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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几十年风雨，中非患难与共，
友谊历久弥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日前结束了对尼日利亚、刚果
（金）、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塞舌尔的正
式访问，这是中国外长连续第 31年新
年首访选择非洲。中国对发展同非洲关
系高度重视，将持续推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
果落实，促进中非传统友谊进一步发扬
光大。

守望相助，团结合作

抗击疫情

疫情在非洲暴发以来，真实亲诚的
“中国行动”始终如一，中非用团结筑起
一道坚实的堡垒。

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抗疫最艰难
时刻，非盟成员国外长集体宣布，在这
场抗疫斗争中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站在
一起；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科摩罗
科中友协为中国捐款。人们也不会忘
记，疫情蔓延之时，中国抗疫物资及时
到达非洲多国，解了非洲国家的燃眉之
急；抗疫专家组奔赴非洲十几个国家，
用“中国经验”助力非洲抗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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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携手有效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向全世界展示了共克时艰
的坚定决心。

除此之外，中国还着眼长远，助力非
洲国家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在中非团结
抗疫特别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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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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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扎
实推进对非互利合作的积极行动，得到
非洲兄弟的广泛称赞。

疫情是一时的，友情是长久的。肯
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
说：“中国不仅想办法帮助我们应对疫
情，更帮助我们经济重建并实现可持续
发展。”中国用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中国
始终是非洲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

凝聚共识，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

“中国人来了，路通了，电灯亮
了，自来水有了，工作机会多了。”这
是非洲民众切身的体会。在辽阔的非

洲大地，从肯尼亚内马铁路一期，到
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再到纳米
比亚沃尔维斯湾港新集装箱码头，在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一大批项目
的相继建成，极大地提高了非洲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并由此创造了大量就
业机会，给非洲人民生活带来看得
见、摸得着的变化。

2020 年年末，中国政府与非洲联
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作为
中非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一
项顶层设计，规划的签署将有效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同非盟《2063 年议
程》深度对接，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开启崭新篇章。

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图朱表示，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带来了更
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
加速非洲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这
有助于非洲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成为中非合作的
纽带，更让非洲 50多个国家朝着世纪
使命和共同梦想迈进。

今年 1月 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自由贸易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标志
着非洲自贸区正式启动。非洲自贸区将
助力非洲大陆实现结构转型，为后疫情

时代非洲经济复苏提供新动力，同时也
将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新契机。

携手并肩，续写中非

友谊佳话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与非洲，
相隔万里而命运相连。早在汉朝，中非
人民就互有了解并开始间接贸易往来。
明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四次到达非
洲东海岸，为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友好交
往书写壮伟篇章。如今，中国外长连续
31 年新年首访前往非洲，更是中非友
谊历久弥坚的有力证明。

一直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始终站
在一起。不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参
与援非抗击埃博拉行动，还是非洲国家
为发生严重地震灾害后的中国汶川、玉
树等地踊跃捐款，中非每一次行动，都
续写着双方守望相助的故事。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
是让中非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传统
情谊更加巩固。犹记得，埃塞俄比亚航
空 ET3751 航班机组与广州塔台的那
次隔空对话打动人心：“今天我们将满
载中国捐赠给非洲的医疗物资飞往埃

塞俄比亚。谢谢中国！”“一路平安！中
非友谊万岁！”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
援助布基纳法索抗疫专家组日记里的
感动瞬间：“我看到路边一位老人向挂
有中国国旗的车队敬礼，顿时觉得一
股暖流涌上心头。”疫情中这一幕幕温
暖时刻，让中非人民更加体会到命运
与共的真谛。

事实证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中非友好深入人心，中非友谊牢不可
破。2021 年，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
议计划在塞内加尔召开。中非双方将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把中非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携手构
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造福
中非人民。

