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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这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大团圆， 这是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再出发！

正是秋色怡人时节，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国
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齐聚北京， 共襄2018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盛举。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讲话， 总结中非合作共赢的深刻启
示，宣示中国解答时代命题的大国担当，进一步阐
明“打造什么样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如何打造中非
命运共同体”，绘就新时代中非合作蓝图，为共筑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历史
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和逻辑。几十年来，中非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
赢之路，中非合作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以真实
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基石， 以中非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方向， 这条道路深刻昭示我
们，只要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
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
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非友好合作前
景必定无限广阔，中非关系发展必将大有可为。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
连，人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答好和平与发展
这一时代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一起行动、共同担当。
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愿同
国际合作伙伴共建 “一带一路”， 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习近平主席的庄严
宣示，展现了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道
出了各国谋发展、求合作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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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前行的路上，中非早已结
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回应中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习近平主
席提出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这一宏伟目标，顺应中非合作大势，旨在将中
非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让双方政治互信和经济互
补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让人文交流的源泉不断
涌流，赋予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时代内涵，为中
非合作在新起点上不断深化、树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典范指明了实践方向。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关键在
行动。开展对非合作，中国始终讲一个“实”字。
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峰会上提出的 “十大合作计划” 全面落实：
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 中国企业为
非洲国家创造近9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为非洲
国家在农业、减贫、公共卫生等领域实施了数百
个项目，给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着眼于打造新时代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
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从“十大合作计划”到
“八大行动”，助力非洲发展的大国担当一脉相
承 ， 合作共赢的务实举措更加精准 。“八大行
动”，支撑起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四梁八柱。在产
业促进 、设施联通 、贸易便利 、绿色发展 、能力
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的合作框
架下 ， 大至启动编制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
划》、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小到建设中
非竹子中心 、实施妇幼心连心工程等 ，无不体
现了 “授人以鱼 ，更要授人以渔 ”的合作智慧 ，
为引领中非合作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提供了强劲
推动力。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非洲雄狮奔腾向前，
中国发展势不可挡。从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携手前
行，汇聚起26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非命运共
同体必将更具生机活力，中国梦和非洲梦必将在
相互辉映中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 � � � �荨荨 （上接1版）
六是实施健康卫生行动。 中国决定优

化升级50个医疗卫生援非项目， 为非洲培
养更多专科医生， 继续派遣并优化援非医
疗队，开展“光明行”、“爱心行”、“微笑行”
等医疗巡诊活动， 实施面向弱势群体的妇
幼心连心工程。

七是实施人文交流行动。 中国决定设
立中国非洲研究院， 支持非洲国家加入丝
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
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 继续推动中非互
设文化中心， 支持非洲教育机构申办孔子
学院， 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
团出境旅游目的地。

八是实施和平安全行动。 中国决定设
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 支持中非开展
和平安全和维和维稳合作， 支持非洲国家
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 设立中非和平
安全论坛。

习近平指出，为推动“八大行动”顺利
实施，中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
投融资等多种方式，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
支持。

习近平最后强调， 青年是中非关系的
希望所在。中非“八大行动”倡议中，许多措
施都着眼青年、培养青年、扶助青年。我相
信， 只要中非友好的接力棒能够在青年一
代手中不断相传， 中非命运共同体就一定
会更具生机活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和非洲人民团结振兴的非洲梦就一定
能够早日实现。

习近平的讲话引起现场非洲国家领导
人和来宾强烈共鸣。 全场多次响起热烈掌
声。

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
卡加梅，峰会特邀嘉宾、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先后致

辞。
他们表示，非中传统友谊深厚，友好合

作成果丰硕。长期以来，非中在平等、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中国
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不
干涉非洲内政， 对非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 非洲国家反对那些不希望看到非中
合作的人捏造的“新殖民主义”论。非方高度
评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伟大创举，非
洲国家愿积极参与相关合作， 将自身发展
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对接，实现互利
共赢。

他们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致
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
同规划非中关系发展新愿景。 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八大行动”令人欢欣鼓舞，将对非洲
大陆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积极影响。非
方愿同中方密切协作， 推动非中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促进非中在更高

水平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国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代表团团长及国际和地区组织
负责人等中非各界人士约3200人出席开
幕式。

丁薛祥、王晨、刘鹤、孙春兰、杨洁篪、
胡春华、黄坤明、蔡奇、赵克志、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王毅主持开幕式。
中非合作论坛目前有中国、53个与中

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共55
个成员。 中非双方于2006年、2015年、2018
年3次举办峰会。本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
赢，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将重点探讨加强中非在共建“一带一
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
《2063年议程》等领域合作。

� � �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3日下午，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携手共
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中如此宣示。

这是继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和
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 中非友好大家
庭的又一次大团圆。

秋光灿烂，晴空澄澈。下午4时许，中非合
作论坛非方成员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
团团长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等相继抵达
人民大会堂。

来宾中，既有来自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布基纳法索这3个论坛新成员的领导
人，也有吉布提总统盖莱、赤道几内亚总统奥
比昂等出席过前两次峰会的老朋友。 不远万
里而来，合作共赢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苏绣壁画《长城》恢弘
大气，寓意友谊绵延万里。习近平主席热情迎
接外方领导人，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随后，中外领导人集体合影。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和非洲将如何
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未来？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里灯光璀璨， 花团锦
簇。主席台后幕上，中非合作论坛会徽高悬，
“合抱之手”意涵隽永。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
国旗、 非洲联盟会旗整齐排列在巨幅蓝色背
景板前，传递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共同心
声。

下午4时45分许，峰会隆重开幕，习近平
主席发表主旨讲话。

“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

这是同心同向真诚合作的期盼， 这是携
手前进共创未来的信念。

掌声如潮，经久不息。
———掌声中， 中国和非洲在逐梦道路上

结伴同行。
会场内， 中非各界人士约3200人认真聆

听讲话。 他们不会忘记， 中国和非洲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兄弟情谊。

今天的非洲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

展振兴， 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相信中非合作的必由之路就是发
挥各自优势， 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
密结合，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我们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的机遇，
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身
处新时代， 展望新未来， 中国和非洲信心满
怀、脚步坚定。

———掌声中， 中非命运共同体未来蓝图
更加清晰。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
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
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早已结成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
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这六个“携手打造”关键词，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掌声中， 中非合作被注入强劲的中

国力量。
“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

资源类产品”。
“支持设立旨在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合作

的中非创新合作中心”。
“中国决定优化升级50个医疗卫生援非

项目”。
……
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

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
全———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愿以打造新时
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 在推
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
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3年和
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35分钟讲话，20多次热烈掌声，代表了与
会者的共鸣与心声。讲话结束，现场嘉宾纷纷
起立向习近平主席鼓掌致意。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为中非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论坛共同主席国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在致辞中表示， 习近平主席宣
布的新举措， 将对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的努力已经
充分表明， 一个更加强大的非洲是发展的机
遇，与非洲合作大有前景。

中非合作的时代强音在会场内外回响。
无论是数千名前来报道的中外记者， 还是受
邀参会的中外人士， 他们把中非合作论坛的
友好之声进一步传向世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感召下，
中非合作一定会行稳致远， 这让我们参与其
中更有信心、更感自豪。”参加开幕式的协鑫
集团董事长朱共山说。

“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对非洲国家而言非
常宝贵。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盛会，学习中国发
展经验，进一步增进中非友谊，让民众的日子
更幸福。”专程来华报道峰会的南苏丹记者西
翁戈说。

从人民大会堂眺望远方， 于古都北京展
望未来， 中国梦与非洲梦由此插上合作共赢
的翅膀，比翼翱翔在充满希望的筑梦之路上。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同心逐梦 共筑美好未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侧记

� � � �金秋北京，拥抱远道而来的朋友———
“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
3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指引打造新时代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此刻，中非合作论坛方的国旗、会旗迎风

飘扬，宛如织就一条多彩的希望之路，中非人
民正向着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携手前行。

新乐章
“六个携手 ”为共筑中非

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合抱之手”，是中非合作论坛的会徽。
绿色象征和平与发展， 红色表示活力与繁
荣， 承载着26亿中非人民共同发展的美好
愿景。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
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新时代中非合
作之手将握得更紧。

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
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
话中提出“六个携手”，是对中非命运共同体
从理念到实践的丰富和完善，为共筑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根本遵循。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历史有其规律和逻辑。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奋斗历程、共同的梦想把中国与非洲紧
密相连，铸就了牢不可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双方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
在过去的岁月里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
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 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指出。

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
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
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诚如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所说，在这条道
路上，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
利观，同非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
前进。

独行快，众行远。
中非人口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一

带一路”建设，是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
践平台。

“希望东部非洲能继续从共建‘一带一
路’中受益。”吉布提总统盖莱说，中国在非
洲实现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在东部非洲发生的一切就足以证明这
一点。

“我们已经制定并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
的经济金融改革计划。” 乍得总统代比发出
邀请：欢迎中国企业家赴中部非洲国家投资
兴业。

