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抗疫五阶段

白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对中国是一次危机，
也是一次大考。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
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有力扭转
了疫情局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
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
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 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
卫战、 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
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
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前一阶段中国抗疫历
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是第一阶段。 1 月
18 日至 19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织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
家组赶赴武汉市实地考察疫情
防控工作。 19 日深夜，高级别专
家组经认真研判，明确新冠病毒
出现人传人现象。

1 月 20 日至 2 月 20 日是第
二阶段，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
加，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中国采
取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一招，坚
决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武汉
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全面打响。

中共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
区派出中央指导组。 国务院先后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复工复产推
进工作机制。 全国集中资源和力
量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各地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响应。 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全
国疫情防控正式展开，疫情蔓延
势头初步遏制。

2 月 21 日至 3 月 17 日是第
三阶段，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
降至个位数。

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快速
上升势头均得到遏制，全国除湖
北省以外疫情形势总体平稳，3
月中旬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
位数以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
重要成效。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发
展，中共中央作出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复工复产
重大决策。

3 月 18 日至 4 月 28 日是第
四阶段，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
保卫战决定性成果。

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
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离汉离
鄂通道管控措施解除，武汉市在
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武汉保卫
战、 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 境内疫情零星散
发， 境外疫情快速扩散蔓延，境
外输入病例造成关联病例传播。
中共中央把握疫情形势发展变
化，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防控策略，巩固深化国内
疫情防控成效，及时处置聚集性

疫情，分类推动复工复产，关心
关爱境外中国公民。

4 月 29 日以来是第五阶段，
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境内疫情总体呈零星散发
状态，局部地区出现散发病例引
起的聚集性疫情，境外输入病例
基本得到控制，疫情积极向好态
势持续巩固，全国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 加大力度推进复工复产
复学，常态化防控措施经受“五
一”假期考验。 经中共中央批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派出联络
组，继续加强湖北省疫情防控。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
生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
大综合国力， 开展全方位的人力
组织战、 物资保障战、 科技突击
战、资源运动战，全力支援湖北省
和武汉市抗击疫情， 在最短时间
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

白皮书显示，我国开展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
支援行动。 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和
力量，全力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
医疗救治。自 1 月 24 日除夕至 3
月 8 日，全国共调集 346 支国家
医疗队、4.26 万名医务人员、900
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

白皮书显示，抗疫中我国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 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组
织动员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 城乡居民、企业、社会组
织等纷纷捐款捐物、 献出爱心。
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加强捐
赠资金和物资的调配和拨付，将
捐赠款物重点投向湖北省和武
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 截至 5 月
31 日，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
389.3 亿元、 物资约 9.9 亿件，累
计拨付捐款资金约 328.3 亿元、
物资约 9.4 亿件。

疫情发生后， 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伸
出援手， 积极捐款和捐赠各类防
疫物资，体现了浓浓的同胞亲情，
体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的凝聚力向心力。

14 亿人守望相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4 亿
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
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抗击疫情
的人民战争，坚韧团结、和衷共
济， 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
量。 14 亿中国人民都是抗击疫情
的伟大战士。

白皮书显示，400 万名社区
工作者奋战在全国 65万个城乡社
区中，监测疫情、测量体温、排查人
员、站岗值守、宣传政策、防疫消
杀，认真细致，尽职尽责，守好疫
情防控“第一关口”。 社区防控一
线广大党员、 干部及时将党和政
府的声音传导到基层， 组织动员
群众做好防控， 积极为群众排忧
解难，抓实抓细网格服务管理。

新闻工作者不惧风险、深入
一线， 记录中国抗疫的点点滴
滴，传递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温
情和力量。 许多普通人投入一线
志愿服务，社区值守、排查患者、
清洁消杀、买药送菜，缓解居民
燃眉之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31 日， 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
注册志愿者达到 881 万人，志愿
服务项目超过 46 万个， 记录志
愿服务时间超过 2.9 亿小时。

广大民众扛起责任、 众志成
城， 自觉参与抗击疫情。 危难面
前， 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高度信任， 勇敢承担起社
会责任， 为取得抗疫胜利约束自
我乃至牺牲自我。 疫情暴发正值
春节假期，国家一声令下，全民响
应，一致行动，整个社会紧急停下
脚步。人们取消了春节期间的走亲
访友和各种聚会，克服困难就地隔
离，外出自觉佩戴口罩、测量体温、
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就是保护
别人、就是为国家作贡献成为社会
共识和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人们
长时间在家隔离， 上网课、 学美
食、 陪家人， 用各种方式缓解压
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抗击疫情。

携手各国共同抗疫

白皮书显示，在中国疫情防

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
给予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宝贵的
支持和帮助。 全球 170 多个国家
领导人、50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
责人以及 300 多个外国政党和
政治组织向中国领导人来函致
电、发表声明表示慰问支持。 77
个国家和 12 个国际组织为中国
人民抗疫斗争提供捐赠，包括医
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呼吸机
等急用医疗物资和设备。 84 个国
家的地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
人士向中国提供了物资捐赠。 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分别向中国提供 70
亿、24.85 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贷
款，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向
中国提供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等贷款支持。

中国感谢国际社会给予的
宝贵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永远
铭记在心。 中华民族是懂得感
恩、投桃报李的民族，中国始终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
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白皮书显示，在自身疫情防
控仍然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中国迅速展开行动， 力所能及
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向世
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 5000
万美元现汇援助， 积极协助世
界卫生组织在华采购个人防护
用品和建立物资储备库， 积极
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团结应对
基金”在中国筹资，参与世界卫
生组织发起的“全球合作加速开
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
控新工具”倡议。

积极开展对外医疗援助 ，
截至 5 月 31 日， 中国共向 27
个国家派出 29 支医疗专家组，
已经或正在向 150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指
导长期派驻在 56 个国家的援
外医疗队协助驻在国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 向驻在国民众和华
侨华人提供技术咨询和健康教
育， 举办线上线下培训 400 余
场； 地方政府、 企业和民间机
构、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向 150
多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捐
赠抗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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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发布

14 亿中国人民坚韧奉献守望相助
� � 6 月 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
行动》白皮书。 这一白皮书是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程的重要
文献，约 3.7 万字，包括前言、正文和结束语。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 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
战、凝聚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白皮书强调，面对未知病毒突然袭击，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举全国之力，快速有效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不惜一切代
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4 亿中国人民坚韧奉献、团结
协作，构筑起同心战疫的坚固防线，彰显了人民的伟大力量。

白皮书显示，为应对疫情，城乡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纷纷
捐款捐物、献出爱心。 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加强捐赠资金和物
资的调配和拨付，将捐赠款物重点投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等疫情严
重地区。 截至 5 月 31 日，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 389.3 亿元、物
资约 9.9 亿件，累计拨付捐款资金约 328.3 亿元、物资约 9.4 亿件。

� �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在发布会上介
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徐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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