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复破损的国际关系需耐心互信
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1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
通过视频发表演讲。演讲
中，他对中国“十三五”时期
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三十年来，中国实现了世
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
续高速增长。中国为国际
合作的发展做出了越来越
大的贡献”。

“我赞同中国长期以来
的信念，即发展国家之间的
利益汇合点，建立坚实的共
同利益基础，并在此基础
上，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大
变局中，构建利益共同体。”
布朗认为，保护主义、民粹
主义和民族主义带来的是

更多的关税、更多的壁垒和
更多的孤立主义，把世界分
裂为一个个孤岛。

“即使我们都遭受同样
的疫情、同样的衰退，并且
都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面
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这一事实，我们仍然看
到了疫苗问题上的民族主
义 和 卫 生 领 域 的 保 护 主
义。”对此，布朗提出一个

“尽可能合作’的议程，即
找到各国有共同利益、且
通 过 加 强 合 作 来 管 理 竞
争，甚至管理潜在冲突的
领域。

（侯梦菲）

中国为国际合作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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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前总统、21世纪
理事会主席埃内斯托?塞迪
略?庞塞?德莱昂通过视频
做了主旨演讲。他从时任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2003年发表的一篇演讲《道
路的岔口》说起，表达了对
当前世界形势的担忧。

他说，当今世界面临着
极具挑战性的局势，全球大
国如果选择摒弃基于规则
的国际体系，无视国际合作
的价值，让单边主义重新抬
头，一味扩大军事能力，而
不是关注外交和民生等，则
很容易造成巨大的、不必要
的和无谓的人类苦难，甚至

造成比过去（两次世界大战
和一次大萧条）更加严重的
后果。

他认为，全球大国和开
明的新兴国家应果断携手
走通向国际和平与繁荣的
道路，那是最有可能对所有
国家都有利的道路。他表
示，修复破损的国际关系和
合作需要耐心、外交技巧和
互相信任，多边体系的重建
和完善，需要各方的善意和
努力。

“其他国家都要肩负起
重大责任，中国肯定是这
样。”他说。

（丰西西）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梅
加瓦蒂通过视频发表了主
旨演讲。她首先对中国快
速有效应地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传播及其对社会经济
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和对
策表示赞赏。

她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
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在这种
情况下，各国更需要彼此帮
助，而不能再发生更多冲突。

在她看来，中国在抗击
疫情中所采取的措施与中
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分不开的。“国际社
会要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
式理解中国的崛起，让中国
有机会体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为世界作出贡
献。”梅加瓦蒂呼吁。

她表示，在疫情期间，
国际社会需要更好的合作，
通过互助合作塑造一个新
的社会。“我确定，世界上几
乎所有人都渴望一种世界
秩序，即包含永恒和社会正
义的世界和平。”她说。

（张豪）

国际社会需要更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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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系列活动之一
——“读懂广州”专题对话会举办，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与
城市综合功能升级”和“文化强国建设与湾区文化综合实
力提升”主题，邀请专家学者对广州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

“只有读懂广州，才能读懂中国”

在“创新驱动发展与城市综合功能升级”专题对话会上，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以下简称“国创会”）常务副
会长李君如表示，只有读懂广州，才能更好地读懂中国。

在李君如看来，广州是一座现代与传统并存、创新与
守正并存、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并存的城市。它不断往前
走，又能够不断地调整自己、完善自己，这三个特质让这座
城市显得很“可爱”。

“广州未来如何发展？创新、改革、开放是三大关键
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国家
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原司长赵艾表示，广州是中国现代
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要讲广州的故事、要有广州的
声音、要发现广州的发展模式。

“如果能把创新、改革、开放三篇文章做好，任何一个
城市发展前途都是不可低估的。”赵艾表示，广州实现老城
市新活力、推动“四个出新出彩”的亮点在于“变”。广州能
有今天靠的是变，广州开拓未来也是靠着变。

国创会副理事长、原国土资源部调控监测司司长刘
随臣认为，近年来，广州通过“三旧改造”、城市更新，让
城市焕发新貌，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城市活力也
注入了新的内容。未来，广州应该做好国土空间规划、
发挥市场力量、注重文化传承，在城市更新方面继续走
在全国前列。

“把‘老’理解透，‘新’才有活力”

在“文化强国建设与湾区文化综合实力提升”专题对
话会上，国创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认为，广州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对文化的重视。未来广州的文化
建设要有更高远的立意，让文化深深融入到广州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之中。

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
为，广州历史文化悠久，只有把“老”理解得更透之后，“新”
才能有活力。他认为，广州未来追求的是数字文明时代的
可大可久之道，把农业文明、数字文明、工业文明融为一
体，召唤融合古今的新文明。

国创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认为，
广州文化建设的未来有三个关键词：创新发展，数字赋能
和传统文化优势。他表示，广州应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
续往前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从而推动广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
个新台阶。

专家学者为广州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广州发展“关键词”：
创新、改革和开放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李焕坤 柳卓楠

