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3日在國家會議中心
出席中非領導人與工商界代表高層對話會暨第六屆中非企業
家大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共同邁向富裕之路》的主旨演
講，強調中國支持非洲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願同非
洲加強全方位對接，打造符合國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贏的
高質量發展之路，共同走上讓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
路。他說，13億多中國人民正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
奮鬥，12億多非洲人民也在追求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中非
有着共同的發展訴求，我們願同非洲兄弟並肩奮鬥，共享發
展成果，共同走上讓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十大合作計劃」碩果纍纍
習近平指出，3年前，我在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

上提出了旨在推動中非共同發展的「十大合作計劃」，目前
這些措施已結出纍纍碩果。中國同非洲國家加強戰略對接，
密切經貿聯繫，在推動非洲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基礎設施
建設、貿易和投資便利化、能力建設、減貧惠民等方面取得
長足進展，中非合作成果正在造福非洲人民。
習近平指出，非洲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歷史和自然延

伸，是重要參與方。中國支持非洲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願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
同非洲全方位對接，推動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
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國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贏
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不管世界形勢

如何變化，中國堅持開放的目標不會變，擴大開放的決心不
會變。中國歡迎包括非洲企業家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家到中
國投資興業，也積極鼓勵中國企業家到非洲開拓發展，攜手
共建「一帶一路」。

經濟合作中播下友好種子
習近平對中非企業家提出四點希望：一是立足中非，着眼
長遠，深耕細作，同中非人民共同成長、共創輝煌。二是緊
緊把握創新的歷史機遇，相互借鑒，創新合作方式，利用好
現代技術成果，發展朝陽產業，在推進傳統工業化升級的同
時推進智能化發展。三是扛起應擔的社會責任，尊重當地文
化風俗，重視培養企業聲譽，更加注重員工培訓和改善當地
居民生活條件，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利用，為長遠
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四是在經濟合作中做中非友好的連接紐
帶，生意做到哪裡就在哪裡播下友好的種子，項目建在哪裡
就在哪裡樹起友誼的豐碑。

峰會主旨講話金句

1、不可限量、大有可為
非洲發展不可限量，非洲未來充滿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廣闊，中
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大有可為！

2、「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歷史有其規律和邏輯。中
非雙方基於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過去的歲月裡同心同向、守望相
助，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合作共贏之路

3、希望各國處理非洲事務時做到「五不」
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
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
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中國希望各國都能在處理非洲事務時做到這
「五不」

4、四個「任何人都不能」
任何人都不能破壞中非人民的大團結！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非人民振
興的步伐！任何人都不能以想像和臆測否定中非合作的顯著成就！任
何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擾國際社會支持非洲發展的積極行動！

5、凡是答應非洲兄弟的事，就會盡心盡力辦好
中國堅持把中非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為中非人民福祉而推進合作，讓
合作成果惠及中非人民。凡是答應非洲兄弟的事，就會盡心盡力辦好

6、把自己囚於自我封閉的孤島沒有前途
中國堅持走開放融通、合作共贏之路，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多
邊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把自己囚於自我封閉的孤島
沒有前途！

7、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範
我們願同非洲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
運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範

8、「紅日初升，其道大光」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我相信，只要中非友好的接力棒能夠
在青年一代手中不斷相傳，中非命運共同體就一定會更具生機活
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非洲人民團結振興的非洲夢就
一定能夠早日實現！

資料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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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行動」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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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帶一路」四內涵

造福中非人民的共同繁榮之路

中國對非投資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干涉內政，不
提強人所難的要求，注重分享發展經驗，支持非洲實
現民族復興和國家繁榮

言必行、行必果的務實合作之路

中非合作找準基礎設施不足等制約非洲發展的要害，
把資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敞開胸懷擁抱世界的開放包容之路

中非共建「一帶一路」完全遵循現有國際通行規則，
堅持公開透明，在尊重非方意願前提下，願同所有有
能力、有意願的國家加強第三方合作，實現互利共
贏，打造多贏合作平台

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自由通暢之路

中方願在互利共贏原則下繼續在標準推廣、市場準
入、人員培訓、海關商檢等方面開展同非洲合作，助
力推進中非貿易暢通。中方鼓勵和支持中非相互投
資，不追求貿易順差，願創造條件擴大進口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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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3日在人民大會堂隆重

