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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中国将始终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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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晚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
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勠力战疫 共创未来》的重要
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
多边主义、开放包容、互利合作、与时俱进，在后疫情时代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中国愿同
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面对人类正在经历的百年来最严重的
传染病大流行，二十国集团迅速行动起来，引领了全球抗
疫合作和恢复经济的方向。当前，疫情仍在蔓延，国际格
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受到冲击。我建议，二十国集团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
步发力。
第一，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首先要做好各自疫情
防控，加强交流合作，并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支持世界
卫生组织协调整合资源，公平有效分配疫苗。中国愿同
各国加强合作，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
的公共产品。
第二，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要在做好疫情防控
前提下，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探讨重
要医疗物资贸易自由化，便利人员有序往来。希望更多
国家参与中方提出建立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支持二
十国集团继续就便利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开展机制化合
作，搭建全球合作网络。
第三，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以科技创新和数
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加强数据安全合作和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为各国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解
决数字经济给就业、税收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带来的挑战，
弥合数字鸿沟。
第四，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中方克服困难，全面落
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支持延长缓债倡议期限的决定，
并将对确有困难的国家加大缓债减债力度。帮助妇女摆
脱疫情影响，中方已倡议在 2025 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
会，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中方支

11 月 2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新华社发
持联合国明年举办世界粮食峰会，倡议适时召开国际粮
食减损大会。
习近平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合作，坚持与
时俱进，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
大引领作用。

广东省艺术节大型舞台艺术终评剧目《乐从大湾来》上演

中央文明委公布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先进评选结果

用“粤”味十足的民乐语汇讲好湾区故事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11 月 21
日晚，作为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大型
舞台艺术终评剧目，由珠海演艺集团出
品的大型民族管弦主题音乐会《乐从大
湾来》在珠海大剧院上演，170 多名演员
共同演绎大湾区故事。
整场演出由著名作曲家、指挥、星海
音乐学院教授李复斌执棒，
珠海民族管弦
乐团、珠海歌舞团、十六分音符女声合唱
团、
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联袂献演。

打造民乐精品舞台。
《海上摩崖》由民乐演奏员负责情景表
演，每一位演奏员不仅要进行器乐演奏，
更
身着洪荒年代的服装，通过肢体舞蹈演绎
“广东第一画”
——珠海宝镜湾摩崖石刻的
远古风情。
《春雨》则更加器乐化，
所有舞蹈
演员都认真学习了器乐演奏，在表演时尤
其关注演奏细节，与民乐演奏员真假难辨，
让表演更具有说服力。

突出广东音乐特色

反映湾区人文建设
珠海演艺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乐

音乐会整体的腔体设计、旋律设计
以及音乐的表现形式都着重呈现浓郁的
广东音乐、岭南音乐风格。
《五架头与女
声合唱：汉宫秋月》将最地道的广东音乐
“五架头”
（扬琴、
高胡、
秦琴、
椰胡、
洞箫）
与女声合唱结合，融入粤剧“子喉”唱腔，
可谓一次全新的尝试，展现了广东音乐
“大俗”
之中的
“阳春白雪”
。
演员们在精进技法的同时，加强了
对广东传统文化的学习，不断调整演奏
的细节处理与情感处理，尤其注重对连
音、滑音与装饰音的处理来体现音乐的
地域风格。同时，珠海民族管弦乐团更
邀请珠海粤剧团专家及演员参与创作与
排练指导，为岭南文化特色把关，保证粤
味纯正、粤韵到位。
此次终评演出的总体时间更加紧
凑，篇章结构更加凝炼，音乐会巧妙运用
了多元化的音乐形式与艺术手段配合音
乐，以视觉辅助听觉，突出音乐会主体，

从 大 湾 来》自 9 月 在 广 州 大 剧 院 首 演
后召开座谈会，经过艺术专家指点与艺
术顾问指导，音乐会针对所要传达的思
想内涵进行了提升，以突出广东音乐的
世界性与广东文化的包容性为重点，力
争做到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充分反映湾
区人文建设。整台演出以粤港澳大湾
区历史文化为切入点，从南粤大地的山
川文脉到珠江两岸的风起云涌，从海洋
文明的千年风情到大湾区的新时代征
程，通过“风起岭之南”
“ 古韵悠扬”
“南
音绕梁”
“ 大潮起珠江”四个篇章，用生

11 月 21 日晚，
《乐从大湾来》在珠海大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珠海多个单位及个人上榜

