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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际秩序加速调整的变革
年代，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关键
时刻。

放眼世界，大国博弈加剧，传统
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经济复
苏疲软，全球性系统性风险不断积
聚，全球治理赤字日益高企，人类社
会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呼唤新的理念
指引前路。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家主席
习近平秉持天下胸怀，倡导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人类共同
挑战开拓新思路，探索新路径，为推
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提供
思想启迪。

勇毅担当
回答时代之问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
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
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
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2022 年 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
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沿用

“同乘大船”之喻形象地道明，在这个
经历了长久全球化历程的世界上，各
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深刻认
识到命运与共的现实，有福同享、有
难同当，才有可能战胜重重挑战威
胁，走向光明。

“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面对疫情、安全等
诸多方面挑战，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国
际场合反复呼吁世界各国要携手同
心、共克时坚，为破解当前全球治理
赤字指明方向。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示，全球发展
到了“紧急时刻”。

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
出发，习近平主席把握历史规律，顺
应时代潮流，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
念新倡议，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
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提供中国方案。

“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
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
主化”；

“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
不筑墙、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
他，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

“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
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
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
共赢”……

一次次切中肯綮的阐释，一次次

真诚恳切的呼吁。习近平主席倡导

的全球治理观，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旗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

时代动力。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践行平等尊重、团结合作的
秩序观，主张开放、融通、互利、共赢
的合作观……多年来，中国不断为完
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也为构建一个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勾勒
出越来越清晰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
超越了数百年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
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陈旧“世界
观”，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说，中国
的全球治理主张丰富而全面，通过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利益与
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哈佛
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
斯·特里尔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对中
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
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
来新动力。

梦想照进现实，只因努力从未停
歇。“中国愿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探索合作思路，创新合作模
式，不断丰富新形势下多边主义实
践。”

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机构的
创设，到共建“一带一路”的累累硕
果，中国通过高质量的制度性公共产
品供给，积极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
不断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为全球
治理的增量改革探索路径。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所长金平说，在全球治理赤字不
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为重振多边主
义和全球化信心，构建开放多元的世
界经济，开辟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新路，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天下为公
开辟和合新路

2022年 5月 31日，蒙内铁路五岁
了。这条习近平主席关心的非洲“繁
荣之路”，为当地百姓开启了通向美
好未来的希望之窗。

肯尼亚鲜花、茶叶出口商有了更
高效快捷的运输方式；制造商运营成
本降低、供应链效率提高；肯尼亚与
多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持续加强
——“连接国家，走向繁荣”的列车标
语正成为现实。

中国方案，倡导共同发展的繁荣
之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在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贤就深情描述了
天下大同的理想图景，这也成为融入
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精神追求。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
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在人类追求
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在自身努
力创造更加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尽力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初衷。

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
迎接四海宾朋；中非合作论坛、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等不断走深走
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让东部
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
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凝聚发展
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中国与世界各
国奏响共同发展的“交响乐”。

面对后疫情时代南北鸿沟扩大，
发展合作动能减弱，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促进国际发展合作，
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
新的动力。

中国方案，彰显和合共生的和平
理念。

面对层出不穷的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习近平主席不久前提出全
球安全倡议，呼吁世界各国走出一条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
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消弭国
际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
了新方向。

全球安全倡议的背后，是底蕴深
厚的中国“和合”文化。全球安全倡
议包含能够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整
体思维、和合思想、辩证法则，彰显出
中国人善于维护和平的优秀传统智
慧底蕴。“全球安全倡议将使世界更
加稳定”“世界要想建立一个更加公
平合理的新安全治理体系，就应该按
照全球安全倡议开展行动”，全球安
全倡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共鸣。

乌克兰危机牵动世界，中方始终
站在和平一边，立足是非曲直，恪守
客观公正，先后提出五点立场和缓解
人道主义危机的六点倡议，为化解危
机、缓和局势贡献中国智慧，得到国
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
度肯定。

从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
点主张、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五点倡
议，到积极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履
约谈判，面对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
中国坚定站在和平对话一边、站在公
道正义一边，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
持续注入宝贵的“和力量”。

中国方案，体现对话协商的相处
之道。

“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
性挑战日益上升，应该也只能通过对
话合作解决。”2020年 9月，习近平主
席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
呼吁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这一多边主义的中国表达，诠释着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真谛，蕴含着中国对
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刻思考。

面对国际上霸权主义、单边主义

逆流横行，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前
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要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针对“一国独霸”

“几方共治”等错误倾向，习近平主席
指出，“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
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
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
准，合则用，不合则弃”；面对国际竞
争摩擦上升，国际信任与合作遭受侵
蚀，习近平主席呼吁，各国“要把互尊
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
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坚持对
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努力扩
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非
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姆文查说，习近平
主席关于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主张，赢得国际社会广泛
支持。

