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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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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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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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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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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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张璇

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1899 年设关
开埠的城陵矶港，见证了百余年岁月沧
桑，而对于 80 岁的王文辉来说，这座老
港的最大变化莫过于“重回老码头，我敢
穿白衬衣了”。

6 月 13 日下午，王文辉特意穿上一
件干净整洁的白衬衣，回到岳阳城陵矶
港老港码头。王文辉在老港工作过 22
年，以前在港口开装货的小火车，运输矿
石、煤炭等物资，“那时灰尘漫天，下班就
成了‘黑人’，哪敢穿白衣服哦”。

王老边走边看，现在的老港空气清
新，道路清洁，路旁点缀着绿树、草地，还
多了一个“庞然大物”。 ▲ ▲

（下转4版）

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

老港不老 新港弥新
金中基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对
生活的环境如此关注。

在常德采访，老百姓不跟你谈
论谁的房子、车子多好看，谁家的日
子过得多富有，而是带你去看一条
河的变迁。

这条穿城而过的穿紫河，两岸
居住着30余万人，曾是“白马湖平秋
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竟一度变
成了臭水河。

一河美景还复回，两岸风光游
人醉。近年来改建和新建了6座污水
处理泵站、15座雨水泵站，栽植的芦
苇、菖蒲、席草、美人蕉，让城市像

“海绵”一样，“吸”进污水，排出净
水。人们发出由衷感叹：“环境好，胜
过景象万千!”

在长江与洞庭交汇之地，湖南
设关开埠最早的城陵矶港，人们不
与你聊年货运量千万吨级码头的巨
变，而是拉着你去看水看天。

城陵矶是百年老港，以前大量
货物露天堆存，晴天灰尘满天，雨天
污水横流。如今，建了全封闭的“胶
囊”仓库，作业过程全封闭、无污染。
曾经干活“一身黑”的老职工，“重回

老码头，敢穿白衬衣了”。
一河一湖的变化，折射的是这

些年湖南污染防治取得的显著成
效，是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发生的巨
大嬗变。

从前问温饱，而今问环保。可以看
出生态环境在人们心中的突出地位。
它反映的不仅是人们观念之变，更是
对行为方式、生存状态的深刻关切。

从贫困中走来，中国人过怕了
穷日子。吃饱穿暖是许多人奋斗追
求的目标。当我们跨越温饱线，再回
过头来看，有的地方付出了太多的
环境代价，水变黑，天变灰，人们生
存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不能为了
发展而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
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一场波澜壮
阔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三湘四水打
响了。历经几度奋战，天蓝地绿水清
土净的美丽湖南正向我们走来。

如果说早些年，人们曾为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引发争论的话，那
么今天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
现的时刻，生态环境就是非常重要
的筹码。我们追求的小康生活，经济
富足固然重要，生态环保尤为宝贵，
既要金山银山富满仓，更要绿水青
山绕大地。

胜过景象万千湘经评

6月13日，岳阳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全封闭“胶囊”散货仓库大
棚。百年老港变身环保新地标。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刘奕楠 蒋睿

“好久没剃头了，微信下个单！”
6 月 13 日 ，70 岁 的 蒋 华 初 用 微 信 扫
码“志愿服务菜单”，选择上门理发。
韶 山 市 文 明 办 收 到 订 单 后 ，立 即 派
单，志愿者庞红亮接单后，不到半小
时 ，便 提 着 理 发 箱 上 门 为 蒋 华 初 理
发。

“点单”志愿服务，这对家住韶山市
韶山村的蒋华初来说，已经成为生活中
的一种习惯。

“志愿服务有菜单，方便！”蒋华初

说，自己年纪大了，村里的“点单”志愿
服务，就跟年轻人点外卖一样，给他的
生活增添了不少便利。 ▲ ▲

（下转6版）

微信点单“呼叫”
志愿服务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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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 17日讯（记
者 欧阳倩 陈淦璋 通讯员 陈
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浏阳
河国际文化科创基地今天签约
引进 32 家企业。这标志着长沙
高铁新城片区开发建设按下“快
进键”，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
米，集影视演艺、科技金融等为
一体的文创中心将在此崛起，为
雨花区再添国际范“文化芯”。

浏阳河国际文化科创基地
总投资约 55 亿元。以文化创意
产业为核心，引进国际化的公共
技术和孵化服务平台，吸引国
际IP创意设计类及科技企业入
驻，打造文化创意及科技创新
产业集聚的新一代产业园区。
今天引进的 32 家企业来自文
化、科创、金融等领域，为高成
长性、高附加值的总部型企业、
科技创新型企业。此次集中签
约将提升项目影响力，形成产
业集聚。

据了解，作为雨花区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的重要承载地，
今年高铁新城片区建设将“马
力全开”，重点打造三大功能
区：依托高铁枢纽综合发展轴，
建设高端商务区；依托潭阳洲
人文生态资源，构建生态文旅
区；依托浏阳河生态风光带，打
造品质生活区。当前雨花区正
从拆迁冲刺、项目引领、产业集
聚、交通畅达、环境整治等10个
方面，攻坚高铁新城片区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伍
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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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转12版）

陈晓东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果

友好热烈 务实高效 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