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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佛得角总理席尔瓦。

新华社记者 高 洁摄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佛得角总理席尔瓦。

习近平强调，我赞赏总理先生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

极支持中非合作。中方
愿同佛方一道努力，将
中佛关系打造为大小国
家平等相待、团结合作
的样板。双方要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更坚定地相互
支持。中方赞赏佛方积
极支持并参与“一带一
路”合作，愿同佛方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海洋经济
等领域合作。中方重视
佛得角作为小岛屿国家
的特殊关切，愿在气候
变化、2030 年 可持续发
展议程等问题上加强协
调配合，维护两国和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席尔瓦表示，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非常成
功。习近平主席在峰会
上宣布携手打造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主张及一系列对非合作
举措令人振奋，也引领佛
中关系进入新时代。佛
得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

议，认为是非洲的希望所在，期待积极参与。我参观了天津
滨海新区，受到很大启发，佛方希望借鉴并开展有关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佛得角总理席尔瓦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莱索托首相塔巴内。

习近平指出，中莱是好朋友和好伙伴，两国关系是大小国
家相互尊重、平等协作的典范。中方赞赏莱方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愿同莱方一道，不断深化两国友好互利合作，加强政府、

政党、立法机构、社会各界
交流，在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
理解支持，密切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
调，维护彼此和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塔巴内表示，热烈祝
贺中方成功主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本次峰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将造福
非洲人民，为论坛未来发
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已经
成为国际对非合作、南南
合作的旗帜。非洲和中国
有相似的历史遭遇，中国
从未殖民、侵略和剥削过
非洲，而是一直同情非洲、
支持和帮助非洲。非洲人
民最清楚谁是真正的朋
友，中国就是真实亲诚的
朋友。莱索托赞同习主席
在北京峰会提出的中非合
作发展愿景，赞赏中方提
出的“八大行动”，相信这
将极大推动非中合作。非
洲的未来在中国。莱中互
为真诚的伙伴，感谢中国

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莱索托钦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
就，中国已找到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提振了非洲国
家实现发展的信心。莱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深化同中国
的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莱索托首相塔巴内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

习近平指出，中坦长期友好。我 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

席后访问的首个非洲国家
就是坦桑尼亚。中方高度
重视中坦关系发展，愿不
断深化两国各领域友好互
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中方支持坦方维护民
族权益、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的努力，愿同坦方在党
际交往、治国理政、发展减
贫等方面加强经验交流，
共同推进重点项目实施，
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密切
沟通和协调。中方愿同坦
方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
契机，推动中坦、中非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马贾利瓦表示，习近平
主席在北京峰会开幕式上
的讲话是二十一世纪国际
合作最伟大的演讲之一。
中方提出的合作理念和“八
大行动”完全契合非洲发展
需要。坦桑尼亚致力于落
实峰会成果。坦桑尼亚视
中国为重要朋友和伙伴，感
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宝贵支
持。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带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和
工业化进程，将坦中关系提升至新的水平。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奇巴拉。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
贯坚定支持刚方维护国
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
支持刚方自主推进国内
政治进程、反对外来干
涉。中方支持刚果民主
共和国政府为维护国家
和平稳定、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所作努力，愿同刚方
一道，不断深化各领域交
往互鉴和互利合作，帮助
刚方把资源优势更好地
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刚
方实现到 2030 年建成新
兴市场国家的目标。中
方愿继续帮助刚方提升
维和维稳能力，积极参与
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的维和行动。

奇巴拉表示，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充分体
现出中国对非洲的重视，
证明非中可以建设命运
共同体。非中合作高度
互补、互利共赢。刚果始
终重视刚中关系，感谢中
国支持刚果的民族独立
和国家发展，在多边机构
中主持正义。刚方愿深

化同中方广泛领域合作，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奇巴拉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隆迪第二副总统布托雷。

习近平指出，中布关
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中方积极支持布方自主探
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愿继续在联合国等多
边场合维护布方合法权
益。中方欢迎布方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
布方携手努力，深入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
等领域互利合作，帮助布
隆迪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继续向布隆迪派遣医疗
队。

布托雷转达了恩库
伦 齐 扎 总 统 对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诚 挚 问 候 和 对
习 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上讲话
的高度评价。布托雷表
示，布隆迪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愿同中方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布
隆迪国家发展规划很多
方面同习主席宣布的“八
大行动”契合。布方愿积
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同中国在基础设施、

能矿、电站、民生等领域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布隆迪第二副总统布托雷

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布隆迪第二副总统布托雷。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奇巴拉。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莱索托首相塔巴内。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

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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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着眼中非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顺应中非友好

合作的时代潮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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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对筑牢中非关

系政治基础、拉紧中非人民感情纽带、充

实中非合作时代内涵，推动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深走实、行稳致远，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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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同历史遭遇、发展

任务和政治诉求，中非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结下深厚友谊。今天，非洲各国普遍

期待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致力

于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可持续发展，中国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具备了更多同非洲国家在优势互补基础

上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的条件。新时代中

非关系正蓄积起强劲动能，迎来广阔美好

的前景；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

期，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

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

新的跨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

的形势和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六个

携手”，贯穿着这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开拓精神，赋予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加

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丰富的合作内涵、

更加清晰的建设路径。携手打造新时代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推进

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经

验、凝聚共识，就能更好维护中非共同利

益，壮大发展中国家力量，让我们生活的

世界变得更加均衡美好，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时代榜样。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携手

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既是理念，更是行动。责任共担，就

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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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共赢，就是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

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

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相互对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

合作潜力。幸福共享，就是要把增进民

生福祉作为发展中非关系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文化共兴，就是要促进中非文明

交流互鉴、交融共存，拉紧中非人民的情

感纽带。安全共筑，中国坚定支持非洲

国家和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以非洲方式

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

维稳维和能力。和谐共生，中国愿同非

洲一道，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

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保领域交流合作。

“合抱之手”，是中非合作论坛的会

徽，也是中非友好关系的生动写照。13

亿多中国人民和12亿多非洲人民命运

相连，心手相牵。团结一心、同舟共济、

携手前进，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成功，中非

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