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非共和國總統：積極對接「帶路」

與斯威士蘭建交
只是時間問題

復交揭秘：金錢買不來外交
外交部前三任非洲司長強調「一中」原則係建交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新聞

中心昨日舉辦了一場以「三任司長話論

壇」為主題的中外媒體吹風會。外交部

非洲司三位前司長介紹了中國對非政

策、中非關係和論壇有關情況。針對台

灣當局有關中國搞「金元外交」的指

責，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前外

交部非洲司司長許鏡湖表示，一個中國

的原則，是中國跟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

基礎。她指出，中國從來不搞金元外

交，「如果我們搞金元外交，有些國家

根本就不會與中國斷交，等到現在又與

中國恢復外交關係。」

A6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李才瑛

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20182018年年99月月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中非發展基金逾78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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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國陸續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內地
稱多米尼加共和國）、布基納法索恢復外交

關係，這引發中國台灣蔡英文當局的恐慌，向國
際社會不斷指責中國在搞「金元外交」。對於台
灣當局「金元外交」的指責，許鏡湖強調，世界
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目前，中國已與178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其中包括53個非洲國家。或許今後，尚未建
交的國家會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達成一致，並在
此基礎上建交，這需要等待時機成熟，中方相信
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堅持公平交易 助建非洲製造
「一些國家在恢復與中國外交關係的過程中，會

要求給一筆錢，讓本國人民知道與中國建交的好
處。但我們一直強調，兩國建交是一項政治決策，
不是一筆買賣。我們舉很多的例子，表明在兩國關
係正常化以後，雙方可以開展很多互利合作，幫助
當地發展經濟。」前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
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劉貴今補充表示。
對於西方社會指責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

義」的論調，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長程濤回應，非
洲人民曾遭受數百年的殖民統治，因此他們最清
楚什麼是殖民主義，而中國是否在非洲搞殖民主
義，應該由非洲人民自己去判斷，不需要西方社
會指指點點。他指出，中非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
贏，中方不僅從非洲進口能源，還幫助非洲人民
提高工業化能力。
程濤表示，中非合作過程中，中方高度重視非洲
人民喜好，堅持公平交易。比如，一個非洲國家可
能是原油出口國，但發現自己出口原油的錢還不夠
買柴油等產品，我們就會幫助他們提高深加工能
力。此外，我們不僅會把「中國智造」帶到非洲，
還會幫助非洲人民搞非洲製造，幫助他們將原料變
成產品，這些產品不僅非洲人自己用，還可以出口
到其他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非共
和國總統圖瓦德拉日前在首都班吉附近
達馬拉的鄉間宅邸接受採訪時說，「一
帶一路」建設是中國與非洲合作重要議
題，「對中非共和國尤其關鍵」。
圖瓦德拉說，中非共和國是內陸國家，

自身發展受到地理位置限制，通過融入
「一帶一路」建設，增強互聯互通，可以
揚長避短，發揮該國位於非洲中心的地理
位置優勢，成為地區交通樞紐。他表示，

中非共和國「願同中國及其他非洲國家一
道，積極對接『一帶一路』倡議」。
談及兩國關係時，圖瓦德拉作出高度評

價，並讚賞兩國合作互利互惠。他說：
「長期以來，中非共和國和中國合作密
切、友誼深厚。」兩國合作前景廣闊，基
礎設施、交通、電力、礦業、農業、醫療
等是未來合作發展的優勢領域。
圖瓦德拉對兩國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他說，「我們要繼續發展、深化兩國合

作」，「兩國合作將一往無前，相信雙
方謀求合作發展的決心可以戰勝一切挑
戰」。

中國是改善民生「重要夥伴」
圖瓦德拉在採訪中還多次提及中國在

醫療衛生方面對中非共和國的援助。他
說，中國是中非共和國恢復和平、改善
民生的「重要夥伴」。日前，他還專程前
往駐有中國援外醫療隊的中非友誼醫院，

見證新一批中國藥械捐贈交接儀式，並
親手接過中國產抗瘧藥青蒿琥酯。
採訪中，圖瓦德拉親切回憶起2005年

作為班吉大學校長赴華學習考察的經歷。
「那是一段愉快的回憶。」他說，自己即
將以總統身份故地重遊，內心充滿期待。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對非洲、對

中國都是一次盛會」，他說，「學習和
借鑒中國發展經驗對非洲國家發展十分
重要。」

中非峰會召
開之際，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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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這篇報道客觀肯定了華企僱
傭當地人的努力，以及當地人生活
的明顯改善，甚至還借助採訪嘉賓
之口，對中國「新殖民主義」的論
調進行了駁斥。西方主流媒體對中
非關係的論調出現轉向，正面評價
不斷湧現，顯示中國在這場曠日持
久的「援非輿論戰」中，正逐步贏
得主動。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國

家習慣對中國的援非行動說三道
四，西方媒體在報道一些中國與非
洲合作的事實時，也總是帶着有色
眼鏡不忘從負面進行解讀，冷戰思
維的味道十分明顯。
不過， 西方的偏見和誤讀沒有

