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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陈贽 常爱玲）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
在约翰内斯堡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
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五届中非企业家大
会闭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共进，谱写中
非合作新篇章》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真
诚希望同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工业化经
验，愿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支持。中
非应该继承真诚友好的光荣传统，把互
助合作精神发扬光大，共同创造中非人
民的美好未来。

南非总统祖马，非盟轮值主席、津巴布
韦总统穆加贝，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出席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及
400余名中非企业家代表出席大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非洲作为发展
中国家最多的大陆，近年来成为全球经济
的一个亮点。目前，非洲各国政府均将发
展经济作为核心任务。非洲方兴未艾的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
动力，使非洲成为增长最快和最有希望的
大陆。

习近平强调，今天中非经贸合作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真诚希望同非洲国
家分享中国工业化经验，愿为非洲工业化
进程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中非应该
继承真诚友好的光荣传统，把互助合作精
神发扬光大。

习近平就加强中非友好合作提出5点
建议。第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坚
持义利并举原则，共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
体。第二，坚持开放包容的多方合作，欢迎
其他国家企业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加入到

中非合作中来。第三，坚持能力导向的务
实合作，中方愿毫无保留地同非方分享先
进适用技术，深化产业合作，促进非洲劳
动力素质提高，创造就业，增强非洲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第四，坚持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我们将为非洲国家实施应对气候
变化及生态保护项目，为非洲国家培训生
态保护领域专业人才。第五，坚持基础优
先的重点合作，我们将对中非全方位经贸
合作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让中非合作造福
于民，惠及全民。

南非总统祖马和非盟轮值主席、津巴
布韦总统穆加贝表示，过去15年来，非中
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本次中非合作
论坛峰会期间，非中就贸易、投资、金融、
工业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能源、海洋
经济、旅游、卫生、安全等领域合作达成广
泛共识。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上宣
布了多项合作举措，为非中合作注入了强
劲动力，为非洲发展带来了信心。非洲工
业化离不开中国。希望中非企业家探索
更多合作机会，为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发挥

重要作用。
与会中非企业家代表表示，中国经济

增长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促进
了非洲工业化进程。双方在基础设施建
设、产能合作等广泛领域合作前景良好。
中非企业要分享成功经验，携手共进，实现
互利共赢。

当天，习近平还同南非总统祖马，非
盟轮值主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共同
出席中非装备制造业展开幕式并为展览
剪彩。

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五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中国愿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支持

尊敬的祖马总统，
尊敬的非洲联盟轮值主席穆加贝总统，
尊敬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
尊敬的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女士，
尊敬的各位同事，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有机会在美丽的约翰内斯堡同大家
见面，我感到十分高兴。这次中非企业
家大会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助推
非洲一体化和工业化进程”为主题，对非
洲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
义。在此，我谨对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对长期以来在中非经贸合
作中作出贡献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国和非洲虽然远隔万里，但中非交
往源远流长，中非友谊历久弥坚。今天的
非洲充满了生机活力，中非经贸合作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众多中国企业家到非
洲开展投资经营，越来越多的非洲朋友去
中国经商工作。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
省，有个小城叫义乌，号称世界“小商品之
都”，现在有几千名非洲商人常驻那里，从
事中非贸易。

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非洲各类投资
存量达1010亿美元，在非洲建立企业3100
多家；2014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2219 亿美
元。中国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经
贸合作园区等领域已经成为非洲主要合作
伙伴。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发达国
家经济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
放缓，全球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
加大。然而，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
大陆，近年来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

目前，非洲安全局势总体稳定，各国政
府均将发展经济作为核心任务，制定了雄
心勃勃的经济、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非洲大陆年均经济增速接近 5%。非洲方
兴未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全球经济
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使非洲成为增长最快
和最有希望的大陆。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国和许
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一个半世纪
的工业化历程充满艰辛和曲折。早在 19
世纪中叶，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撞击之
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了被称为“洋务
运动”的早期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驶入工业化的快速路。中国用了短短
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
历程，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
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回顾中国工业化历程，我们深刻认识
到，搞好工业化，闭门造车不行，经济全球
化时代的工业化需要利用好国内国外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好自身比较优势，
实现资源全球配置。要充分借鉴和吸收
先进国家的经验，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
自身特点的工业化道路。非洲作为全球

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完全可以发挥优
势，大有作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工业化是非洲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是创造就业、消除贫困、提高生
活水平的关键。非洲工业化之路，需要非
洲人民去实践、去探索。中国真诚希望同
非洲国家分享中国经验，愿为非洲工业化
进程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在工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
中非合作将为双方企业投资和贸易提供更
多机会，从而提高非洲产业竞争力，弥补非
洲基础设施缺口；在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减贫惠民等方面的合作，将促进中非企业
分享先进技术和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增
强自主发展能力，提高公共治理水平，改善
非洲人民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新形势带来新机遇，中非应该继承真

