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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

近平27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

话。

习近平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

度， 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

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 包括第一时

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 毫无保留

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 并尽己

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同国际社会一道战

胜这场疫情。

习近平指出， 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

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

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 昨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达成不少共识，

取得积极成果。 希望各方加强协调和合

作，把特别峰会成果落到实处，为加强抗

疫国际合作、 稳定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

力。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一道，

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

防控信息和经验交流共享， 加快科研攻

关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保民

生，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习近平应询详细介绍了中方为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的举措。 习近平

强调， 我十分关注和担心美国疫情发

展，也注意到总统先生正在采取一系列

政策举措。 中国人民真诚希望美国早日

控制住疫情蔓延势头，减少疫情给美国

人民带来的损失。 中方对开展国际防控

合作一向持积极态度。 当前情况下，中

美应该团结抗疫。 中美两国卫生部门和

防控专家就国际疫情形势、中美防控合

作一直保持着沟通，中方愿继续毫无保

留同美方分享信息和经验。 中国一些省

市和企业纷纷在向美方提供医疗物资

援助。 中方理解美方当前的困难处境，

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习近平强调，

目前在美国仍有大量中国公民包括留

学生。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他们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维护好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

在一个重要关口。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

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在

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

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

系。

特朗普表示， 我认真聆听了主席先

生昨天晚上在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上的

讲话， 我和各国领导人都赞赏你提出的

看法和倡议。

特朗普向习近平详细询问了中方有

关疫情防控举措， 表示美中两国都正面

临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我高兴看到中方

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中方

的经验对我很有启发。我将亲自过问，确

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 集中精力开展抗

疫合作。 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

物资供应， 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交

流，包括抗疫有效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

我在社交媒体上已公开表示， 美国人民

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 中国留学生

对美国教育事业非常重要， 美方将保护

好在美中国公民包括中国留学生。

两国元首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

持沟通。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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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

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我

市加快构建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

社会运行秩序， 推进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 工作情况汇报，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

进。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市委副书记、

市长温国辉作部署。

会议强调， 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 是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广州的政治任务，我们要时刻明在

心、扛在肩，始终保持赶考交卷的状态

做好广州各项工作。 当前，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大战大考中

加快构建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

会运行秩序，既是推进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的新要求，也是新

考验，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

命感，持续开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

实”， 不断完善思路目标， 强化工作举

措，狠抓任务落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在思想武装上再深入。 深刻认识广州取

得的各项进步，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

记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充分证明了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引领广州

发展的“金钥匙”。 我们要更加用心体

悟、更加用情感受、更加用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迈上新台阶，在思

路举措上再深入。 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

力点和应对举措，树立“全周期管理”意

识，以更清晰思路举措、更宽广视野、更

有力行动、更长远谋划，努力探索超大

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会议强调， 要通过疫情防控大考

找短板、 强弱项、 固底板， 在狠抓重

点上再深入。 着力高水平打造一批重

点平台， 举全市之力推进南沙自贸试

验区建设， 把广州科学城建成世界领

先的中国智造中心， 优化提升中新广州

知识城， 加快打造“一区三城十三节

点”， 加快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

验区等片区建设。 着力高质量建设一批

重点项目， 聚焦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 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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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构建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张硕辅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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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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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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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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重症患者精准施治，最大限

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对出院患

者要做好医学观察、跟踪随访、恢复期

康复工作。 要完善社区防控措施，稳妥

做好疫情善后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湖北省要同有关省份加强对

接，有序做好本地人员外出就业、外地

滞留在鄂人员返程等工作。 要继续加强

北京等其他重点地区防控。 要健全低风

险地区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

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落实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完善

并及时启动相关防控预案，坚决防止疫

情反弹。

会议指出，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

的关心关爱，驻外使领馆要做好领事保

护、防护指导和物资保障，保护他们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密切跟踪和分

析全球疫情走势，快速精准识别和管控

风险源风险点， 加强口岸卫生检疫，优

化入境流程，落实入境人员集中隔离要

求，安排好生活服务和健康监测。 要推

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

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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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统筹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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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效扩大

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动态优化

完善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力争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

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

实施力度。 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

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

加灵活适度， 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

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

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 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 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加紧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和建设工

作。 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

用，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对地方和企业反映

的难点堵点问题， 要抓紧梳理分析，及

时加以解决，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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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