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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互利 西方抹黑徒勞 保衛中環

井水集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剛剛在
南非德班結束，習近平主席通過與各國
領導人的會晤，加強了相互戰略夥伴關
係，也展現了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的外交
風采。

習近平首次外訪便選擇了三個非洲
國家，更突顯了中國對非洲的高度重視。
風雲多變的世局，給中非關係添加了前
所未有的重要性，主席往訪正合時宜。

習主席首站的坦桑尼亞，乃中國在
非洲的傳統老朋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當中國仍是貧窮落後之時，便援建了長
逾千八公里的坦贊鐵路，令舉世矚目。
到今天合作規模將更大，如其中的巴加
莫約港開發項目，估計便要投資百億美
元，可成為新時代的合作標誌。中非經
貿合作的互利潛力巨大，今後還有很大
的拓展空間。

一方面，中國需要的各種資源和產
品出口市場，都是非洲可以提供的。另
方面，非洲發展及改善民生所需的各種
消費及資本產品，亦多是中國可以提供
的。特別是基建及公共設施的供給更屬
中國強項，其他國家難及。中國可從資
金、技術（包括勘探、設計）、施工、

營運、維修和人才供給與培訓等各方面
，提供全套的一條龍服務。當年可以建
成坦贊鐵路，以今天中國的實力應付類
似工程，便可輕鬆得多。非洲要發展，
基建設施乃先要者。中國作為發展中國
家，在這方面的技術及經驗，大都正好
適合非洲所需，因而最易受到歡迎。事
實上，中國的基建及房建隊伍已遍布非
洲各地，為非洲建設和發展中非關係不
斷作出貢獻。

過去新中國初立，非洲也初從殖民
地時代走出來，取得政治獨立，中非間
形成了 「民族解放」 時期的友好互動：
中國支持非洲擺脫殖民主義控制，非洲
也支持了中國，如在取得聯合國席位等
事項上出力。現在世界正面臨重要的歷
史轉折點，西方發達國相對沒落，新興
經濟陣營迅速崛起，而世界走向和平與
發展已成為主流。在這新形勢下，中非
關係又有新的地緣戰略意義。由於雙方
都同屬新興陣營，一方面在發展上可通
過互利合作、優勢互補來互相推動發展
，另方面又可同聲同氣，基於共同利益
在國際事務上爭取更大話語權，和抗衡
西方的遏制。在打破世界政經舊秩序、

建立新秩序的過程中，中非尤其要協調
立場，互相支持以增聲勢。

當然，西方不會甘於沒落，對中非
緊密合作更是看不順眼。在非洲，老牌
殖民主義者如英法等，每不甘寂寞要惹
是生非，如之前轟炸利比亞，利用內亂
搞垮卡扎菲，結果除搞亂了利比亞之外
，又令極端主義武裝分子四面擴散，還
弄出馬里事件。現時法國在英美支持下
，正派軍進入撒哈拉沙漠進行 「清剿」
。與此同時， 「新帝國主義」 者美國，
更想乘機插手非洲，在布什政府時代便
籌建美軍的非洲司令部，以方便進行干
預。這既可與老牌殖民主義者爭地盤，
又可抑制中國等新興力量 「滲透」 。

近年西方針對中國展開了抹黑攻勢
，肆意宣揚中國的所謂 「新殖民主義」
意圖，一些當地走狗還跟在後面亂吠。
當然，妖言掩蓋不了事實，中國在非洲
力推和平與發展，既符合歷史潮流，又
使廣大民眾受到實惠，自會得到歡迎。今
後中國一方面要對抹黑作輿論還擊，另
方面也要更加注意控制個別摩擦事件，
以免被西方借機誇大。無論如何，習主席
之行必將為中非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

「佔領中環」 作為將會發生的一
項對抗性政治運動，就目前趨勢看，
已從 「溫和學者」 的構思，變成某些
政治勢力的具體行動，早已超出了言
論自由範疇。日前發表的所謂 「信念
書」 ，無疑是一份 「宣戰書」 ，包括
四個步驟的具體安排，一環扣一環，
要在未來的特首普選方案上發難，向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挑戰。

組織者選擇在目前這個階段匆匆
下戰書，並非無的放矢。兩會期間，
國家領導人強調特首的愛國愛港標準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日
前亦提出展開普選方案諮詢的兩個前
提條件，旨在確保 「一國兩制」 方針
得以落實，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得以執行，香港穩定繁榮局面得
以維護。然而， 「佔領中環」 行動的
目標卻正與此相悖。

為了達到 「信念書」 中所說組織
者的理念和價值，他們採取多種方式
鼓動和組織民眾，不惜以非法方式，
採用 「最大殺傷力武器」 ，並準備為
此 「付出代價」 。儘管組織者用 「愛
與和平」 來包裝，但其公開昭示 「自

首」 「坐監」 「失去職業」 等，具有
極大社會破壞性，彰顯一項違法抗命
的運動，正在積聚能量，並圖產生最
大破壞性。在他們看來，這種破壞性
越大，效果就越好，其成效與造成的
衝擊震動程度成正比。

