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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白
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习近平强调，在中非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闭
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
涵进一步充实丰富，成为中非团结合
作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尼日利亚是非
洲大国，也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合作
伙伴，我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两
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方
赞赏尼日利亚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愿继续同尼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
方欢迎尼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
尼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能等领
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助力尼日利亚经
济社会发展，将中尼合作打造成中非合
作的典范。

布哈里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北
京峰会这一历史性盛会。论坛已经成
为将为 26 亿非中人民创造更加光明未
来的重要平台。尼日利亚将同论坛成
员方一道，落实好北京峰会各项成果。

尼方感谢中方为尼日利亚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的实实在在的支持。正是由于中方
的帮助，尼日利亚才拥有了西非第一条
城铁——阿布贾城铁。它充分体现了中
国技术、中国质量、中国速度。尼方赞赏

“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将为非洲和中国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奠定重要基
础。尼方愿参与共建。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
总统先生以卢旺达总统、非洲联盟轮
值主席双重身份出席峰会，为峰会成
功作出了突出贡献，我对此表示赞赏
和感谢。这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踊跃
来华参会，让我们切实感受到非洲人

民对中国的深厚情谊。这次峰会日程
紧张，活动很多，但当我们看到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正在蕴育和生
长，我们感到很充实、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中卢双方要以落实
今年 7 月我访问卢旺达时两国元首达
成的重要共识和北京峰会成果为契
机，加强战略沟通和团结协作，继续相
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人文交
流，不断开创两国友好合作新局面。

卡加梅表示，北京峰会圆满成功，有力
促进了非中关系。感谢习近平主席对非洲
的高度重视和对非中关系发挥的重要引领
作用。非洲同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
双方关系基础深厚。卢旺达感谢中国长期
以来给予的宝贵帮助，将致力于继续推进
卢中合作和非中合作。相信有了中国的支
持，卢旺达和非洲将实现加快发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白
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

习近平指出，中马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呈现出强劲活力和广阔
前景。双方要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两国友好合
作再上新台阶。中方支持马方维护稳
定，发展经济，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愿同马方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密切各领域合作，为马达加斯加实
现经济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双方要就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和安全等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维
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埃里表示，祝贺习近平主席成功主
持北京峰会。马达加斯加完全支持习
主席提出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重要倡议和为此提出的各项举措，

这为非中深化合作注入更多力量、更大活
力。中国以实际行动体现对非洲的支持，
这对非洲非常重要。马中关系建立在友
谊和相互理解、互利共赢基础之上。马达
加斯加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中
国对非交往合作的重要门户。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白
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乍得总统代比。

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圆满落幕，感谢总统先生为此作
出的重要贡献。近年来，我同总统先
生多次会面，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
乍双方要乘势而上，以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共识为契机，拓展合作
领域，丰富合作成果。双方要保持高
层交往势头，加强各领域各层级往来，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
支持。中方愿同乍方推进落实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扩大能源勘探开发合作，助力
乍得加快工业化进程。中方也愿帮助乍
方加强反恐和维和维稳能力建设。

代比表示，祝贺北京峰会圆满成
功。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非方领导
人出席峰会，一个会议，大家欢聚一堂，
进行兄弟般、朋友式的交流，探讨共同打
造中非命运共同体，令人赞叹。这反映
出非洲国家信任习近平主席，信任中国，

对非中伙伴关系充满期待，充满信心。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八大行动”面向未
来，真实亲诚。感谢伟大的中国多年来
对乍得国家发展的帮助，乍中合作已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乍得希望借鉴中
国的发展经验，也欢迎中国的投资和技
术，以不断深化乍中各领域务实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乍得总统代比

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习近平强调，过去5年，我同总统先
生3次会面，两次共同提升中肯关系定
位。中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
展，各领域合作走在中非合作前列。中
方愿同肯方加强党际和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扩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产
能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和地方交流，助力
肯方实现“四大发展目标”。中方欢迎肯方
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祝贺肯方成功加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肯方打造
铁路沿线经济带和工业园区。