诚友好的光荣传统，把互助合作精神发扬
光大。为加强中非友好合作，我提出以下
建议。

第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中
非双方应该坚持义利并举原则，从中非发

展实际出发，相互考虑对方关切，寻找和扩
大利益交集，共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

第二，坚持开放包容的多方合作。当
今世界已经发展成为密切联系的整体。我
们主张全球经济开放包容，坚决反对贸易
和投资保护主义。中非经贸合作是开放的
合作，欢迎其他国家的企业在互利共赢基
础上，加入到中非合作中来。

第三，坚持能力导向的务实合作。中
方愿意毫无保留地同非方分享先进适用技
术，愿意将中国优势产业同非洲发展需要
相结合，深化产业合作，促进非洲劳动力素
质提高，创造就业，增强非洲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我们将通过派遣专家、建立职业培
训中心、加强中非人才培训和企业家交流，
切实帮助非洲解决工业化人才需求和能力
建设问题。

第四，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非
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态环
境，中非合作要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
位。我们将为非洲国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
及生态保护项目，为非洲国家培训生态保
护领域专业人才，帮助非洲走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道路。

第五，坚持基础优先的重点合作。我
们将对中非全方位经贸合作进行整体规划
设计，支持非洲国家农田水利建设，强化交
通基础设施和动力保障，大力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和减贫惠民项目建设，让中非合作
造福于民，惠及全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企业家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主体，是推

动中非友谊的使者。我衷心希望广大中非
企业家担负起中非经贸全方位合作的重
担，勇于创新，互相借鉴，共同为创造中非
人民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谢谢大家。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2月4日电）

携手共进，谱写中非合作新篇章
——在中非企业家大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4日，约翰内斯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1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
暨第五届中非企业家大会闭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共进，谱写中非合作新篇章》的重要讲
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约翰
内斯堡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习近平指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
的重要合作伙伴。由两国老一代领导人
缔造的中纳传统友谊是我们共同的宝贵
财富。中方愿同纳方一道，将两国友好更
多转化为合作发展的动力。双方要增进
政治互信，加强各领域交流。要深化务实
合作，我们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纳米比
亚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助
力纳米比亚经济社会发展。要扩大文化、
教育、青年、媒体、旅游等交流合作，夯实
两国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中方愿同
纳方密切国际事务中协作，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权益。

根哥布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纳
米比亚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中得到中
国宝贵支持。新形势下，纳方愿在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新能源开发等领域加强同
中方合作。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约翰
内斯堡会见科摩罗总统伊基利卢。

习近平指出，中科建交 40年来，双
方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帮
互助，两国关系顺利发展。中方愿同科
方全面加强各领域合作，将中科传统友
好优势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

成果。双方要巩固传统友谊，密切各领
域各层次友好交往，加深政治互信。要
深化务实合作，中方坚定支持科方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的努力，愿鼓励中国企
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科摩罗发展建
设，拓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海
洋、渔业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科方扩
大医疗、教育等人文领域交流。中方愿
同科方就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环印度洋事务等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

伊基利卢表示，科摩罗对科中关系
十分满意。科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
的帮助，特别是在科摩罗实施的抗疟项
目使科人民极大受益。科方高度赞赏习
近平主席今天上午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上提出的对非合作重要举措，愿参与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积极落实本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达
成的共识。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耿学鹏）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约翰
内斯堡会见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持对索马里
友好政策，理解索马里人民对于和平、稳
定、发展的渴求，愿以落实本次中非合作
论坛峰会成果为契机，同索方全面加强各
领域友好合作，帮助索马里人民实现持久

和平和国家重建。政治上，中方坚定支持
索方促进民族和解、推进和平进程的努
力，欢迎索方各领域各层次人员来华交
流。经济上，中方坚定支持索方恢复经济
和国家重建的努力，加大对索方援助力
度，鼓励中国企业赴索马里开展互利合
作。安全上，中方将继续帮助索方加强国
防和安全能力建设，向非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提供援助。

马哈茂德表示，索中友好源远流长。
索方感谢中国对索马里国家和平进程和
重建给予的支持，感谢中方去年10月恢复
驻索使馆。索方愿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关
系，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积极落实本次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达成的共识。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王丰丰）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约翰
内斯堡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尼
关系，愿同尼方一道努力，为促进两国友
好互利合作全面快速发展规划新蓝图，注
入新动力。双方要充分发挥传统友好和
经济互补性强两大优势，增进政治互信，
密切各领域各层次友好往来；深化在基础
设施建设、工业园区、产业对接、资源开发
利用、加工制造业、有关行业产能、农业现
代化等领域合作，帮助尼日利亚建立和完
善自主工业体系。双方要密切安全和国
际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沟通

