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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晚在
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 《团结抗
疫 共克时艰》 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
中非相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
加巩固。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将
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双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
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
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
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
发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发
出中非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

本次峰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
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以视频方式
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埃及
总统塞西、刚果 （金） 总统齐塞克迪、阿尔及利亚总
统特本、加蓬总统邦戈、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马里总
统凯塔、尼日尔总统伊素福、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埃塞
俄比亚总理阿比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出席。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作为
特邀嘉宾与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重要时刻，我们举行这次中非特别峰会，同各位新老朋
友通过视频相聚，共商团结抗疫大计，共叙中非兄弟情
谊。这次疫情突如其来，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夺
走数十万人宝贵生命。我提议，我们为在疫情中的不幸
罹难者默哀，向他们的亲人表示慰问。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国和非洲相互声援、并
肩战斗，双方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中方珍视
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
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国和非洲
都面临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资源，团结合作，尽最大
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负面影响。

第一，我们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中方将继续
全力支持非方抗疫行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

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方来华采购抗疫物资。中
方将提前于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同非方一
道实施好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
非友好医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
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
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第二，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中方将在中
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 2020年底到期
对华无息贷款债务，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
重、压力特别大的非洲国家的支持力度，包括进一步延

长缓债期限。中方鼓励中国有关金融机构参照二十国集
团缓债倡议，根据市场原则同非洲国家就商业主权贷款
安排进行友好协商。中方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
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并呼吁二十国集团在落实当前缓
债倡议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相关
国家缓债期限。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多边金
融机构在非洲减缓债问题上采取更有力行动。中方愿在
尊重非方意愿基础上，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
伙伴开展援非抗疫合作。中方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建设，支持非洲加强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建

设，愿同非方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洁能源、5G
等新业态合作。

第三，我们要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中方愿同非
方一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为全球抗疫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反对将疫情
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反对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
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第四，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我愿同各位
同事保持密切联系，夯实友好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中非和发展中国家根本利
益，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
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召开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北京峰会承诺，也是
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我相信，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中
非人民也终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外方领导人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在非洲扩散蔓延的关键时候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
别峰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再次展现了非中友谊的牢固
和非中关系的韧性。中国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守望相
助、患难与共，为非方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资、技术、经
验等各方面宝贵帮助和支持，非洲国家深表感谢。疫情
是空前严峻的全球危机，国际社会各方唯有加强团结，
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挥作
用，才能最终战而胜之。非方呼吁有关债权国和国际金
融机构进一步减缓非洲国家债务，在诊疗、药物、疫苗
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非洲国家增强应对疫情能
力，恢复经济，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中
国树立了表率，用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中国是非洲全天候
的好朋友、好伙伴。非方坚定致力于非中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共同打造非中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中传统友谊万古长青。

本次会议务实高效，在积极友好的气氛中达成重要
共识。峰会发表了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
中非双方决心深化中非友好，加强相互支持，着力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加强团结合作，支持联合
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携手战胜疫
情；加紧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更多向卫生
健康、复工复产、改善民生领域倾斜；维护多边主义，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丁薛祥、孙春兰、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指出中非经受疫情严峻考验，友好互信更加巩固，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践行

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王沪宁出席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北京时
间 6 月 17 日晚成功举行。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发表主旨讲
话。特别峰会由中方和非盟轮值主
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
塞内加尔共同倡议，以视频方式举
行。非盟峰会主席团成员国、非洲重
要次区域组织轮值主席国等非洲国
家领导人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应邀
出席。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这无疑是一次特殊时期的特殊
峰会。当前 全 球 疫 情 形 势 仍 然 严
峻，非洲抗疫也在关键时期。此
时此刻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
会，再次彰显了中非患难与共的
兄弟情谊。面对当前这场百年不
遇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中非患
难与共，守望相助，中非命运共
同体得到夯实和巩固。

中 国 与 非 洲 是 好 朋 友 、 好 伙
伴、好兄弟。早在 1963 年，中国政
府即向非洲派出医疗队，至今共为
50 多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医疗卫生援
助。2014 年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
第一时间驰援，共派出 1000 多人次
的公共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为非洲
疫区人民提供医疗保障，并提供了
数批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

中非友谊历久弥坚。患难见真
情，在共同战疫过程中，中非兄弟
情得到新的发展。中国抗疫关键之
时，有来自非洲大陆的温暖慰问，
有非洲各国政府的雪中送炭，也有
赤道几内亚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捐赠
的沉甸甸的200万美元；非洲困难之
时，有来自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
团体的大量医疗援助物资，有来自
中国148人次的抗疫医疗专家组，有
30多场专家视频会议和近400场各类
培训活动，还有常驻非洲的 46 支中
国医疗队的积极工作。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非

