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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正式
拉开帷幕。5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将
率团出席峰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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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8年之际，中非领导人济济一
堂，共叙中非友谊，共商中非合作。这是中国今年举办
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主场外交，也是中非友好大家
庭时隔 12 年的北京大团圆。盛会召开在即，中非这对

“天然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将携手奏响怎样的
一篇中非合作新乐章？国际社会热切关注。

这是中非兄弟的盛大聚会

随着北京峰会临近，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抵达中
国。对于此次北京之行，他们充满期待。

“非中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规划蓝图，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能够成为其中的
一员，我深感荣幸。”日前，利比里亚总统乔治·维阿在
动身赴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人杰地灵
的好地方，我期待中国之旅。”

8月29日，几内亚比绍总统若泽·马里奥·瓦斯启程赶
赴北京。该国媒体 《科纳克里日报》 援引他在机场的讲
话称：“几内亚比绍将借此机会回顾非中友谊，并期待与
中国在农业、旅游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发展合
作。”

据马拉维 《尼亚萨时报》 报道，马拉维总统穆塔里
卡表示，希望借此机会大力推动中马经济合作，并为两
国伙伴关系未来十年的走向设定议程。

多哥总统福雷的目标更为具体。据“多哥第一”新
闻网站报道，福雷计划在北京峰会上向世界展示多哥
2018—2022年国家发展计划。“他将参与此次峰会视为实
现这一发展计划的重要一步，并期待峰会能为多哥带来
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投资者，提振国民信心。”

对北京峰会寄予厚望的，不仅是亲赴“北京之约”
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连日来，非洲各大媒体纷纷刊文，
介绍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历史，预测北京峰会的主要成
果，对中非合作的前景十分乐观。

“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致力于进一步推进
非中关系和相互合作，使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
联系更加紧密。”峰会开幕一周前，《喀麦隆日报》 就刊
文突出介绍了中非合作论坛，并发布喀麦隆总统保罗·比
亚将出席北京峰会的消息。

“新津巴布韦网站”认为，“此次峰会的具体议题可
能将围绕非洲国家正着力推动解决的基础设施赤字及专
业技术人员缺乏问题。”加纳新闻社则预测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仍将是此次峰会的讨论核心。
“利比亚里出席今年北京峰会的代表团必须要积极主

动。利比里亚现任政府要在中非合作论坛中发挥关键作
用，与其他非洲国家共享中非合作的红利。”利比里亚新
闻网站“非洲首页”近日发表评论文章，对参与此次北
京峰会的本国代表团寄予厚望。

尼日利亚《太阳报》的一篇文章也表示，“期待尼日
利亚为此次峰会成功举办作出重大贡献。”文章还认为，
尼日利亚的“经济复苏与增长计划”与中国的“两步
走”战略十分契合，尼中、非中各领域务实合作将进一
步发展。

西方媒体同样非常关注这场必将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的历史性盛会。

“一场聚焦经济关系的峰会。”法新社这样概括北京
峰会的主要议题。报道指出，非洲国家一直很欢迎中国
的投资，过去 10年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报道
还援引尼日利亚学者伊萨克·阿德尼兰的观点认为，“今
年中国希望将更多非洲国家纳入‘不断扩大的友好关系
名单’。”

路透社则回顾了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的成果，直言北京峰会对中非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承载着各方的期待与关注，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即将拉开大幕，中非合作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这是共同发展的难得机遇

正如会徽“合抱之手”的寓意，中非合作论坛始终
助力中非合作深入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在非中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博茨瓦纳前驻华大使萨萨拉·查萨拉·乔治认
为，“这一合作机制为非中之间定期全面交流提供了良好
平台。”

尼日利亚《国民报》近日的报道盛赞中非合作论坛的
成就：“虽然成立不足20年，但中非合作论坛在过去取得的
丰硕扎实成果无疑已令其成为一流的国际组织。”

“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经举行过2次
峰会、6届部长级会议、12届高官会议和4次中非外长联
大政治磋商，每一次会议都带来一系列看得见的成果，
为非洲发展注入了动力。”在南非驻华大使多拉娜·姆西
曼看来，18年来，非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农业现代
化、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减贫、公共卫生、贸易
和投资等众多领域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近年来，中非合作稳步前进。“非洲国家自2015年中
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