“非洲已经觉醒！”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说，相信通过中非互利合作、沟通对话，一定
会发掘非洲和非洲人民的潜力，推动非洲实
现真正的发展。

昔日“被遗忘的大陆”，今天“发展的热
土”，中非合作正助力“非洲雄狮”加速奔跑。

新动力
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

春华秋实，耕耘收获。
2015年12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的中非“十大合
作计划”，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

亚吉铁路、 蒙内铁路、 乌干达水电站
……一个个项目在非洲这片希望的土地上
落地，助力破解基础设施不足这一制约非洲
发展的最大瓶颈， 并创造了近90万个就业
岗位……

中非合作就像阵阵春风，吹开了非洲发
展振兴的朵朵鲜花。

中非合作论坛迎来18岁“成人礼”之际，
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为指引， 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
中非合作“八大行动”：

实施产业促进行动、 设施联通行动、贸
易便利行动、绿色发展行动、能力建设行动、
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动、和平安全行
动。

———这是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共同发展
的新部署。

决定在华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在非洲新建和升级一批经贸合作区；支持非
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 决定扩
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支持
非洲国家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中非电子商务
合作……

中国保利集团总经理张振高说，一系列
产业促进与贸易便利方面的务实举措，把中
非各自优势和需求更好对接，将推动中非合
作转型升级、迈向更高水平，为双方都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非洲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有着巨
大的空间， 此次中非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

制，极富战略远见，相关机制将为电子商务
在非洲的业务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阿里
巴巴合伙人赵颖说。

———这是助力非洲培育自主发展能力
的新安排。

支持中国企业以投建营一体化等模式参
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跨境水资源等合作；为非洲提供5
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5万个研修培训名
额，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人才……

基础设施、人才、资金不足是制约非洲
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三大短板。在非洲工
商会联盟主席瓦基勒看来，中国为中非务实
合作开创了新的时代，不仅上述发展诉求得
到了满足，而且为中非双方带来了很多新的
合作机遇。

“今天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不应只是
简单搞投资、做贸易，而应把中国最好的技
术、理念和经验与非洲分享。我们帮助非洲
国家发展云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培养当地
IT人才，提升人员、技术等‘软实力’。”中国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

———这是为非洲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的“民生礼包”。

为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
援助项目；建设中非竹子中心，帮助非洲开
发竹藤产业； 优化升级50个医疗卫生援非
项目，重点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为非洲
培养更多专科医生； 开通更多中非直航航
班；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实施50个文体旅
游项目；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

举措细而实，情谊浓而真。
“这些举措涵盖范围广，跟我们的生活

密切相关，无论对非洲还是中国都意味着更
大的机遇。” 来华参会的一家肯尼亚企业负
责人姆威尔说。

报道论坛的卢旺达《新时代报》记者哈
德森说，中国帮助非洲人言出必行，相信新
行动计划，必将带来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非合作要给中非人民带来看得见、
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

“凡是答应非洲兄弟的事，就会尽心尽
力办好。”

“凡是对非洲有利的事情，我们都欢迎、
都支持。”

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旦认为，
在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未来中
方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重点实施“八大行
动”，合作领域更广、主体更多元、路径更创
新，更突出贸易便利化、绿色环保等时代主
题，将造福更多中非人民。

新使命
面向未来携手解答时代命题

“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
车”“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扰国际社会支
持非洲发展的积极行动！” ……习近平主席
讲话时，掌声一次次响起。

与会嘉宾热烈回应背后，是当前全球经
济面临的新现实———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不断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复杂交织，国际经济合作走到了一个新的十
字路口。

解答时代命题，中非肩负的时代使命更
加清晰。

面向未来，独木难成林，唯有合作才能
共赢。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今年以来中国
一系列放宽市场准入、 降低关税举措， 宣
示了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坚定决心。

“当前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坚定
支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多边秩序并推进全球
治理令人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面向未来，同舟共济，共担责任，才能行
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说，中非要扩大
各层级政治对话和政策沟通，加强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支
持， 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配
合，维护中非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塞拉利昂首席部长弗朗西斯说，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模
式，传递出的是信任、尊重和合作共赢，而这
正是非洲长期以来所期待的。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中非合作的未来在年轻人。从培养青年

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到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
技能培训， 再到设立中非创新合作中心、邀
请非洲青年来华交流……中非“八大行动”
中，许多措施都着眼青年、培养青年、扶助青
年。

“青年是中非关系的希望所在。”
习近平主席表示，只要中非友好的接力

棒能够在青年一代手中不断相传，中非命运
共同体就一定会更具生机活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非洲人民团结振兴的非
洲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解读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