动的民族音乐语汇带领观众穿越大湾
区的前世今生，充分感受广东独具特色
的历史文化。

珠海原创全力冲刺
珠海民族管弦乐团团长、音乐会总
导演张天宇表示，
“珠海民族管弦乐团成
立仅一年时间，原创舞台艺术作品就入
选广东省艺术节终评，实属不易。这台
音乐会所有的创作素材都取自岭南文
化，我们通过广东‘五架头’、广东锣鼓、
广东吹打乐等特色器乐将广东音乐展现
得淋漓尽致，用民族音乐的形式反映广
东尤其是大湾区的历史文化，有非常浓
郁的广东特色。此次备战省艺术节，演
员们加班加点排练，我们不仅要在演奏
上达到专业水准，而且还要奏出广东特
色。对于终评展演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因为这台音乐会有别于传统音乐会，可
听、可看、可想，
每个节目都各具特色，
具
有相当的艺术性。
”
接下来，珠海歌舞团的器乐与舞蹈
《春雨》将于 11 月 29 日赴广州市南沙区
少年宫海星剧场参加小型舞台艺术终
评展演，珠海话剧团的话剧《龙腾伶仃
洋》将作为参评剧目于 12 月 4 日在珠海
华发中演大剧院上演。目前，珠海演艺
集团各院团以追求卓越的态度对待舞
台，演员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待演出，
争取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挑战，用
最精湛的演出呈现完美舞台，力争有所
突破。

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开工建设
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 1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珠海高新
区生物医药产业再传喜讯。11 月 20 日，
宝莱特集团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在珠海高
新区破土动工。该基地拟投资 5 亿元，打
造全球产营研一体化的血液净化产业基
值班编委 陈惠贤

值班主任 朱彤

责编 杨桦

地，项目达产后，将为宝莱特集团增加年
产值 10 亿元、
税收超过 1 亿元。这对推进
我国血透设备进口替代进程及保持宝莱
特公司持续性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及销售为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 15 家子公司，超过 25 万平方米产
研基地，产品涵盖生命监护、心电诊断、
血液净化、医疗服务、移动医疗五大业务
美编 马永琴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邓扬海

模块，为全国近 5000 家医疗机构及三甲
医院，以及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
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先进优质
的产品及服务。截至 2019 年，宝莱特拥
有授权的发明专利 3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76 项、外观设计专利 31 项、国际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88 项，商标 95 项，
《医疗
器械注册证》47 项。
目前，全球血液净化市场主要集中
在 美 日 等 发 达 国 家 ，占 比 高 达 70% 以

上。我国血液净化市场起步晚、规模小，
但随着肾病患者人数不断增长及透析费
用医保报销比例不断提高，我国血液净
化市场将加速增长。宝莱特集团抓紧血
液净化产业发展契机，建设血液净化产
业基地。该项目主要开展血液透析设备
及耗材产品的生产制造，达产后将年产
血液透析液 400 万人份、透析液过滤器
（内毒素过滤器）50 万支、透析器 2000 万
支、血液净化设备 2000 台。（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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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应该坚定
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
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联合国更有效地凝
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发挥更大作
用。
第二，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要坚定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维护公平竞争。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筑牢全球金融
安全网，
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三，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携手打造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中方提出了《全球数
据安全倡议》，愿同各方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
中方倡议适时召开人工智能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
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以开
放和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
第四，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要加强世界卫
生组织作用，推进全球疾病大流行防范应对，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以明年联合国第二十六次气候变化缔约
方大会和第十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为契
机，加大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中方呼吁全面禁止非
法交易野生动物。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将为各国带来更
多机遇。中国将始终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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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同所有国家在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对话
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共同
努力。
习近平最后强调，
“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必将如凤凰涅槃、焕发新生。让
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共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国王萨勒曼主
持。二十国集团成员领导人、嘉宾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
组织负责人与会。
（下转 02 版）

本报讯 记者苑世敏报道：日前，中央文明委公布第六
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及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评选
结果，
珠海多个单位及个人上榜。
为全面展示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激发各地区各部
门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照从严把
关、确保质量的原则，经过严格规范评选，中央文明委决
定，授予 1973 个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称号，授予 2884 个单
位全国文明单位称号，授予 499 户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称
号，授予 641 所学校全国文明校园称号，授予 199 人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全国文明村镇是我国村镇精神文明建设荣誉中含金
量最高的荣誉称号，我市斗门区莲洲镇红星村、斗门区莲
洲镇莲江村、金湾区三灶镇中心村获得第六届全国文明村
镇荣誉称号。
全国文明单位是综合性评价的国家级最高荣誉，体现
了一个单位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先进性和示范性，我市
珠海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街道康宁社区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珠
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交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获得第六
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全国文明校园是体现校园文明建设程度、
综合实力和整
体水平的最高综合性荣誉，
珠海市斗门区第二中学、珠海市
香洲区第十九小学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
全国文明家庭是家庭文明建设的最高荣誉，珠海谢坚
家庭、闫禹家庭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我市香洲区香山学校校长孙晓燕获评第五届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

珠海上榜名单
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斗门区莲洲镇红星村
斗门区莲洲镇莲江村
金湾区三灶镇中心村
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
珠海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街道康宁社区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
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
珠海市斗门区第二中学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九小学
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谢坚家庭
香洲区梅华街道仁恒社区
闫禹家庭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洪湾社区
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
孙晓燕（香洲区香山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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