和协调，共同维护好中非等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共同利益。

布哈里表示，尼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十分重要。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尼日利
亚的帮助，特别是中方援建的农业、基础
设施项目对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十分重要。尼方愿继续加强同中方在经
济、安全等各领域合作。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张正富）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约翰
内斯堡会见埃及总理伊斯梅尔。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看待和推进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
如既往支持埃及稳定和发展，愿同埃方
一道努力，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阶段，双方要加
强高层互访，共同规划未来中埃合作。
要加快推进中埃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产能
合作重点项目，打造务实合作亮点。要
深化安全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的协作，切实维护两国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

伊斯梅尔表示，埃中建交近60年来，
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在经贸、安
全、多边事务中合作良好。埃方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在中非合作论坛峰
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相信将引领中非合作
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领导人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4 日电

（记者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4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南非“中国年”闭
幕式文艺演出。

晚8时许，习近平夫妇同南非总统祖
马夫妇及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步入演出会场时，全
场近千名观众起立，热烈鼓掌。这台名为
《中非时刻》的晚会，由来自中国和非洲国
家的近200名演员联袂奉献。

晚会在激昂热烈的鼓乐《对话》中拉

开序幕。在舞蹈《采薇》中，中国舞蹈演
员们优美的舞姿既带有古代的典雅，又
融入了时代的元素。歌曲《中非时刻》热
烈欢快，富有浓郁的非洲风情。武术
《武·谊》动静结合、刚柔并济，生动诠释
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南演员
联袂演出的木偶剧《战马》栩栩如生。舞
蹈《雨中舞》、《月下柔情》展现了中南两
国演员的精彩舞姿。在杂技《鼓韵》中，
山东杂技团姑娘们技艺精湛，赢得现场
观众多次喝彩和掌声。

习近平夫妇出席
南非“中国年”闭幕式文艺演出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12 月 5 日电
（记者李忠发 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5
日在约翰内斯堡再次集体会见17位非洲
国家领导人。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乍得总统代
比、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利比里亚总统瑟利
夫、贝宁总统亚伊、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
兹、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尼日尔总统优素
福、佛得角总统丰塞卡、马拉维总统穆塔里
卡、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赞比亚总统伦
古、阿尔及利亚总理塞拉勒、中非共和国总
理卡蒙、苏丹第一副总统巴克里、塞拉利昂

副总统福、布隆迪第二副总统布托雷出席
会见。

习近平指出，中非加强团结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中国坚定支持
非洲实现持久和平，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
决本地区问题，愿为推动非洲热点问题政
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愿同非洲国
家加强维护和平安全能力建设合作。我们
坚定支持非洲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愿同
非洲国家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经验，
鼓励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工业化和
现代化建设，支持非洲国家积极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向参加会见的各国领导人介绍

了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
立的发展目标和理念，强调中非合作发展
互有需要、互有优势，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性
机遇。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一道，落实好本
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成果，更好实现共同
发展。

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感谢中方
为非洲发展所作宝贵贡献。非洲视中国为
好朋友，非中友好合作取得实实在在成
果。非中合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是互利

共赢的。中国不断发展将使非洲国家从中
受益。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
峰会提出的南南合作主张和在联合国维和
峰会提出的帮助非盟维和能力建设措施，
习主席昨天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式上
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契合非洲国
家当前发展需求，使非洲国家深受鼓舞。
非洲国家期待深化同中方在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地区一
体化、教育、人文交流、安全等领域合作，期
待在维护非洲和平安全方面加强同中方合
作。

习近平再次集体会见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时指出

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实现持久和平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2月5日电（记

者霍小光）当地时间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夫人彭丽媛在约翰内斯堡出席“中非
携手迈向没有艾滋病的未来”中非艾滋病
防控倡导活动，同南非、加纳等10个非洲
国家元首夫人发布《携手迈向没有艾滋病
的未来》联合倡议并致辞。

彭丽媛在活动中表示，防治艾滋病，要
关爱艾滋病人，使更多病人得到治疗；要充
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广泛深入开展健康宣
传和教育；要从教育抓起，让孩子们从小就
有防范意识；要依靠经济发展，提高公共卫

生健康水平。中国一贯积极支持非洲国家
抗艾工作，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
卫生组织在非洲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支持
非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及妇幼健康项目。

南非总统夫人托贝卡、加纳总统夫人
洛蒂娜、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主任西迪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
冯富珍等在致辞时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
会更加重视艾滋病防控。

“中非携手迈向没有艾滋病的未来”中非
艾滋病防控倡导活动由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
和非洲第一夫人抗击艾滋病联合会共同主办。

彭丽媛出席
中非艾滋病防控倡导活动

1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约翰内斯堡出席南非“中国年”闭幕式文
艺演出。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