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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分析国

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 3月 27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审议《关于 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等情况的汇报》和《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3 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前经济形势的汇报，研究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决定将有关意

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会议认为，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情防

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成绩来之不易。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

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

到严重冲击，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挑战。要

因应国内外疫情防控新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把重点放在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上来，保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详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 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3月 18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境

外疫情扩散蔓延及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给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

战。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

对举措，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详细】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 让青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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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月 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

体“90 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

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

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

你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

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详细】

■新闻聚焦

编者按：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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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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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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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

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

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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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习近平首先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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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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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会议议题提出 4 点倡议。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

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第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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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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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

■ 专家解读·携手应对疫情对世界发展的冲击和挑战

携手战“疫”，习近平“四点倡议”展示大国责任担当

国家主席习近平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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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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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峰会是 G20历史上首次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也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习近

平主席出席的首场重大多边活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多位知名

专家解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倡议”以及峰会达成的积极成果。【详细】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议者和践行者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凸显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议者和践行者。中国疫情防控

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国内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中方的努力为全世界抗击疫情付出巨

大牺牲，赢得宝贵时间，作出重要贡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持续蔓延

扩散，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协力开展抗疫斗争。从具体行动看，中

国发布了 7 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6 版防控方案。中国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

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防控策略、临床诊治、密接追踪

等各个方面分享中方的经验作法，为外国同行提出建议。中国还在力所能及情况下，向其

他国家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派遣专家团队。【详细】

中国战“疫”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

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

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当

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危害各国人民健康安全，全球疫情防治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和沉重

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前

瞻意识，还为人类共同应对重大传染疾病等安全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327/c64094-31650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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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

大考。”实际上，这次战“疫”不仅是对中国的一次大考，更是对全世界的一次大考、人

类整体的一次大考。【详细】

携手应对疫情对世界发展的冲击和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疫情冲击经济运行，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面

临经济下行压力，但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孕育着恢复性增长潜力。疫

情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波折，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疫情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认识

到，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亟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对世界发展的冲击不断扩大和加深。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上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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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准确判

断疫情给世界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危中寻机、转危为机，以开放合作的实际行动抵御

疫情的影响，携手抗疫、共克时艰。【详细】

■ 重要评论·向世界发出稳定全球经济的理性声音

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3月 26日晚，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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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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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抗疫传递了强大信心，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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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有力防控措

施，取得显著成效，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各国最终战胜疫情增添了希

望和力量。【详细】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27/c40531-31651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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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发出稳定全球经济的理性声音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不仅严重危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还对全球经

济、金融、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北京时间 3月 26日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

别峰会举行，就疫情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协调、加强团结合作。在会后联合声明中，与会各

国领导人共同表示正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支持经济，保护劳动者、企业，同时努力确

保重要医疗用品、关键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动等问题。这次在特殊时间

节点举行的会议，无疑将极大增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信心，向世界发出稳定全球经济的

理性声音。【详细】

世界人民的团结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有力武器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正践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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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了一

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与此同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

组织以及近百个国家提供援助，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国际社会抗疫努力。中国采取的有效

措施，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在这次 G20特别峰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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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详细】

G20 如何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

加强 G20 宏观政策协调需要从多方面着力。不仅要加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的货币

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而且要加强各成员国内部的货币政策与财

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协调，还要加强 G20 与各国际组织之间的政策协调力度。只有加强 G20

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才能用好 5万亿美元，处理好控疫情与谋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如

此，还需要开启 G20 卫生部长会议，加强卫生部长与央行行长和财长的政策协调，制定

G20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行动计划，完善和夯实 G20 机制，并加强机制化建设，努力

减少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详细】

■ 学习文选·知识问答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28/c40531-31652046.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28/c40531-31652046.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31/c40531-31654844.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401/c40531-31656602.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401/c40531-31656602.html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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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把（ ）作为当前乃至较长一段时间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增强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筑起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坚固防线，不能出现任何漏洞

A.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B. 严防疫情反弹

C. 严防无症状感染

D. 严防群体性感染

2. 党中央特别考虑到了（ ），出台一系列措施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广大中小

企业要发扬企业家精神，顽强拼搏，攻坚克难，努力战胜疫情挑战

A. 国有企业

B. 中小企业

C. 大型企业

D. 民营企业

3. 要因应国内外疫情防控新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把重点放在

（ ）上来，保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

A. 外防输入、内防聚集

B. 外防输出、内防反弹

C. 内防输入、外防反弹

D.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4. 要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成效。要毫不放

松抓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做好医疗救治工作，加强对重症患者（ ），最大限

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A. 精准救治

B. 精确施治

C. 精准治疗

D. 精准施治

5. 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各地区各部门要（ ），统筹推进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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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

打好三大攻坚战

A. 迎难而上、坚定信心、主动作为

B. 主动作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C.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D. 坚定信心、主动作为、迎难而上

本期答案 1、A 2、B 3、D 4、D 5、C

■ 编读往来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学习文选》愿意听，您的想法

对《党政干部学习文选》很重要！

我们开辟“编读往来”这个栏目，旨在加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只有

一个：把文选办得更好，满足读者和网友的需求。它是我们与您沟通交流的使者。如果您

对我们的文选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对某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您都可以点击留言处畅所欲

言。对于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您的参与定会成为推动杂志更快更好发展的动力，我

们期待着您的参与！>>>留言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4319/index.html
mailto:lilun@people.cn
http://cpc.peopl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