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強調中非要攜起手來，共同打造

責任共擔、合作共贏、幸福共享、文化共興、安全共築、和諧共生的中非命運共同體，重

點實施好產業促進、設施聯通、貿易便利、綠色發展、能力建設、健康衛生、人文交流、

和平安全「八大行動」。（主旨講話全文見A18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針對中
非合作今後重點實施的

「八大行動」，非洲問題專家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八大行動」的提出回應了中非合作
出現的新需求，將幫助非洲國家打破發展瓶
頸，增強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把中非合作
推上一個新台階。同時，再向非洲提供600
億美元支持，是「八大行動」的啟動資金，
將為非洲長期發展播種下希望的「種子」。

中非合作特點 穩定連續開拓
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院長劉鴻武向香港

文匯報指出，此次「八大行動」的提出反映了
中非合作的基本特點——穩定性、連續性和開
拓性。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唯一在近七十年中

都非常重視對非合作的一個大國，無論內外政
治經濟形勢發生何種改變，中非合作大方向一
直延續下來了。同時，「八大行動」繼續強調
產能、基礎設施以及安全領域的合作，又體現
了中國對非合作的政策連續性。
「中非關係的高度穩定性以及政策的連續

性，將會給非洲國家很強的信心。讓非洲國
家看到與中國的合作是可以預期的，不會因
為政府換屆而改變。」劉鴻武說。
在延續傳統的同時，「八大行動」也有很強

的開拓性。劉鴻武指出，近些年，非洲政治經
濟出現了很多新變化，對中非合作提出了很多
新需求。「八大行動」在農業合作、基礎設施
建設、貿易便利措施、提供專業技能培訓及精
英教育等方面都制定了不少具體的可操作項
目，回應了當下非洲國家的需求。

「這些項目不是簡單的援助，而是跟非洲
的發展結合起來，將會把中非合作推上一個
新台階。」劉鴻武強調。

經貿合作升級 體現授之以漁
此外，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
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從經貿合作角
度出發，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八大行動」
中決定在華設立中國—非洲經貿博覽會、鼓
勵中企擴大對非投資、在非洲新建和升級一
批經貿合作區等新舉措，體現出中國對非援
助是「授之以漁」，注重培養非洲的內生動
力。「八大行動」鼓勵中企結合中非雙方優
勢，幫助非洲融入世界經濟舞台。此前的中
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就是成功案例，
有必要在未來推廣複製。

助非洲發展獲內在動力

一、產業促進行動

二、設施聯通行動

三、貿易便利行動

四、綠色發展行動

五、能力建設行動

六、健康衛生行動

七、人文交流行動

八、和平安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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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兩旁鮮花盛開，
中非合作論壇成員國國旗、非洲聯盟會旗和印有

中非合作論壇會徽的旗幟迎風飄揚。人民大會堂北門
外，禮兵分列紅地毯兩側。
16時許，出席論壇峰會的外方領導人陸續抵達。習近
平在北大廳熱情迎接，同他們一一親切握手，互致問
候。隨後，中外領導人集體合影。
大禮堂裡燈光璀璨，花團錦簇，中非夥伴共聚一堂。
主席台上，中非合作論壇會徽格外醒目，中國和53個
非洲國家國旗、非洲聯盟會旗整齊排列在以中英法文書
寫着「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的巨幅藍色背景
板前。16時40分許，軍樂團奏響熱烈莊重的歡迎進行
曲，習近平和外方領導人一同步入會場，全場起立，掌
聲雷動。
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題為《攜手共命運 同心促發
展》的主旨講話。
習近平向出席論壇峰會的外方領導人，包括岡比亞、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布基納法索3個論壇新成員領導人
表示熱烈歡迎。

任何人不能阻擋中非振興步伐
習近平指出，中非雙方基於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
過去的歲月裡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條特色鮮
明的合作共贏之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始終秉持真實
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同非洲各國團結一心、同舟共
濟、攜手前進。中國在合作中堅持真誠友好、平等相
待，堅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堅持發展為民、務實高
效，堅持開放包容、兼收並蓄。
習近平強調，非洲發展不可限量，非洲未來充滿希
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廣闊，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發展大有可為。中國永遠是非洲的好朋友、好夥伴、
好兄弟。中非合作好不好，只有中非人民最有發言權。
任何人都不能破壞中非人民的大團結，任何人都不能阻
擋中非人民振興的步伐，任何人都不能以想像和臆測否