上图：从吉布提进口的物资通过亚

吉铁路到达埃塞俄比亚英多得货场。亚

吉铁路是非洲第一条电气化跨国铁路，

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设而

成。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已成为中非扩大合作的新动

力。中企承建的亚吉铁路、蒙内铁路、

拉穆港等港铁联运项目已让东部非洲

发展格局为之一新。

新华社发

持续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果落实——

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夏 平 本报记者 李姝睿

2021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
展（CES）11日在线上开幕。这是 CES创
办 50多年来首次以网络虚拟形式举办。
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
里·夏皮罗 12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
采访时说：“创新一直是推动中国科技市
场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引领中国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中国在汽车技术、5G、机器
人和数字健康等方面的科技发展尤为令
人瞩目。”

夏皮罗表示，中国是 CES的首要国
际市场，参加 2021 年 CES 网上展会的
1900 多家全球企业中，有 210 家总部在
中国，包括 13家初创企业。参展中国企
业将通过 CES 网上平台展示其创新产
品和技术，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届 CES改变了
举办形式，首次以线上形式举办。主办
方在官网上打造了多媒体“数字展厅”，
以 17种语言介绍展会情况。参展企业在
线展示各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并与
合作伙伴、受众在线交流互动。

在谈到今年展会的看点时，夏皮罗表
示，人工智能、5G、汽车科技、智慧城市、数
字健康等领域的科技进展将是本次展会上
的热点。在展会开幕前的在线“媒体日”上，
许多参展企业重点展示了跟家庭场景有关
的创新科技，包括居家工作、健康、娱乐等
方面的个性化创新，以及交通、出行等方面
的创新技术。

谈到 CES 历史上首次网络展会的
特点，夏皮罗介绍说，主办方为全球参展
者打造了一个数字化连接平台，在平台
上提供了所有参展企业和参展商目录，
方便与会者在线联络、聊天、举行会议
等。身处世界各地的与会者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选择关注的主题和科技领域，
与参展企业在线互动、观看产品发布、参
与在线论坛等。

夏皮罗表示，网络展会不能代替或
重现传统CES展会的场景。他期待明年
能重回 CES 的传统举办地拉斯维加斯
办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
之一，始于 1967年的 CES一直是科技领
域的开年重头戏，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领

域的“风向标”。每年展会都会吸引全球各
地众多企业参展，去年参展企业约有
4500家，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洛杉矶1月12日电 记者

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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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加达1月13日电 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 13日上午在雅加达总
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
冠疫苗，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
一人。

佐科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种
疫苗的过程。总统医生团队成员对着直
播镜头展示了疫苗包装盒，随后在佐科
的左臂上注射了新冠疫苗。

在接种疫苗前，总统医生团队还进
行了病历核实和身体健康指标检查等；
完成接种之后，佐科被颁发疫苗注射证
书。14天后，他将凭证书接种第二剂疫
苗。

当天，印尼部分内阁部长、国民军司
令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也接种了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

佐科本月 7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上曾表示，自己要第一个接种克尔来福
新冠疫苗，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这款

疫苗是安全的。
印尼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本月 11

日宣布，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
隆市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50%门槛，给予这
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印尼从本周起在全国启动新冠疫
苗接种，将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疫
苗，优先接种人员为全国 130 万名医
卫工作者。印尼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
接种疫苗，在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
屏障，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印尼
卫生部长布迪·古纳迪说，政府计划在
15 个月内为 1.81 亿印尼民众接种新冠
疫苗。

印尼国家抗灾署 12 日发布的疫情
数据显示，该国过去 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10047例，连续 7天单日新增高于
8000 例，累计确诊 846765 例，累计死亡
24645例。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日

