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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市一家纺织企业聘请加纳设计师从非洲图腾、艺术、自然等
领域汲取创作灵感，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初宝瑞摄 （人民视觉）

8月28日，在埃及苏伊士运河之畔的泰达工业园区，埃及工人在中国巨石
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巨石埃及） 生产车间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近年来，河北省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吸纳怀有杂技梦想的非洲学员来此学
习。图为9月2日，中非学员在交流活动中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列车员在亚吉铁路一列列车上核实旅客车票。亚吉铁路 （埃塞俄比亚至
吉布提铁路） 是世界上首条全产业链实施“中国标准”的跨国电气化铁路、
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 新华社记者 王守宝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
3 日至 4 日举行。这场受到全球瞩目
的盛会，必将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的一
座里程碑。它的精彩和成果，它对当
代和未来的价值，值得世界期待。

首先，对中国来说，这场峰会是
今年中国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继
2006 年北京峰会和 2015 年约翰内斯
堡峰会之后，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
团圆，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
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
会主席将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
为特邀嘉宾、27 个国际和非洲地区
组织作为观察员也将出席峰会有关活
动。近些年来，无论亚信上海峰会、
APEC北京峰会，还是 G20领导人杭
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
国的主场外交无不彰显大手笔，向世
界展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风
采。相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同
样将给世界带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对全球来说，这场峰会的
主题直指时代课题。在国际形势风云
变幻，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
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中非将聚焦“合
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主题。本次峰会主题反
映了中非双方希望弘扬传统友好的共
同心声，表明了中非双方谋求合作发
展的坚定决心，也有极强的时代针对
性。当前，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
主义。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
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
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
利益和关切。近年，中国提出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强调“合作共赢”。中国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第三，对南南合作来说，这场峰

会将成为新的典范。中非合作论坛已
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对话、
深化互利合作的重要渠道，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南南合作平
台，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
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感
谢中国始终关心和重视非洲，中非合
作论坛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将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具
有重要的全球性示范意义。相信，这
次峰会将再次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生
机，助推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的良好
势头，汇聚国际社会促进和平发展的
正义力量。

第四，对中非合作来说，这场峰
会将继续展示中国的“真实亲诚”。
2015 年 12 月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将
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方针和正确义
利观，推动中非友好互利合作实现新
的跨越式发展。中非贸易额从 2000
年的100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1700
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非洲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近3年对非
洲年均直接投资保持在 30 亿美元左
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不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利
益。只要认准了对非洲国家有利、对
非洲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会坚持不
懈去做并做好。

第五，对所有关心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人们来说，最值得期待的是习近平
主席的主旨演讲。9月3日上午，习近平
主席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中非
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
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下
午，论坛北京峰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开幕式。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主旨
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加强对非关系的新
理念新主张，宣布中国对非务实合作的
新行动新举措。近 3 年前，2015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上倡议实施中非“十大合
作计划”。上述计划在帮助非洲国家
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加快
工业化、推进非洲一体化方面做出了

积极贡献，为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持。今年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的主旨演讲，必将有大量新的务
实、切实的思想和举措。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
是非洲人民值得信赖的真朋友、好兄
弟。非洲朋友常说，独行快，众行远；
我们中国人也常说，众人种树树成林，
大家栽花花才香。这场峰会将发出构
建更加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呼
唤，谱写“一带一路”对接非洲发展的
新乐章，制定中非合作朝着更高水平
迈进的新路径，奏响中非人民心手相
连亲如一家的新旋律。展望未来，中
非迎来了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
同体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

让世界期待的日子,来了!
■ 阮宗泽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
9月3日至4日举行，众多非洲国家领
导人率团与会。连日来，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会见出席峰会的部分非洲
国家领导人，并同一些国家元首举行
会谈。期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纷
纷对双边友谊、中非友谊进行“点
赞”，表示将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为契机，深化双边及中非互利合
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非命运共同体，为双边和中非关系发
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话友谊：

关系紧密佳话多
中国与非洲国家传统友谊深厚，

同绝大多数始终是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的好朋友，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用

“关系紧密牢固”“传统友谊深厚”等
词来描述双边友谊。

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时，很多非洲国家对中国
给予了坚定支持。在同习近平见面
时，马里总统凯塔将中国称为“马里
的老朋友”。他说，马中人民在追求自
由和独立的过程中建立起牢固的互
信。马里当年坚定支持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以
来始终致力于深化马中友好。加纳总
统阿库福-阿多表示，两国老一代领导
人缔造的加中友谊牢不可破。加纳当
年就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一直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