定中非合作的顯著成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擾國際
社會支持非洲發展的積極行動。
習近平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時
代的命題。面對時代命題，中國願同世界各國攜手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願同國際合作夥伴共建「一帶一
路」，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
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將積極參
與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
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和利益；將堅定不移堅持
對外開放，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多邊貿易體制。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典範
習近平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

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中非早已結成休戚與
共的命運共同體。我們願同非洲人民共築更加緊密的
中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
範。
習近平宣佈，中國願以打造新時代更加緊密的中非命

運共同體為指引，在推進約翰內斯堡峰會確定的中非
「十大合作計劃」基礎上，同非洲國家密切配合，未來
3年和今後一段時間重點實施「八大行動」。
一是實施產業促進行動。中國決定在華設立中國—非
洲經貿博覽會，鼓勵中國企業擴大對非投資，支持非洲
在2030年前基本實現糧食安全，支持成立中國在非企
業社會責任聯盟。
二是實施設施聯通行動。中國決定和非洲聯盟啟動編
制《中非基礎設施合作規劃》，同非方一道實施一批非
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重點項目，支持非洲單一航空運
輸市場建設，支持非洲國家更好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資源。
三是實施貿易便利行動。中國決定擴大進口非洲商品
特別是非資源類產品，支持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建設，
推動中非電子商務合作。
四是實施綠色發展行動。中國決定同非洲重點加強在

應對氣候變化、海洋合作、荒漠化防治、野生動物和植
物保護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五是實施能力建設行動。中國決定同非洲加強發展經
驗交流，為非洲提供人力資源培訓，支持設立旨在推動
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的中非創新合作中心。
六是實施健康衛生行動。中國決定優化升級50個醫

療衛生援非項目，為非洲培養更多專科醫生，繼續派遣
並優化援非醫療隊，開展「光明行」、「愛心行」、
「微笑行」等醫療巡診活動，實施面向弱勢群體的婦幼
心連心工程。
七是實施人文交流行動。中國決定設立中國非洲研究
院，支持非洲國家加入絲綢之路國際劇院、博物館、藝
術節等聯盟，打造中非媒體合作網絡，繼續推動中非互
設文化中心，支持非洲教育機構申辦孔子學院，支持更
多非洲國家成為中國公民組團出境旅遊目的地。
八是實施和平安全行動。中國決定設立中非和平安全
合作基金，支持中非開展和平安全和維和維穩合作，支
持非洲國家維護地區安全和反恐努力，設立中非和平安
全論壇。

提供600億美元推「八大行動」
習近平指出，為推動「八大行動」順利實施，中國願
以政府援助、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融資等多種方式，向非
洲提供600億美元支持，其中包括：提供150億美元的
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提供200億美元的信
貸資金額度；支持設立100億美元的中非開發性金融專
項資金和50億美元的自非洲進口貿易融資專項資金；
推動中國企業未來3年對非洲投資不少於100億美元。
同時，免除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重
債窮國、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8
年底到期未償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
習近平的講話引起現場非洲國家領導人和來賓強烈共

鳴。全場多次響起熱烈掌聲。
中非合作論壇目前有中國、53個與中國建交的非洲國

家和非洲聯盟委員會共55個成員。中非雙方於2006
年、2015年、2018年3次舉辦峰會。本次峰會主題為
「合作共贏，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將重點探討加強中非在共建「一帶一路」、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盟《2063年議程》等領域合作。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

六個「攜手」共築命運共同體
攜手打造手打造責任共擔責任共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攜手打造攜手打造合作共贏合作共贏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攜手打造攜手打造幸福共享幸福共享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攜手打造攜手打造文化共興文化共興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攜手打造攜手打造安全共築安全共築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攜手打造攜手打造和諧共生和諧共生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昨日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習近平昨日出席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峰會開幕式北京峰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並發表題為
《《攜手共命運 同心促發展攜手共命運 同心促發展》》的的
主旨講話主旨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昨日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昨日在
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 中新社中新社

■北京街頭裝
點靚麗花壇慶
祝中非合作論
壇開幕。

新華社

■■非洲與會國非洲與會國
家代表從中非家代表從中非
合作論壇標誌合作論壇標誌
下走過下走過。。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