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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中非团结的底色

外媒普遍认为，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成功举行具
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阿尔及利亚通讯社报道称，此次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
会旨在凝聚中非团结抗疫共识，并进一步促进中非友好合
作关系，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增进互信团结、促进多边合
作、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并共同实现更好发展的机
会”。报道援引外交人士的观点称，中非抗疫合作反映了
中国加强国际抗疫合作的坚定立场。

《今日非洲新闻》 称，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在强调
“团结”与“合作”中落幕。团结合作精神使中非人民得
以站在一起，共同抗击疫情。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埃及总统塞西的话称，此次峰会坚
定了推动中非关系前进的政治意愿。

非洲多国领导人对此次峰会以及中非抗疫合作给予高
度肯定。

非盟轮值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代表非洲国家感谢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为非洲抗击新冠疫情提
供重要支持。他说，此次特别峰会显示出非中之间团结的
深度和韧性。非中团结以及更加良好的多边合作是我们赢
得抗疫斗争的关键。

埃塞俄比亚新闻社报道称，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
迈德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塞内
加尔总统萨勒提议召开此次峰会。艾哈迈德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现在伙伴关系是关键，我们相互学习，以减轻和克
服疫情威胁。”

尼日尔总统兼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伊素福表示，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赞赏并拥护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
中非伙伴关系，正是这样的伙伴关系促成了中非团结应对疫
情的行动。中国政府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取得了
非凡的成绩，这增强了非洲伙伴们对中国的尊重和钦佩之情。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非洲疫情也在发展。在
这一关键时刻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也将为支持多
边主义、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只有比病毒行动得更快才能战胜它，而快速行动
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团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
示，此次峰会对于全球加强团结、共同抗疫十分重要。

体现继续合作的决心

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始终守望相助、患难与共。

埃及总统发言人巴萨姆·拉迪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此次峰会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中非团结和合作抗
疫，称赞中国为遏制疫情的典范，赞扬中国在帮助他国抗
击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尼日利亚学者奥莫鲁伊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了中
非抗疫合作的历程并指出，当中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时，
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坚定地支持中国。那段时间，埃塞俄
比亚航空公司向中国运输了大量医疗用品。如今，疫情在
非洲大陆蔓延，中国又作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向非洲国家伸
出援手。非洲从中国学了很多抗疫经验，比如勤洗手、保
持社交距离和待在家中，这些已经被证明对遏制疫情至关
重要。

“作为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非洲获得大量援助，特
别是当新冠病毒开始重创非洲大陆时。”埃及媒体界人士
哈齐姆·萨米尔对中国在有力控制本国疫情后又致力于帮
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行动给予赞赏。“中国向非洲提供
了大量呼吸机、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这些都是抗击
疫情必不可少的。”

来自乌干达的联合国高级顾问穆西瓦表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是一场巨大的战斗，各国都没有办法通过单打独斗赢
得胜利，而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为非洲抗疫提供大力支援。

《今日埃及》等媒体认为，此次峰会反映了中非将继续合
作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心，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减免债
务等方式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以便其能够重启经济刺激计划，维持经济发展成果。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指出，非洲面临诸多
医疗卫生方面的挑战。此次峰会让非中继续加强抗击疫情
合作，双方合作也扩展至加强非洲公共卫生系统领域。非
中合作的基础是友谊和尊重，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别国的经
验中获益，这也是非中合作的方式。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中国在有效抗击疫情方面的努力
和发挥的作用值得赞赏。在政治团结和实现共赢的框架
内，非洲大陆坚定地与中国这样重要的、认真的国际伙伴
加强合作。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方抗疫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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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二十
国集团缓债倡议”……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的一系列
承诺引发路透社等外媒的关注，让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国
家对中非抗疫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

肯尼亚《星报》认为，此次峰会的召开为非洲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包括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加快推进
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以及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后为非洲国家提供便利等。

