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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
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
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
50 年，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 50
年。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
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

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中国愿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
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奋斗。（讲话全文另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

金秋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云淡
风轻。主会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
灯光璀璨，鲜花绽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和联合国旗交相辉映，联合国各会
员国国旗组成的旗阵气势恢宏。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声中，
习近平步入会场。会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50 年前的今天，第二
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
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是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也

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事件。这是世界上
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
努力的结果，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
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
台。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以来的 50 年，是中国和平发
展、造福人类的 50 年。

——这 50 年，中国人民始终发扬
自强不息精神，在风云变幻中把握中国
前进方向，书写了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
壮阔史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
设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启了改
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创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
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的历史性突破。 ■下转第 2 版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

呼吁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10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比利时
国王菲利普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比建交以来，两
国关系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不
断发展。2014 年我同菲利普国王一
道，将中比关系提升为全方位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人

民互施援手，续写中比友谊新篇章。我
高度重视中比关系发展，愿同菲利普国
王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
机，推动中比关系不断取得新成绩，为
中欧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

菲利普表示，比中建交 50 年来，
两国友好关系在许多领域取得长足
发展，经贸合作成果丰富，地方交流
日益密切。我曾多次访华，见证了中
国日新月异的进步和比中关系的发

展。展望未来，祝愿比中友好关系在
当前牢固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比利时
联邦首相德克罗互致贺电。李克强表
示，中方愿同比方以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深化互利合作，扩大友好
往来，推动中比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德
克罗表示，比方珍视两国关系，愿同中
方加强对话，深化在经贸、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就中比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比利时联邦首相德克罗互致贺电

10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0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习近平指出，今天是新中国恢复
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中国举办
纪念会议，既是为了回顾中国和联合
国共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也是为了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携手打造更加

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强调，历史一再证明，无论

一个国家多么强大，都无法靠霸权左
右别国，更不可能主宰世界。面对地
区热点问题，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人民意愿，致力
于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世界上只有
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任何
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行事，不能
自行其是、另搞一套。大国应该相互
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这符合国

际社会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对各国尤 其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发 展 和 民
生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团结抗疫
和复苏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要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
援助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
配疫苗，让疫苗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
品。中方愿同联合国加强协调，推动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展中国家
发展困境， ■下转第 2 版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及其数字平台开
播上线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奥林匹克频道要通
过奥林匹克运动和文化传播，讲述中国体育故
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国际体育交流合
作，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习近平强调，再过 100 余天，北京冬奥会
就将开幕。希望你们守正创新，精彩呈现中国
和世界各国冰雪健儿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拼
搏历程，深入阐释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
奥理念， ■下转第 2 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及其数字平台开播上线强调

全面展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林匹克新篇章

为推进中华体育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值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

林匹克频道及其数字平台开播上线
之际，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奥林匹克频道要通过奥林匹克
运动和文化传播，讲述中国体育故
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国际体
育交流合作，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
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再过 100 余天，北京冬奥会就将
开幕。希望你们守正创新，精彩呈

现中国和世界各国冰雪健儿自强不
息、超越自我的拼搏历程，深入阐释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
全面展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精
彩、非凡、卓越的奥林匹克新篇章。
希望你们积极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关
注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为推
进中华体育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10 月 25 日

贺 信

本报 10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0 月 25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主持召开紧急会
议，调度各盟市疫情防控工作，强调非
常之时须用非常之举，各方必须全力以
赴，坚决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阻击战。

当日下午 5 时许，石泰峰来到指挥
部，通过视频连线逐一调度全区 12 个
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疫情防控
工作。他认真听取情况汇报，不时追问
有关细节，详细了解各地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并针对工作中暴露出的短板
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

石泰峰强调，当前我区疫情防控形
势极为严峻复杂，各地一定要高度紧张
起来、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措
施，切实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控制住。
要全面、坚决、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举措，特别是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
点人员必须加大力度、严之又严落实有
关要求和措施，有关方面要加强跟踪督
查。要切实强化社会面管控，加强对所
有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的排查管控，
该查的必须全部查清楚、查到位，务必

做到清仓见底，决不能漏掉一人。各地
都要把工作抓严抓细，特别是西部盟市
更要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决不能出现
多点暴发、面上扩散的情况。要切实强
化管控措施，对排查出来的人员，要迅
速采取措施，坚决管控到位。社区管控
特别是居家隔离一定要严到份、管到
位，万万不可心存侥幸、麻痹大意。发
生漏管失控的情况，要坚决追责问责。
要切实强化协调联动，各盟市要密切配
合，快速精准推送相关信息，各有关部
门要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落实一切必须
落实的措施， ■下转第 3 版

石泰峰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调度各盟市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 10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
晓冬）10 月 25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
治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石泰峰主持召开自
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

组第三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
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增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
政治的高度认识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做好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要牢
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下转第 3 版

石泰峰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额济纳 10 月 25 日电 （记
者 章奎）10 月 25 日，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在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主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现场处置工作调度会，听取滞留游客
服务保障、患者转运、社会面管控等情

况汇报，调度解决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她强调，要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强化疫情防
控工作统筹，强化滞留游客服务保障，
强化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坚决遏制疫

情传播势头。
在听取汇报后，王莉霞严厉指出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严
肃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
强问题意识、树牢底线思维、高效协
调运转， ■下转第 3 版

王莉霞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疫情防控现场处置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统筹 强化滞留游客服务保障 坚决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