洲送来宝贵支持，我们铭记于心。非
洲疫情暴发后，中国率先驰援，同非
洲人民坚定站在一起。”习近平主席在
主旨讲话中所言，映照着“兄弟同
心，其利断金”之志，承载着中国人
民对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
卫生体系薄弱，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
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在第 73届世
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
主席呼吁各国团结合作战胜疫情，提
出包括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在内的6项
建议，并宣布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
作机制和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一
系列重大举措。这些倡议和举措有力
支持了非洲国家抗疫。在此次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
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
合作、践行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
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
主席指出：“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召开团结抗疫
特别峰会，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北京
峰会承诺，也是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
力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中非的并肩作战充分证明，中非
命运共同体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在
全球抗疫关键时刻举行中非团结抗疫
特别峰会，不仅将进一步凝聚中非团
结抗疫共识，推动中非合作实现新的
发展，也必将为维护多边主义、加强
国际抗疫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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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7日电（记者李锋、薛丹） 6月 17日晚，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

《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 的主旨讲话。峰会结束后，外交部
部长助理陈晓东接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
采访，介绍峰会成果。

陈晓东表示，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非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相互声援、并肩战斗，树起国际抗疫合作新标杆，带
动中非关系实现新提升。这次峰会是中非领导人在团结抗疫
形势下举行的一次特殊聚会，各方就支持非洲抗疫、推进中非
及国际抗疫合作等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会议
发表了联合声明，凝聚了中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立
场。峰会友好热烈，务实高效，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

陈晓东说，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一系
列重要倡议和主张，重点强调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
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
非友好。这四个“坚定不移”，展现了中非“团结抗疫、共克时
艰”的坚定决心，指明了疫情形势下中非抗疫及务实合作的前
行路径，擘画了中非关系发展的未来方向，也为国际社会团结
协作早日战胜疫情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习主席讲话引发热烈
反响和积极回应，与会非方领导人指出习主席真诚支持非洲
国家抗疫，真正把中非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心坎上。中非合
作将有力帮助非洲克服疫情影响，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有的领导人指出，某些国家只说不做，中国真心为非洲着想，
真诚帮助非洲，为非洲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引领全球抗疫
合作。此次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恰逢其时，其重要影响和
深远意义必将持续释放。

一是进一步推进中非携手抗击新冠疫情。中非领导人在
峰会上一致决定加强团结抗疫的共同行动，携手构建中非卫
生健康共同体。在中国疫情艰困时刻，非洲从道义、物质上均
给予宝贵支持。中方已经并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抗疫行
动，向非方提供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加快非洲疾控中
心总部建设，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尽快惠
及非洲国家，并在落实G20缓债倡议基础上，加大对非洲国家
以及重债穷国支持力度。针对疫情给中非合作带来的影响，

中非双方同意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成果，聚焦健康卫生、复工复产、改善民生等领域，深
化贸易、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合作。上述倡议和主张契合中
非双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际上
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二是进一步彰显中非相互支持的坚强底色。习近平主席
指出，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
引发强烈共鸣。各方高度评价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赞赏中方积极驰援非洲抗疫。中非双方在峰会联合声明
中明确写入，中方支持非洲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内部事务。中方支持在非洲落实

“消弭枪声倡议”，敦促尽快解除对津巴布韦和苏丹的经济制
裁。非洲国家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支持
中方在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中非双方一贯相互理
解、坚定支持，再次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
谊，诠释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意涵。

三是进一步提振全球早日战胜疫情的信心。近来，多边
主义遭遇逆流，种族主义沉渣泛起，个别国家企图将疫情政
治化，国际公平正义面临挑战。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
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与会非方领导人对此高度赞赏，
表示面对疫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面对病毒，没
有哪个国家可以高人一等。只有相互尊重、团结合作，人类
才能最终战胜病毒。中非双方呼吁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反对
单边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支持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在国际抗
疫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共同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
化，共同防止歧视、污名化作法。这些重要共识顺应时代潮
流，有利于推进国际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中非等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有利于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

陈晓东表示，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功举行，在中非
关系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我们坚信，经受疫情考验的中非
关系将更加坚实牢固，中非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展望未
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中非人
民也终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中方将同非方一道，落实好
此次峰会成果，造福中非和世界各国人民。

树起国际抗疫合作新标杆 带动中非关系实现新提升
——习近平主席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峰会

友好热烈，务实高效，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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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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