命运与共
书写文明新篇

近期，一部名为《窗外是蓝星》的
“太空电影”刷屏了。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以宇宙视角拍摄下他们眼中这
颗壮美的蓝色星球，人类共同而唯一
的家园。

航天员的视角，可以给人类深远
的启发：在茫茫宇宙中，人类有缘相
聚在这颗蓝色的星球，没有理由不风
雨同舟，携手同行，共同创造幸福和
谐的人类文明。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
开启命运与共的“全人类视角”，为变
乱交织的世界凝聚共同前行的精神
合力。

引领抗疫国际合作方向，与世界
分享抗疫技术与经验，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与
世界分享减贫经验，支持和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
除贫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
下情怀，体现在中国担当国际道义的
一桩桩切实行动中。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

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
加罗说，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环顾世界，一些人试图以“文明
冲突论”“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
等制造偏见仇恨，挑动意识形态对
抗，加剧世界面临的分裂对立风险。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
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
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
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温暖的话语，
彰显中国领导人开阔的文明视野和
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五千年深厚文化积淀，塑造了中
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放胸襟，凝聚起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精神内核，孕育出中
国文明深厚的“共同体”意识。

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观体现的
是一种超越对抗的新价值观和新方
法论，将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进行治理路径设计，是超越国家、
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秉持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宏大实践。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提
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开辟了一条合
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
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
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刻诠
释了合作、和平与发展的真谛，反映
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求。”巴基斯坦
总统阿尔维说：“正如习近平主席向
我们传达的，人类应有更好的合作、
更深入的相互理解和更广泛的和
平。”

延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
明传承，持守“协和万邦”、“和实生
物”的精神追求，从历史的风高浪急
中闯出，向着未来的碧海长天驶去。
中国将继续胸怀天下、笃行担当，同
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汇聚和平
发展的磅礴力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参与记者：
陈杉、魏梦佳、丁静、闫洁、刘锴）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胸怀天下谋大同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深刻启迪世界

新华社记者 韩梁 郑汉根 王雅晨

上网能看什么病？
必须符合复诊条件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的意见》，互联网诊疗出现规模
性增长。至 2021 年底，全国互联
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

“隔空”诊疗并不适合所有患
者。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是较
长时间以来互联网诊疗的定位。
不过，对于何为复诊，此前业内缺
少具体标准，导致出现一些监管真
空。

此次公布的细则要求，患者就
诊时应当提供具有明确诊断的病
历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
院小结、诊断证明等，由接诊医师
留存相关资料，并判断是否符合复
诊条件。

“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了。”中国
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陈秋霖认为，针对患者应提
供哪些确诊材料、谁来判断是否符
合复诊条件等，都有了明确规定。

细则同时要求，当患者病情出
现变化、本次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
诊或存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
的情况时，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
互联网诊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
体医疗机构就诊。

“赋予医生更多专业权限。”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俞新乐表
示，细则从确保安全的角度进一步
明确了服务边界、监管边界，细化
了相关要求，有利于互联网诊疗服
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没处方也能买处方药？
严禁“先药后方”

先选购药品，再因药配方，甚
至由人工智能软件自动生成处方
——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此类
操作，曾被多次曝光。

此次公布的细则规定，处方
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
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处
方药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
和使用。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
患者提供药品。

细则还规定，医师接诊前需进
行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提供诊疗
服务。其他人员、人工智能软件等
不得冒用、替代医师本人提供诊疗
服务。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
当负责对在该医疗机构开展互联
网诊疗的人员进行监管。

“质量与安全是医疗行业永
恒的主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院管理研究所医疗信息化研究部
主任舒婷表示，任何假借互联网
的名义来挑战医疗质量底线的行
为 ，都 是 对 患 者 生 命 安 全 的 亵
渎。

一边是加强处方监管，一边
是探索更便利的线上复诊续方。
在浙江宁波市第一医院，互联网
医院平台开放了慢病续方入口。
患者提出申请后，专职医生团队
根据实际情况为其续方，患者通
常当天便可在家收到药品。“将
根据细则要求，在互联网医院建
设中为患者带来更加便利高效的
在线诊疗。”该院院长孙杰说。

如何监管诊疗质量？
线上线下一体化

对线上诊疗的质量监管，是否
与线下诊疗相一致？此次公布的
细则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要求以
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将互联网
诊疗纳入整体医疗服务监管体
系。

根据细则，互联网诊疗行为的
过程及结果都必须进行完整记
录，病历、处方等关键信息的流转
应可追溯，以此确保互联网诊疗
全过程都在法规的监控和保护范
围内。

“互联网诊疗行为与线下诊疗
行为具有同等的效力。”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副院长赵韡解读，互
联网上发生的诊疗、质控、监督、
投诉、数据共享等行为必须依托
实体医疗机构进行，保证线上线下
一体化。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
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
任卢清君认为，互联网医院要将自
身角色明确定位为医疗机构运营
者，对于开办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
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转换。