谭德塞表示，中国已经向非洲多国派出抗疫医疗专家
组，习近平主席作出的支持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抗
击疫情的承诺已得到落实。他鼓励中国和非洲继续合作，
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卫生安全。只有通
过协调和多边行动、分享经验、共同努力，才能够战胜新
冠肺炎疫情。

作为“南南合作”的一种形式，中国和非洲的抗疫合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增添一抹暖意。

伊素福表示，通过与非盟、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的
通力合作，中国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与世卫组
织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中的领导作用，希望全球都能
动员起来，最终找到抑制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

“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诚实可靠的合作伙伴。赤
道几内亚同中国友谊深厚，愿进一步借鉴中方的抗疫经验
和诊疗方案，加强双方卫生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发展。”赤道几内亚总理奥巴马·阿苏埃说。

加纳新爱国党总书记博阿杜表示，中国在国际上率先
驰援非洲，为非方抗疫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物资支持。

“我们心存感激，希望中方继续分享更多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智慧’。”

“只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光芒照耀，就能通过
团结合作让世界充满温暖。”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主席
伊克博·瑟维表示，现在正是人类携手打造一个共同愿景
的时候。这个愿景将促进人们相互关心，并唤起人们对整
个地球的关心。

外媒和国际社会点赞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中非为国际抗疫合作树标杆
本报记者 严 瑜

6月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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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共同发起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主持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非领导人在团结抗疫形势下举行
的这次特殊聚会，务实高效，成果丰
富。峰会达成的广泛共识，尤其是中国
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张，
为中非乃至国际抗疫合作注入强劲的动
力与信心。

国 际 论 道

海 外 声 音

消费复苏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

全球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发布的最
新研究显示，随着中国有效控制疫情，消费意愿有
所改善，这将为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尼尔森公司中国区总裁萨金特表示：“人们的生
活逐渐恢复正常，中国由消费驱动的内需正在复
苏，这给全球市场注入了乐观情绪。”

尼尔森中国区副总裁埃德尔史坦也表示，在网
络销售增长的推动下，今年4月中国快速消费品行业
(FMCG)实现了 8%的正增长。该公司的调查显示，
今年1月至4月，中国FMCG网上销售额分别同比增
长 33%、33%、32%和 43%，今年总体增长 37%，保
持了增长势头。

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和个人护理等生活必需品的
基本需求已经恢复。今年一季度，奶粉、散装巧克
力和液体奶的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 5%、9%和 1%。
但需求在4月出现反弹，分别增长23%、18%和15%。

尼尔森公司对各企业 CEO 的最新调查也显示，
5月份商界领袖 （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有所增强。当
被问及对疫情对企业影响的预测时，75%的受访
CEO表示对第二季度的形势感到乐观或认为不受影
响，明显高于3月份的40%。

——据美国雅虎财经网站月17日报道

中国量子通信取得重大进展

6 月 15 日，中国一个科学家团队宣布，首次使
用量子技术实现加密信息的同时传输。

中国科学家 15日在英国 《自然》 周刊网站上发
表一篇论文，详细阐释了利用纠缠状态的光子来传
输密钥的过程。光子从在距离地球500公里的轨道上
运行的“墨子号”卫星发出，抵达相距 1120公里的
新疆乌鲁木齐南山站和青海德令哈站。

1比特的信息使用两个处于纠缠状态的光子来加
密。中国科学家这次展示了 372 比特密钥的安全传
输。密钥可用于解锁通过任何渠道传输的加密信
息，包括互联网和电话。

中国科学家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类别的攻击来测
试系统，结果显示系统安全。这种传输方式的速度
和效率大约是地面光纤的上亿倍。研究负责人指
出，这项工作为创建全球量子通信网奠定了基础。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量子通信专家何塞·加西
亚·里波利说：“没有人在如此远的距离内完成过这
项工作。中国科学家在技术层面上取得了独一无二
的成就。中国正处于这个领域的前列。”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6月15日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拓展海外市场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近日宣布，计
划为其全球云计算业务招聘多达 5000名员工。它成
为最新一家掀起招聘热潮的公司。