赞比亚总统伦古回忆说，赞中友
好是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和毛泽东
主席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
培育起来的。赞比亚珍视两国在真诚
和平等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友谊，感谢
中国长期以来的大力帮助、特别是无
私地援建了坦赞铁路。

中国人民曾和塞拉利昂人民、利比
里亚人民并肩抗击史无前例的埃博
拉疫情，在国际社会传为佳话。在与
习近平会谈时，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充满
深情地说：“塞拉利昂人民尤其不会忘
记，在我们抗击埃博拉疫情最困难的时
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率先驰援。”利比
里亚总统维阿也表示，利比里亚感谢中
方宝贵支持、特别是为利比里亚抗击埃
博拉疫情提供的无私帮助。

针对当前国际上对中非合作出
现的一些杂音，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这样回应：历史上，非洲国家饱受
苦难，是中国在非洲国家争取独立
解 放 时 坚 定 地 同 非 洲 人 民 站 在 一
起 。 中 国 一 直 理 解 非 洲 、 尊 重 非
洲、支持非洲。新时期，非洲需要
投资、需要发展。非洲国家不会受
任何杂音的干扰，将一如既往坚定
地同中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
同建设好“一带一路”，共同构建更
加紧密的非中命运共同体。

谈合作：

“一带一路”机会多
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习近平提

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将
积极参与其中，共同推进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会谈、会见
后，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还和习近平
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莫桑比克总统纽西用“高瞻
远瞩，极富远见”来形容。埃及总
统 塞 西 也 表 示 ， 埃 及 是 最 早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坚信

这一倡议将为埃中双边和国际区域合
作带来巨大机遇。埃及将继续支持和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蓬总统邦
戈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实现互联互通提
供了新的重要机遇。纳米比亚总统根
哥布积极评价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认为这一倡议有利于亚洲、非洲
和欧洲等地区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推
动非洲的工业化。

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将积极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
合作。塞拉利昂总统比奥说，塞拉利
昂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
化同中国在教育、渔业、卫生、基础
设施等领域的合作。科特迪瓦总统瓦

塔拉表示，科特迪瓦愿积极参与、并
愿推动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国家共同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马里总统
凯塔表示，愿继续在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在贸易、农
业、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安全等
领域合作，赞赏并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几
内亚重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期
待促进能源、电信互联互通，助力非
洲工业化进程。

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构建中非
命运共同体提供巨大能量。赞比亚总
统伦古表示，赞比亚愿同中方共建

“一带一路”，拓展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下各领域合作，带动非洲大陆及有关

非洲次区域的发展，共同推进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赞中国：

成功经验启示多
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同时对中国

近 40 年经济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
坚持多边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
出的贡献表示由衷钦佩。

祝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成就。科
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将中国视为成功的
榜样。尼日尔总统伊素福表示，中国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近
40 年经济社会更是取得了长足发
展。尼日尔钦佩并祝贺在习近平主席

领导下中国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表示，索马里政
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充满敬
意，钦佩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希
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加纳总统阿
库福-阿多表示，中国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非洲
稳定和振兴的重要机遇，加纳为此感
到高兴和鼓舞。

希望借鉴中国成功经验。贝宁总
统塔隆说，中国人民正在习近平主席
带领下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中
国的成功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借鉴。马
拉维总统穆塔里卡表示，中国的发展
正在给非洲带来希望。非洲国家从中
国身上得到重要启示。非洲国家和中
国曾有过相似的遭遇和命运，中国的
成功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

高度评价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为
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献。毛里塔
尼亚总统阿齐兹高度评价中国坚持多
边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
献，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南苏丹总统基
尔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国
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支持各国自主
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5月下旬，布基纳法索同中
国恢复外交关系。在与习近平会谈
时，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表示，布
基纳法索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致力于多边主义，主张合作共赢，感
念于中国重视非洲人民的诉求、支持
非洲的发展，我们独立自主地作出同
中国复交的决定，回到非中合作大家
庭，这完全符合布基纳法索未来发展
的方向。

贺论坛：

合作共赢福祉多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
此次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将为
非洲和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高度评价。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表示，中非合作论
坛是加强非中合作、带动非洲发展的重
要机制，纳米比亚致力于深化非中互利
合作，期待论坛北京峰会圆满成功。

预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几内亚
总统孔戴表示，相信即将召开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推动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促进非中合
作，共同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认为，赤道
几内亚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充满
期待，相信峰会将为非洲和中国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表示，
期待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
举办好论坛北京峰会。

非洲国家总统们相聚北京话合作

中非命运共同体，心心相印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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