现实中，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
互联网诊疗服务标准。2021 年，
宁夏试行建立互联网医院不良执
业行为积分制度，即根据不良执业
行为的种类和情节，一次给予不同
档次的记分，结果作为互联网医院
校验的依据。

隐私如何保护？
明确权责关系

互联网诊疗带来很多便利的
同时，隐私信息泄露问题也备受关
注。

细则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应建
立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
保护、隐私保护等制度，并与相关
合作方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责关
系。

关于患者隐私保护，一些地方
已出台相关政策。宁夏出台的互
联网医院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
办法规定，互联网医院若出现“未
妥善保管患者信息，非法买卖、泄
露患者信息”“发现患者信息和医
疗数据泄露时，未立即采取有效应
对措施”等行为，将被一次性记 12
分。这意味着，这家互联网医院将
提前启动校验程序，并给予 1 至 6
个月的暂缓校验期。

据了解，宁波市第一医院结合
院内实际情况，为患者既往的就诊
记录和健康档案等隐私保护薄弱
环节加上“三保险”：一是医生接诊
后才可查看患者详细病史、历史处
方等信息；二是电话问诊时，双向
虚拟患者和医生的电话；三是对电
话录音、视频记录、医患交互内容
进行加密存储，后台调阅权限逐层
审批，全面保护医患隐私。

舒婷表示，细则针对关注度较
高的病历留存、平台数据、隐私保
护、信息安全等问题，都有更为细
节的阐述，这些要求为下一步监管
的具体实施指明了方向。

如何更健康发展？
划 出 红 线 ，同 时 可

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实施
方案

在大力发展互联网诊疗、智慧

医院等政策的引领下，近年来尤

其是疫情期间，互联网医院发展

迅速。

赵韡认为，细则明确了互联网

诊疗的医药、医疗、技术等监管要

求，促进实现互联网诊疗与实体

机构诊疗服务的“同质化”，让互

联网诊疗回归“严肃医疗”的本质

定位。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 CEO 王

航认为，这份文件发布在行业快

速发展期，从业者要沿着“严肃医

疗”的思路，进一步推动互联网诊

疗服务良性发展。

“互联网医院的业务量目前

并不均衡，有些很繁忙，有的则

类似于‘僵尸’医院、功能单一。”

俞新乐说，在规范管理的同时，

要加强相关培训，引导供方更好

地匹配社会需求。要建立一支专

业化监管队伍，包括医务管理专

家以及信息化、大数据等方面的

专家。

舒婷表示，考虑到各地区发

展速度不均衡，细则在划定底线
和红线的同时，各地也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实施方

案，促进互联网诊疗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6月 20 日电）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公布 如何更好保证线上诊疗质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董瑞丰 艾福梅 黄筱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
则（试行）》近日公布。“互联网+医疗健康”近年来发展迅速，有效整合了医疗资源，改
善了患者就医体验。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方审核、隐私保护、诊疗质控等社会关注
点，细则做出了哪些监管规定？

6 月 20 日，G601 次复兴号列车从北京丰台站开
出，标志着改建后的百年老站北京丰台站以全新面
貌开通运营，北京首都又添城市新地标。改建后的
北京丰台站是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将安排京广
高速铁路，京沪、京九普速铁路等多条线路的列车
始发终到作业，运营初期安排旅客列车 120 列。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北京又添新地标
北京丰台站正式投用

我国已有近3200公里高铁
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樊曦 徐皓冰）记者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日，京广高
铁北京至武汉段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至此，我国已有京沪高铁、京津城际、京张高铁、成
渝高铁、京广高铁京武段率先建成安全标准示范
线，并成功实现常态化按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
总里程达到近3200公里。

据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京广高铁京武
段连接南北，承东启西，与徐兰、郑渝、汉十等多条高
铁紧密衔接，干线地位十分重要，常态化按时速350
公里高标运营后，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对于发挥高铁
成网运营效能、提升高铁运输品质、更好地服务沿线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京广高铁京武段由时速310公里达标运营提升
至时速 350公里高标运营后，该区段整体运输能力
将提升 7%，相当于每日可最多增开 15列北京至武
汉的高铁列车、增加1.8万个席位，将进一步增加进
京高铁通道运输能力，为各地增开进京高铁列车创
造了条件。

作为中部高铁网的主动脉，京广高铁京武段实
现时速 350公里高标运营后，沿线及周边城市间旅
行时间进一步压缩。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开行经
由京广高铁京武段的时速 350 公里速度快、停站
少、旅时短的高品质标杆列车 57 列，覆盖北京、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江西等 16
个省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