此前，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短视频的所有者北京
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也采取了类似举措。该公司
最近宣布计划在全球招聘1万名员工。

总部位于深圳的游戏巨头、社交媒体平台微信的
所有者腾讯公司也在招聘员工，并大力投资海外市场。

对许多企业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的
双重威胁为其对投资持保守态度提供了充分理由。
但是，对于资金充裕的中国科技巨头来说，疫情的
出现在本国市场之外创造了潜在投资机会。

今年4月，阿里巴巴宣布未来3年对其云基础设
施投资280亿美元。该部门拥有多个数据中心，分布
在伦敦、吉隆坡和法兰克福等地。在国际上，该公
司正在向那些准备使弹性工作方式成为长期现实的
企业提供支持。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15日报道

图为一些顾客在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选购肉类
食品。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图为位于安徽合肥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建设工地 （无人机照片）。

黄博涵摄 （新华社发）

图为6月1日，在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中国医疗专家组考察一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并捐赠抗疫物资。
中国赴赤道几内亚抗疫医疗专家组供图 （新华社发）

专 家

解 读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严峻。
美洲疫情加速蔓延，非洲疫情防控仍有较大压
力，欧洲尝试逐步“解封”同时面临疫情反弹风
险。尤其是近段时间，一些国家爆发反对种族
歧视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使不少地区新增
病例有上升趋势。在缺乏治愈新冠肺炎特效药
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接种疫苗预防和控制疫
情迫在眉睫。

疫苗研发要满足安全性、有效性等多方面要
求，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保证一定比例的接种人
群产生抗体后方能投入使用，以建立有效的免疫
屏障，真正切断病毒传播链，这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挑战是全球性的，应对挑战的方案也必须是
全球性的。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 6 月 2 日，全球正
在研发的候选疫苗超过 130种。美国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有4
种疫苗进入临床二期试验，3种疫苗同时在进
行临床一、二期试验，2种疫苗正在进行一期
试验。

在新冠疫苗研发上，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一方面，中国是最早进行疫苗研发的国家
之一。中国调动国内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的资
源，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
病毒载体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

5条技术路线开展疫苗研发。政府的大力支持
极大增加了疫苗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中国一贯对疫苗研发国际合作持积极态
度。5条技术路线均对外开放，中国企业与加
拿大、英国、德国、巴西等国企业开展技术合
作，中国还同世卫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
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国际组织开展科研合
作。中国研究团队在《柳叶刀》等国际期刊上
发表论文，分享研究进展及成果。

疫苗研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实
现疫苗在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同样重要，这个过程不
是一蹴而就的。在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的大
背景下，建立融资机制、夯实各国合作意愿是两
个关键问题。国际社会需进一步加强协调，尤
其是中美等主要大国要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生
产、分配、卫生技术评估、价格控制等一系列后
续问题，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疫苗获取机
制”，保证未来更多人用得上、用得起疫苗。

中国拥有研发、生产疫苗的强大能力。中
国还曾多次表态，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
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为国
际公共卫生事业作出更多贡献，为世界带来战
胜病毒的曙光。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据路透社6月16日报道，国药
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表示，其实验性冠状病毒疫苗已在
临床试验中触发抗体，并计划与其
他国家开展试验合作。路透社此
前称，中国当前加大努力在全球范
围内同有关国家开展疫苗研发等
合作，推进了灭活疫苗、重组蛋白
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

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

使大卫·纳巴罗认为，疫苗研发成功
将是抗击疫情的重要进展，“中国将
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是对
国际社会实实在在的贡献”。

据埃菲社近日报道，负责生
产巴西约 80%的血清和疫苗的布
坦坦研究所与中国科兴控股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
以期共同展开新冠疫苗第 3 阶段
临床测试。

中国力促新冠疫苗研发国际合作
■ 受访专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 黄严忠

图为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质量检定部
门对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进行杂质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