肯雅塔表示，祝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圆满成功举行，这次峰会规划了论坛

下步发展方向，将促进非中共同繁荣，感
谢习近平主席的领导力。肯尼亚愿深化
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互联互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白
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习近平指出，感谢法基主席为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作出的
重要贡献。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
的旗帜。中国一贯支持非洲联盟在非
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在中
非关系发展和中非合作论坛事务中发
挥更大建设性作用。近年来，中国同
非洲联盟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事务
中沟通和协调更加密切。中方愿以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为契机，
同非洲联盟加强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务实合作，拓展安全合作，推进
能力建设。中方坚定支持非洲联盟和非
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
提升非洲自主维和维稳能力，支持非洲
联盟在跨国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引领
协调作用。

法基表示，北京峰会成功举行，在习
近平主席的引领下，非中关系找准了方
向，走对了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八大
行动”，同“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也

将助力非洲联盟实现《2063年议程》，一
定会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非洲人民
渴望幸福，没有和平与发展就不会有幸
福的生活。中国已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
心，非洲人民不会忘记。非洲联盟愿同
中国和论坛非洲成员方共同努力，落实
好北京峰会共识，造福非中人民。非洲
联盟致力于推进非洲一体化，反对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愿同中国加强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突尼斯总理沙赫德。

习近平强调，中突传统友好，无论
形势如何变化，中突友谊不会变。当
前中突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突方探索符合自
身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支
持突尼斯维护国家稳定、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双方要多走动、多了解，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方愿同突方继
续推进有关重点项目，深化航天、旅游
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携手努力，共同维护广大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沙赫德表示，祝贺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圆满成功。这次峰会出席
率高，成果丰硕，特别是制定了重要

的“八大行动”，必将把非中关系提升到
新的水平。突尼斯赞同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共
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希望借鉴中国的
成功发展经验，加强双方在经贸、旅游
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突尼斯投
资。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突尼斯总理沙赫德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

习近平指出，感谢瓦斯总统为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所作贡
献，我高度评价总统先生在峰会上关
于加强中非合作、携手共建“一带一
路”的积极表态。

习近平强调，早在几内亚比绍争
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时期，中几比
两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友谊。中方很
高兴看到，近期几内亚比绍局势出现
积极进展，我们真诚祝愿几内亚比绍
人民携手共建美好家园。中方赞赏几

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
持几比人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一贯尊重几内亚比绍人民的自
主选择。中方愿同几比方继续相互支
持，深化农业、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
用好中非合作论坛和中葡合作论坛两
个平台，将两国友好转化为更多合作
成果。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
中国地方，特别是中西部省市加强对
外交往创造了新的机遇，我们鼓励他
们同几内亚比绍等国加强交往合作。

瓦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
予的宝贵支持。我这次访华去了地

方。在湖南，我向袁隆平院士学习水稻
种植技术，中国正在帮助几内亚比绍实
现粮食自给自足。我还去了重庆，这是
时隔 14 年再次访问这个城市。我发现
重庆又取得了新的巨大发展。我十分钦
佩中国的发展成就，多么希望我的国家
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几比方愿借鉴中国
治国理政、减贫方面的经验，以这次北京
峰会为契机，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拓展同中国的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习近平感谢姆南加古瓦总统和
津巴布韦政府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功举行所作的重要贡献，赞赏
姆南加古瓦总统在峰会上表达同中
方 携 手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的 积 极 意
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津巴布韦一
直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
一贯支持津巴布韦政府维护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支持津方反对外来干涉、
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双方在新时期要
继往开来，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
支持，进一步加强执政党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津方发展
振兴经济的努力，增强津方经济的“造
血功能”。双方要积极探索新模式新领
域，推动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要加强
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更好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姆南加古瓦表示，津中之间有着特
殊友谊，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感谢中方
多年来对津巴布韦经济和民生提供的宝
贵帮助，全力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
措施，希望加强同中国投融资、基础设
施、农业、通信、电力等领域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孙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

