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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阪6月28日电（记者汪
晓东、刘军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 28
日在大阪主持中非领导人会晤。中
非合作论坛前任非方共同主席国南
非总统拉马福萨、非洲联盟轮值主
席国埃及总统塞西、中非合作论坛
现任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
萨勒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
席。与会领导人就深化中非合作、
支持非洲发展和联合国工作、维护
多边主义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达
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去年 9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
启了中非关系新时代。中方珍视中
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无论个别势力如何干扰，中非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初心不会改
变，中非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
共同体的决心不会动摇。

习近平提出三点主张：
第一，我们要做共赢发展的先行

者，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中非人民。要
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同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精准对
接，通过落实北京峰会成果，给中非人
民带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
确义利观，不折不扣兑现对非洲的承
诺，持之以恒支持非洲发展，为非洲
发展振兴和联合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我们要做开放合作的引领
者，凝聚支持非洲发展的更强合力。
国际对非合作应该坚持非洲优先，尊
重非洲意愿，维护非洲利益。任何唯
我独尊、自我优先、损人利己的做法
都是不得人心、不受欢迎的。

中方愿推动国际社会加大对非
洲投入，同联合国一道，帮助非洲
国家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尊重
非方意愿基础上，同联合国和国际
伙伴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

第三，我们要做多边主义的捍
卫者，为维护国际秩序作出更大贡
献。要坚持文明多样性和发展包容
性，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旗帜鲜明
地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行
径、文明冲突论，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体制，充分照顾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合理诉求和正当
权益，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将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为
非洲国家仗义执言，推动相关资源
向非洲倾斜，继续推动联合国为非
洲自主维和行动供资，为非洲实现
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以此次会
晤为契机，同非洲国家和联合国一
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
作，携手为国际形势发展注入正能
量，共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非方领导人表示，中方主

办这次中非领导人会晤，充分体现
了对非洲的重视和非中间的亲密关
系。去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和刚刚在北京举行的北京峰会
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十分成功。非
中合作务实、高效，以行动为导
向，有强有力的后续保障机制，很
好回应了非洲国家的现实需求。非
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支持非洲发
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赞赏中国从不
干涉别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能以
中国为榜样，帮助非洲发展，提供
发展资金，提高非洲发展水平。非
洲国家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北京峰
会确定的“八大行动”，积极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更加紧密的非中
命运共同体。非中要携手捍卫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推动国际秩
序更加公平合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中国为促进非洲发展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积极作用。相信中非合作对实
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意
义重大。联合国全力支持和参与中
非合作和非洲自身发展，支持在

“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的合作。

会晤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
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晤。

习近平主持中非领导人会晤

6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主持中非领导人会晤。中非合作论坛前任非方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埃及总统塞西、中非合作论坛现任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出席。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在大阪相聚。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0年后，世界经

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
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
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

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
坛。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我们
有责任在关键时刻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
理把准航向，为市场增强信心，给人民
带来希望。

——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经济运
行有其自身规律。只有充分尊重经济规
律，发挥市场作用，扫除人为障碍，才
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实现贸易畅
通、百业兴旺。

——我们要把握发展大势。古往今
来，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
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以
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更好的合
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
确方向发展。

——我们要胸怀共同未来。放眼世
界，各国早已休戚相关、命运相连。我
们要立足共同利益，着眼长远发展，致
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人民
安居乐业，避免因一时短视犯下不可挽
回的历史性错误。

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坚持改革创新，挖掘增长动

力。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
期。我们要找准切入点，大力推进结构
性改革，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互联
互通、完善社会保障措施等，建设适应
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政策框架、
管理体系，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韧性，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抓住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历史机
遇，营造有利市场环境，尊重、保护、
鼓励创新。我们要提倡国际创新合作，
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集全球之
智，克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
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第二，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治
理。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曲折，
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
命题。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发挥引领作
用，确保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平衡、
普惠发展。我们要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改革的
目的是与时俱进，使得世界贸易组织能
够更加有效地践行其开放市场、促进发展的宗旨。改革
的结果应当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收窄发展
鸿沟。同时，面对未来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我们
不但要确保金融安全网资源充足，也要让国际金融架构
的代表性更加合理，更好反映世界经济现实格局。这不
仅事关公平，也直接影响到应对挑战和危机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我们还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完
善能源治理、环境治理、数字治理。

第三，坚持迎难而上，破解发展瓶颈。当今世界面

临的各种难题，追根溯源都与发展鸿
沟、发展赤字有关。全球范围看，发展
领域仍面临巨大融资缺口，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重道远。中国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是
动员更多资源，拉紧互联互通纽带，释
放增长动力，实现市场对接，让更多国
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共同走出一
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表明，
这一倡议是合民心、顺潮流的好事，得
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支持。二十国集
团应该继续将发展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的优先位置，增加发展投入，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引领发展合作。这既是对广
大发展中国家期待的回应，也将为世界
经济增长增添持久动力。

第四，坚持伙伴精神，妥善处理分
歧。二十国集团成员汇聚了主要发达经
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
界近 90%。我们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在
一些问题上存在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很
正常。关键是要弘扬伙伴精神，本着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
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大国之
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符合自身利
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各位同事！
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6%以上的合
理区间。我们将在近期采取措施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出若干重大举措，加快形
成对外开放新局面，努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

第一，进一步开放市场。我们即将
发布 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
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
开放。新设 6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增设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加快探索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

第二，主动扩大进口。我们将进一
步自主降低关税水平，努力消除非关税
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
本。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三，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我们将
于明年1月1日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
度，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强民
事司法保护和刑事保护力度，提高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

第四，全面实施平等待遇。我们将
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
制。准入后阶段，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
各类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建立健

全外资企业投诉机制。
第五，大力推动经贸谈判。我们将推动早日达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
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同世界
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
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
（新华社大阪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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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阪6月28日电（记者管
克江、岳林炜）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28日在大阪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
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出席。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伙
伴关系、全球治理、科技创新合作
等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金砖国家机制轮值主席国巴西总统
博索纳罗主持会晤。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
正处于一个复杂严峻时期。世界经
济总体保持增长，但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显著增加。金砖国家应该扎扎
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增强发展韧性
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同时，我
们要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构建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努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第一，加强金砖战略伙伴关
系。在第二个 10年，五国领导人应
该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把握好金砖
合作正确方向，推动金砖合作继续
行稳致远。我们要在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
框架内加强政策协调。要推进“金

砖+”合作，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振兴。

第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金砖
国家要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倡导共商共建共
享，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
辖”。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
义，捍卫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
本原则，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落实联合
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弘扬国际合作
主旋律。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本报大阪6月28日电（记者王
芳、马菲） 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在
大阪出席中俄印领导人会晤，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就当
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三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三国
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维护好、利
用好、发展好中俄印合作机制，为
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
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抬头严重影响全球格

局稳定，拖累世界经济增长，也对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赖
以生存的国际秩序带来不容忽视的
负面影响。中国、俄罗斯、印度应
该展现应有的国际担当，维护三国
以及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俄印三方要推动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
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
义，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公
平正义。要构建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发展的开放型世
界经济，拓展 5G 网络、高技术、互联
互通、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以协商一致
的方式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努力
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
题。要努力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稳
定，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坚持通过政治对话解决
热点问题，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
等全球性挑战。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出席中俄印领导人会晤习近平出席中俄印领导人会晤

6月28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大阪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
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出席。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6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出席中俄印领导人会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就当前国际
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三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