影響中國對非援助合作的決心及行
動。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既立足
當前，幫助非洲國家解決實際困
難，克服國內外經濟危機；又着眼
長遠，利用自身的產能、技術與資
金優勢、發展經驗轉化為市場與合

作動能，積極促進非洲實現可持續
發展。特別是在民生方面，中國通
過「民生援非」，改善了非洲人民
的生活處境，給非洲人民帶來了實
實在在的好處。如今，整個非洲大
陸小至日用品，大到公路、鐵路、
住房等民生工程的建設，到處都能
看到中國的印記。毫無疑問，中國
的出現正改變着非洲各國的發展格
局與生活方式。比之一些歐美國家
借助純粹意識形態的手段，中國幫
助非洲發展，並謀求與非洲合作共
贏的真誠態度和實際舉動，其效果
明顯勝出一籌。

非方：中方授人以漁
一位非洲官員曾如此表示：「一

個給你魚鈎並將技術傳授給你的
人，肯定是真心希望你不再挨餓的
朋友。」這句話，指出了中非關係
交往的內涵所在。中國對非投資援
助基於相互尊重，適應非洲國家的
需求，並贏得了非洲輿論的支持。
中國社科院近期發佈的《非洲黃皮
書》指出，過去非洲媒體受西方媒
體影響較大，不少負面報道與西方
媒體基本同步，但近年來非洲媒體
對中非關係關注度更高，以正面報
道為主，輿論環境總體趨好。如
今，CNN等西方主流媒體也逐漸
出現正面輿論，凸顯中國援非幾十
年如一日的真誠與努力，正越來越
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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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參加
中非論壇報
道的感受，

烏干達記者布瓦尼卡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目前，許多中國媒
體提及非洲的時候，喜歡把非洲
看作一個整體。他指出，非洲是
一個大陸，我們來自不同的國
家，擁有不同的文化，「建議中
方能夠關注非洲的多樣性，加深
對非洲各國的了解，這樣才有助
於加強中非互信。」
布瓦尼卡告訴記者，連日來

的採訪活動中，他發現許多中
國媒體同行喜歡把非洲看成一
個整體，甚至不知道烏干達與
塞內加爾的區別，但實際上非
洲各國是千差萬別的，擁有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
說着不同的語言。他寄語，隨
着中非交往日益密切，希望中
方能關注到非洲的多樣性，加
深對非洲各國的了解，這樣更
有助於加強中非互信，促進中
非民心相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記者昨日從中非發展基金獲
悉，該基金規模已達到100億美
元（約合港幣784.8億元）。
截至目前，中非發展基金累計

決定對非洲36個國家的90多個
項目投資超過46億美元，投資
遍及基礎設施、產能裝備、農業
民生、能源資源開發等各個領
域。
這些項目實施以後，可帶動中

國企業對非投資230億美元，增
加非洲當地出口58億美元、創造

稅收10億美元，惠及非洲超過
870萬民眾。
中非發展基金有關負責人表

示，下一步將進一步發揮平台引
導作用，擴大對非投資，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與非洲發展更
好對接，助力構建更加緊密的中
非命運共同體。
中非發展基金是中非合作論壇

的產物，由國家開發銀行具體承
辦，股東單位以市場化方式給予
了資金支持，目的是助力中國企
業到非洲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 北京報道）在被問及
斯威士蘭何時與中國建交，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
代表、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長許鏡湖表示，一個中國
的原則是中國與外國建交的前提和基礎。她認為，
斯威士蘭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加入中非大家
庭是大勢所趨，「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會施加壓
力，而在等待時機成熟，相信斯威士蘭建交只是時
間問題。」
許鏡湖介紹，目前非洲56個國家和地區中，已

經有53個與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只剩下
斯威士蘭一個國家沒有與中國建交。她指出，一個
中國的原則，是中國跟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這條原則到現在為止得到了國際社會和聯
合國的公認。
公開資料顯示，布基納法索早在1973年9月就與
中國建交；1994年2月與台灣當局簽署「復交」公
報，隨後中國政府宣佈終止與布基納法索的外交關
係；今年5月26日，布基納法索恢復與中國的外交
關係。
談及與斯威士蘭建交的政治基礎，中國政府前非

洲事務特別代表、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劉貴今表
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只有兩個原則：一是願意
與中國建交，二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
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目前與斯威士蘭建立外交關係的時機還不成
熟，但中國願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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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記者：望中方關注非洲多樣性

■昨日，中
國外交部非
洲司三位前
司長劉貴今
（左二）、程
濤（右二）、
許鏡湖（中）
齊聚新聞中
心，共話中
非合作。

中新社

■■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長
程濤表示程濤表示，，中非合作過中非合作過
程中程中，，中方高度重視非中方高度重視非
洲人民喜好洲人民喜好，，堅持公平堅持公平
交易交易。。圖為北京街頭迎圖為北京街頭迎
接接20182018中非合作論壇北中非合作論壇北
京峰會的花壇京峰會的花壇。。 新華社新華社

■非洲民
眾在中國
援建的水
井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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