前发布“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报告，将

美国政治分裂列为首位，而其他多项风

险也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

世界头号大国，“美国风险”将威胁全球

的和平与稳定。

政治分裂风险持续

2021年的美国以一场极度政治分

裂的危机开场：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

件掀起猛烈风暴，政党、社会、民众对立

情绪的“火药桶”集中爆发，给美国形象

蒙上巨大阴影，也给美国抗击疫情、经济

复苏等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国会山骚乱后，美国政治风暴仍在

持续：特朗普政府出现辞职潮，国会众议

院计划再度启动弹劾总统程序，特朗普

支持者仍在蠢蠢欲动……

骚乱事件后，美国媒体集体哀叹“至

暗时刻”“像‘9·11’事件一样的历史分水

岭”，更集体发问：分裂将把美国带向何

方？

欧亚集团发布的风险报告指出，美

国大选凸显的社会分裂等问题仍将持

续，且影响会超越国境，“加剧世界所谓

的‘地缘政治衰退’”。

《俄罗斯报》网站日前刊文指出，针

对美国近期一系列“悲剧性”事件需要推

动哪些内政外交新举措，是值得新一届

美国政府认真思考的问题。

新冠危机风险难遏

2021年首日，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突破2000万例。而据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1月10日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

诊病例已超22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过37万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

2020年达到首个200万确诊病例用了约

90天，而2021年仅10天新增确诊病例就

超过200万。“我们处境糟糕。”

即便如此，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中

依旧分裂，就连戴不戴口罩的问题至今

还存争论。而在防疫措施、复工复产乃

至疫苗分发、接种等问题上，各州之间、

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龃龉不断。《洛

杉矶时报》网站刊文认为，这是美国现代

历史上最政治化的公共卫生危机。

2021年，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党

争预计仍将是美国国内抗击新冠疫情的

“拦路虎”。国际抗疫方面，国际社会普

遍希望美国抛弃单边主义、“甩锅”推责

等自私做法，“美国优先”已成为全球抗

疫合作的“绊脚石”。在新的一年，美国

能为世界抗疫大局注入正能量吗？人们

拭目以待。

经济金融风险叵测

面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

美国政府在财政方面加大支出，出台大

规模纾困计划；在货币政策上继续“开闸

放水”。

有分析指出，在美国政府上述政策

下，美国企业债融资规模爆炸性增长，虽

在疫情初期缓解了企业融资压力，但并

未改变其运作基本面，反而增加企业债

市场风险；量化宽松催生了美国股市虚

假繁荣，日益加大美国国内贫富分化；刺

激计划将美国财政赤字推至新高，美国

面临巨额债务压力。

美国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不久

前预测，拜登上台后美联储仍将继续印

钞并增加支出。他警告，美国政府承担

的债务及美联储史无前例的印钞数量，

是2021年最大的风险。

美国上述政策还可能对其他国家经

济造成不利影响，已引发多国货币当局

警觉。美国增发的大量美元流向世界各

国，一旦美国经济回暖、美元回流，将对

一些外债高而外汇储备又不足的发展中

经济体造成巨大打击。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长谷川克之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元增

发导致的通胀预期上行可能招致金融市

场混乱和全球债务问题凸显。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柳
丝、刘健、刘赞）

政治分裂、新冠危机、财政“放水”，世界多项风险与美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2021，“美国风险”威胁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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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赴南苏丹（瓦

乌）维和医疗分

队日前在营区组

织伤员救治演

练，锤炼官兵战

救技能。图为官

兵在演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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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短波

凝聚携手抗疫合力 坚定共克时艰信心

据 新 华 社 联 合 国 1月 12日电

（记者王建刚）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主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
科夫 12日表示，尽管各国在过去 20年
中对恐怖主义给予了沉重打击，但对
恐怖主义仍不能放松警惕。恐怖主义
威胁依然真实存在，许多国家甚至面
临直接的威胁。

联合国反恐负责人敦促

国际社会警惕恐怖主义威胁

据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2日电

（记者刘品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2日
称伊朗与恐怖组织“基地”组织有关联，
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即予以驳斥。

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所
有参与“9·11”袭击的恐怖分子均来自
蓬佩奥“特别中意的中东目的地”，没
有一人来自伊朗。

美称伊朗与“基地”组织有关联

遭伊方坚决驳斥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 1月 13日电

（记者郑一晗）据叙利亚通讯社 13 日
报道，以色列军方当日凌晨对叙东部
代尔祖尔市和阿布卡迈勒地区实施了
空袭。以军战机目标为叙利亚军队和
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袭击已造成 57
名叙政府军士兵和伊朗支持的武装人
员死亡。

以色列空袭叙东部地区

致数十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