后成为人类美好家园的积

极建设者。

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是位于伦敦的

一所国际化女校，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鼓励

学 生 关 注 环 境 保 护 和 气 候 变 化 议 题 。 日

前，该校四年级学生集体致信习近平主席，

表达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

习近平就气候变化问题复信英国小学生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

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4

月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人类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

创未来。这是世纪疫情之下，负责任的东

方大国再一次向世界发出时代强音。

当前，疫情阴霾仍未退散，人类彻底战

胜新冠病毒还需付出艰苦努力，特别需要

各国之间相互支持。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

告诉我们，战胜病毒要靠科学、靠合作。

1918 年大流感席卷全球，各国在合力抗疫

中促进了现代医学发展，也深刻认识到建

立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性。20 世纪 60 年

代，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天花根除规划，各

国都参与其中，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根除

了天花。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始终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倾力推进全球抗疫合作。

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核

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组织全球不同地

区专家学者召开疫情防控视频会议；第一

时间将大力研发的新冠疫苗供应全球，受

到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中

国将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

地分享给全球，用行动阐释世界唇齿相依，

用风度展现大国担当。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各国还同时

面临社会经济变动的严峻挑战。要实现全

球局势稳定向好，更需要坚持全球化，坚持

开放合作，尤其是以科技合作增强动能，促

进共同发展。全球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

机会，各国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都应该

进一步加强而非阻碍合作创新。

科技创新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虽然

有的国家采取限制措施，试图阻碍知识、技

术、数据、资金、人才的流动，但国际社会有

识之士早已指出，这终将损害全人类的长

远利益。在各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加强

交流合作，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世

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应该携起手来，为应对

气候、环境、能源、卫生等全球性难题提供

解决方案，为科技交流提供良好环境，共同

推动全球创新事业，谋求人类进步和可持

续发展。

世界风云，潮起潮落，合则多赢，斗则

俱伤。无论是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促进经

济复苏，还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应对全

球治理挑战，各国唯有同心合力，和衷共

济，才能尽快走出阴霾，迎来人类更加光明

美好的未来。

顺应时代潮流 携手共创未来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各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同各位新老朋友再次在“云端”相

聚，共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首

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对出席年会的嘉宾，表示诚挚的欢

迎！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

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还未走出世纪

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

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

剧的矛盾；气候变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补，

数字治理等新课题又摆在我们面前。在这

样的背景下，论坛年会以“疫情与世界：共

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为主题，具有

重要意义。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人类历

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

矛盾并不可怕，正是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进

步。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

轮。面对重重挑战，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犹

疑退缩，而是要坚定信心、激流勇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

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过去两

年多来，国际社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

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作出了艰苦努

力。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

开创未来。

——我们要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前

提。人类彻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还需付出艰

苦努力。各国要相互支持，加强防疫措施协

调，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形成应对疫情的

强大国际合力。要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的属性，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

和可负担性。中国已经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超过 21亿剂疫苗。无论是对外提

供疫苗还是海外生产疫苗，中国都言必信、行

必果。中国将继续向非洲、东盟分别援助 6亿

剂、1.5 亿剂疫苗，为弥合“免疫鸿沟”作出积

极努力。

——我们要共同促进经济复苏。新冠肺

炎疫情对过去 10年全球减贫成果造成重大冲

击，复苏不均衡加剧全球不平等，南北鸿沟持

续扩大。我们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运用科技增强动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防止一些国家政策调整产生严重负

面外溢效应，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

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发展、保障

民生置于突出位置，实施政策、采取措施、开

展行动都要把是否有利于民生福祉放在第一

位。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紧迫需求，围绕减贫、

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

务实合作，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去年，我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得到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和近百个国家响应和支持。我

们正在同国际社会一道，稳步推进倡议落地

落实。

——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治

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

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事实再次证

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

只会加剧 21世纪安全挑战。为了促进世界安

危与共，中方愿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我们

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

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

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

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

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

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

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

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

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

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

性问题。

——我们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世

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

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

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国际社

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

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

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

人也会受损。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极端

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脱钩、断

供、极限施压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

搞“小圈子”、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对立对抗

也都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要践行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

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

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尤其要作

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

治，展现大国的样子。 （下转第二版）

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22年 4月 21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4月21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4月 21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
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