习近平指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取得成功，有力证明了几乎所有非洲国
家都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欢迎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回到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
2016年12月中圣普复交以来，两国各领
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充分证明双方复交
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赞赏

总理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推动对华
友好合作，中国将是圣普发展道路上值得信
赖的好朋友、好伙伴，我们愿支持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的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同圣普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
持。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相信两国关系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一定会不断迈上新
台阶，造福两国人民。

特罗瓦达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峰会取得
成功。这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首次参加峰

会，我们期待同各方一道，为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钦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合作举措，感
谢中国始终坚定地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事
实证明，圣普同中国复交的决定完全正确。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愿深化双方经
济社会领域互利合作，助力圣普的发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9 月 4 日致电阿里夫·
阿尔维，祝贺他当选巴基斯坦伊斯
兰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巴
基斯坦是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好邻
居、好朋友、好兄弟，两国友谊历经国
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如磐石并不
断发展。我 2015 年访问巴基斯坦
时，两国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更
加牢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硕果累
累，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
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中巴
关系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两国应当
更加坚定地相互支持，更加深入地
开展合作。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
展，愿同你携手努力，将中巴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打
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
新任总统阿尔维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白
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感谢总统先生和刚果共
和国政府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
行所作的贡献。当前，中刚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阶段。中方视刚果共和国为“全天
候”朋友，愿同刚方进一步巩固深化政治互
信，扩大高层及各层次交往，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强化政策、理念和战略沟通，牢
牢把握中刚关系的正确方向，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
支持，不断深化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内涵。双方还要在全球性重要议题上
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方坚
定不移推进双方互利合作，欢迎刚方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两国各领域交

流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萨苏表示，如此众多的非洲领导人出

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体现出非洲国
家对非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刚方完全支
持峰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
划。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宝贵帮助，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赞赏习主席
提出的“八大行动”，愿将本国发展战略同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加快各自发展。刚
中友谊牢不可破，刚方不会受国际上那些
关于非中关系杂音的干扰，将坚定致力于
深化刚中、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萨苏举行欢迎仪式。丁薛祥、杨洁篪、
曹建明、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参加。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动中刚关系发展

习近平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

习近平请乌叶海亚转达对布特弗
利卡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
谢阿尔及利亚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成功举行所作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阿传统友谊深厚，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快速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中阿加强战略互信和相互协调符

合两国共同利益。今年是中阿建交
60 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以落实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内，继续深化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合作。今年又是中国向
阿尔及利亚暨非洲派遣医疗队 55 周
年，中方将继续同阿方深化卫生领域
合作，增进贵国人民健康福祉。

乌叶海亚表示，昨天，我向布特弗利
卡总统报告了北京峰会的盛况。他让我

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以及对中国
支持非洲的衷心感谢。乌叶海亚表示，阿
中关系历史悠久。阿尔及利亚在争取民族
独立和实现国家发展中得到中方宝贵支
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一直紧密配合。阿
方赞赏并支持北京峰会提出的中非合作新
举措，愿以此次双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
协议为契机，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孙
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摩洛哥首相奥斯曼尼。

习近平指出，中摩交往源远流长，
早在 14 世纪，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
本·白图泰就来到中国，沟通了中国与
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今年是中
摩建交 60 周年，中方愿以此为新起
点，同摩方一道努力，推动中摩战略伙
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方将
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摩方维护国家稳

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视摩方
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
沟通和协调，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奥斯曼尼表示，穆罕默德六世国王
陛下高度重视摩中战略伙伴关系。摩
洛哥赞赏中国致力于实现世界的和平
稳定以及各国人民的福祉，认为中国是
国际舞台上重要和积极的力量。祝贺
中方成功主办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这对非洲的未来非常重要。习近平
主席在峰会上的讲话是个极为重要和务
实的讲话，在非洲产生了极大反响，将有
力促进非洲的发展和非中合作。摩方支
持中方提出的各项非中合作措施，感谢中
国长期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将恪守一个中
国政策。伊本·白图泰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先行者。摩洛哥愿成为21世纪“一带
一路”合作的强有力伙伴。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摩洛哥首相奥斯曼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