步。习近平主席当时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已经
硕果累累。”《国民报》 由衷感慨。亚吉铁路、蒙内铁
路、阿布贾城铁、曼比拉水电站……该报细数中国在非
建设项目，认为“中非合作赋予非洲一种务实的国际伙
伴关系，这将使非洲不仅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同时迈
向稳定和包容的轨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援引麦肯锡发布的报告
称，“中国在非洲大陆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近 2/3
的中国公司提供技能培训。”该报告调查了包括埃塞俄比
亚在内的 8 个非洲国家的 1000 多家中国公司，结果显
示，89%的员工都是非洲人。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中非合作迎
来崭新的“黄金时期”。此次北京峰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是将共建“一带一路”和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非盟 《2063 年议程》 以及非洲各国的发展战略实现
具体对接，促进中非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这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带一路’倡议与南非 《2030 国家发展规划》
和非盟 《2063 年议程》 有诸多共通之处。”多拉娜·姆西
曼认为，“北京峰会将讨论包括如何让非洲国家更好地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而实际的议题，对非
中双方而言是难得的机会。”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各
国与中国之间的资金融通。”参加北京峰会相关活动的埃
及银行行长穆罕默德·埃特雷比表示，“期待峰会为中非
金融合作注入新动能。”

英国《太阳报》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结
合中非合作论坛这一现有机制，中非生产和工业能力合作
的动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此次被视为对塑造人类未来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北京峰会，将进一步表明各国领导人们
是否具备抓住时代机遇的历史性远见”。

“北京峰会将像催化剂一样，促进所有中非合作论坛
参与方收获更多的共赢成果。”塞舌尔总统富尔对峰会的
成功充满信心，“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非中对
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相信非中合作
一定能在新起点上取得新进展。”

“今年将是非中关系发展的丰收年。”阿尔及利亚—中
国友好协会主席德贝什认为，北京峰会将进一步深化非
中务实合作，让更多非洲人民感受到双方合作的成果。

这是南南合作的理想平台

正如北京峰会的主题，中非合作论坛不仅致力于加
深中非之间更广更深的合作，更指向一个宏大的命题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对此，非洲国家信心满满。富尔日前接受采访时表
示，非中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当前非中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水平，北京峰会将促进非中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迈出新步伐。

苏丹战略与安全研究高等学院教授阿迪尔·哈桑也认
为，近年来，非中之间的战略合作是全方面、多领域
的，相信北京峰会必能进一步凝聚非中友好的战略共
识，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作为将两者紧紧连在一起的桥梁，中非合作
论坛的意义远不止于中非之间。

多拉娜·姆西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机
制已成为非中合作的先导者，在国际上有着很大的影响
力，是目前最大、最有效的南南合作平台。

“它是中非合作的重要机制，是南南合作的最佳实
践。”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言人梅莱斯·阿莱姆对中非合
作论坛做出了相似的评价。他认为，论坛将继续成为非
洲大陆与中国交往的重要渠道，而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则将成为南南合作的理想平台。

利比里亚 《新晨报》 的长篇评论在展望北京峰会时
指出，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迅速提升以及南南合作
不断发展，中非合作论坛为中国和非洲国家搭建了一个
新平台，促进双方对话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中非合作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最
主要的成功故事，是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的互利合作的
典范。”卢旺达《新时代报》刊文称，中非合作论坛为非
洲提供了北南合作之外的选择，已经成为中国与非洲之
间开展双赢合作与扩大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增强
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对于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今，不仅是非洲国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愈
加关注中非合作论坛，甚至希望参与其中，成为中非共
同的合作伙伴。

德国经济非洲协会主席斯特凡·利宾日前在接受采访
时就表示，德国和中国在第三方市场建立合作符合各方
利益，而非洲可以成为这一合作的示范区。他期待中非
合作论坛未来能够将德国与中国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合作
作为边会讨论议题之一，搭建一个各方交流对接的平台。

法国席勒研究所非洲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
也看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法非三方合作的前
景。他表示，中国专注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经济发展
打牢基础，同时产生溢出效应。例如，在塞内加尔，中
塞合作使该国市场变得重新活跃，并带动了法资投向塞
内加尔，一些法企也通过合资合作等享受到政策支持。

“这样的事在法语非洲普遍上演。”

国际社会热切关注北京峰会

中非兄弟再聚首，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严 瑜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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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北京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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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在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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