读读懂广州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
原市长黄奇帆围绕疫情之后全球
经济该如何合作、复苏分享了自
己的观点。

他表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以
自身行动来促进全球经济合作、
推动经济复苏开出新药方。

他表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下，中国经济战略将以实现进出口
平衡为目标，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
加进口，国内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
必将带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
国强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
有助于自身创新能力，也有助于
增强全球科技和产业合作；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
完善，要素资源将在更高水平上
实现优化配置，经济增长更可持
续；中国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创
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中国将实施
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
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张豪）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复苏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7

“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对整
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40年多来，按购买力平价来算，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
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和出
口国。”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
罗夫说。

他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广东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40年
来，广东的深圳经济特区从原来
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在全世界
的创新和科技方面都具有重要的
影响力。随着高科技产业集群的
发展，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
成为世界高科技、创新和经济活
动的中心。他特别指出，目前广

东的经济发展正在为中国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诺罗夫点赞了中国“十三五”
期间所取得重大成果，他指出，这
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 5500
多万人脱贫，中国为全球扶贫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扶贫
的宝贵经验，正在许多国家得
到推广。

诺罗夫特别强调，到今年年
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将近
15万亿美元。尽管疫情仍在持续
蔓延，但中国已成为唯一的有着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第三
季度的GDP增长率为4.9％，这对
稳定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符畅）

广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6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
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
务副校长郑必坚的演讲以两个

“出乎意料”开始——“出乎预
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疫灾，打
乱了全人类进入 21世纪第三
个10年之际的发展进程和一
切预期；又出乎预料，一股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
思潮，及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
潮，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
定性。”

“ 世 界 进 入‘ 动 荡 变 革
期’。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

‘大变局’。”郑必坚说，“大变
局”本身，意味着“大考验”。面
对严重逆动，中国从容布局，集
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将在危
机中抓转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还将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与世界
各国“大合作”，打开更加广阔
的天地。

郑必坚说，中国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中
国仍然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
开放，稳定产业供应链，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中国
人的战略心胸，也是中国人的
战略远见”。

（侯梦菲）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
主旨演讲中表示，“十三五”时
期，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一些前沿领域开始
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但与
发达国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可以看到国家
对科技创新认识的与时俱进和
不断深入，也反映出科技创新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凸显。”白春礼认为，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
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
强 作 为 国 家 发 展 的 战 略 支
撑”，是新提法、新要求，是
对科技创新给予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

他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不
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与开
放创新辩证统一，“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可以让我们在更
高水平上更好地参与国际开
放合作，为世界科技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为应对全球性
挑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李焕坤）

相约广州，读懂中国。20日下午，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幕。在开幕式上，
7名中外嘉宾围绕“大变局、大考验、大合作——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进行主旨演讲。

文字统筹/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本版图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上，7名中外嘉宾发表主旨演讲

“大变局”“大考验”下
世界需要更好的合作

科技自立自强
不是关门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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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白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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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中国主题纪录
片展映”20日在广州举办。作为
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
州）活动之一，活动展映了9部中
国主题纪录片和短视频节目，旨
在从多维度讲述中国故事，生动
阐释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美好图景，
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纪录片《火车上的中国》展示
了高铁带来的生活变化、中国高
铁科技创新和对世界的积极贡
献，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
和中国发展惠及世界的未来蓝

图。《高考2020》则通过发生在武
汉、北京、上海、南京和鄂尔多斯
5座城市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中
国人疫情期间的高考经历，向世
界传递了抗击疫情的中国信心与
经验。

主办方表示，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为
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时代大变局和
大挑战下实现合作提供了强大支
撑。本次纪录片展映为世界各国
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提供了窗口，
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的纪录片讲
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纪录片讲述中国故事纪录中国纪录中国

中国在变局中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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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

20日，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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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忙战疫临时缺席
上演现实版“读懂中国”

抗疫名医把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丰西西、罗仕报道：21日，

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进入第二天，本应
作为嘉宾到会发言的“抗疫明星”——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今天上午缺席了。随后
的新闻报道显示，他在上海。

根据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先前的安排，
张文宏今天上午参加“研讨会五：互联网与美丽中国健康中
国”，今天下午参加“研讨会十：疫情下生命与健康教育创
新实践”。

“抗疫明星”自然备受关注。但当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
众记者今天上午到达会场后，发现“研讨会五：互联网与美
丽中国健康中国”的发言嘉宾名册中没有张文宏的名字。
随后，记者确认张文宏缺席了今天上午的研讨会。

张文宏究竟在哪儿？另一条被各大新闻客户端弹窗推
送的新闻给出了答案。今天上午9时，上海市举行第87场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文宏以上海
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新闻发布
会。昨天——11月20日0时至24时，上海新增两例本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虽然张文宏主任没有到场让大家感到有一些遗憾，但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家都能理解。”参加“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的上海琨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辛增群今
天上午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抗疫
工作指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提出“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
代价”。张文宏缺席“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本身是一幕现
实版的“读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