金融業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中環
是金融區，是香港的心臟。保護這個
重要部位的安全與正常運作十分必要
，不容許任何人、任何政治勢力對其
造成傷害，香港社會要像防止各種傷
害侵襲一樣，大張旗鼓保衛中環。

社會良好的法制秩序和安定繁榮
，也是政制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即將
迎來特首普選的關鍵時期，這些條件
顯得格外重要，否則將會一事無成。
政府現階段切不可成為局外人，有責
任向民眾發出預警信號，發出聲音，
對這種已經超出言論自由範圍，必將
在政治、經濟、民生和對外聲譽上對
香港造成破壞的違法行動，加以阻止
，保衛中環，使 「佔領中環」 止於萌
芽與初始，絕不可令其氾濫成災，危
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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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非洲國家領袖對話

中非關係發展只有進行時中非關係發展只有進行時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27日下午
，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在南非總統祖馬夫人恩蓋
馬陪同下來到德班音樂學校參觀。彭麗媛參觀了鋼
琴教室和豎笛教室，欣賞了師生們和當地青年管樂
隊表演的古典音樂和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祖魯族歌
曲，並就音樂教育問題同師生們交流。

28日上午，彭麗媛在恩蓋馬陪同下來到距德班
市區約35公里的祖魯文化村，參觀了具有祖魯族特
色的圓頂草房，了解祖魯族文化習俗。

彭麗媛參觀德班音樂學校

金磚峰會取得五大成果
3月26日至27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在南非德班舉行。27

日會晤結束後，外交部部長助理馬朝旭說，會晤成果主要體現在五個方
面：

1.會晤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協調了各國立場；

2.會晤在推動金磚國家務實合作方面取得新進展；

3.會晤就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達成新的共識；

4.會晤決定繼續推動解決全球發展問題；

5.會晤推動構建金磚國家與非洲國家的夥伴關係。

【本報訊】在南非德班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
第五次會晤27日發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
德班宣言》。宣言中，金磚國家對一些地區的和平
、發展問題發表看法，表示需要對聯合國包括安理
會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和俄羅斯支持巴西、印度、
南非希望在聯合國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

據中新社報道，宣言指出，金磚國家重申強烈
支持聯合國作為最重要的多邊論壇，承載為世界
帶來希望、和平、秩序和可持續發展的任務。聯合
國成員國代表性廣泛，處於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的
中心位置。

中俄重視巴西印度南非地位
金磚國家重申，需要對聯合國包括安理會進行

全面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效力和效率，以更有
效應對全球挑戰。為此，中國和俄羅斯重申重視巴
西、印度、南非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支持其希望
在聯合國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

金磚國家還強調，將致力於在聯合國共同努力
，繼續合作並加強國際關係中的多邊主義方式。金
磚國家本和平、安全、發展和合作的崇高目標和
共同願望走到了一起，將致力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
和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並重申21世紀應該是和平
、安全、發展和合作的世紀。

世貿總幹事應出自發展中國家
金磚國家呼籲改革國際金融機構，以使其更具

代表性並反映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

濟中日益增長的權重。我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
革進展緩慢表示關切。我們認為，迫切需要按照已
有共識，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治理和份額
改革方案。我們敦促所有成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
在2014年1月前完成下一輪份額總檢查並就新的份
額公式達成協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應增強包
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內的最貧困成員的發言權和代
表性。

金磚國家注意到2013年世貿組織新任總幹事的
選舉正在進行，贊同世貿組織需要一位承諾堅持多
邊主義、通過支持盡快結束多哈回合談判等方式增
強世貿組織可信度和合法性的新負責人。金磚國家
認為，下任總幹事應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代表。

【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7日
在德班分別會見埃及總統穆爾西、巴西總
統羅塞芙、印度總理辛格。

據中新社報道，習近平會見埃及總統
穆爾西時表示，我們充分理解埃及目前面
臨的一些暫時性困難，中方願繼續向埃方
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穆爾西表示，埃及
感謝中國的理解和支持。

習近平會見巴西總統羅塞芙時表示，
中巴關係已超越雙邊範疇，戰略性、全球
性影響日益凸顯。羅塞芙表示，巴方完全
同意中方提出的合作設想，歡迎中國企業
參與巴方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大型項目
。兩國元首同意，積極探討成立中巴工商
論壇，促進兩國企業合作。

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辛格時表示，世
界有足夠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需要中
印共同發展。辛格表示，印度奉行獨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不會被用來作為遏制中國
的工具。印方願同中方共同努力，向世界
證明，印中是合作夥伴，不是競爭對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
弘28日對大公報表示，《德班宣言》中最
重要的就是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建

立1000億美元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這兩項金融協議
，這意味過去某種意義上組織比較鬆散的金磚五
國第一次建立了切實具體的合作機構和框架。

時殷弘指出，經過醞釀和元首們的決心，金
磚五國終於決定採取重大措施，建立1000億美元
的共同基金，設立金磚五國的銀行體系，這切實
表明了金磚五國的金融合作、全方位合作大有前
途。

他指出，過去金磚國家只是舉行高層峰會，加
上發表原則性的宣言，而此次《德班宣言》確定要
建立重要的機構，使得金磚五國必將成為常態化、
機制化的組織。

「1000億美元作為啟動資金的銀行規模應該是
非常大的，同時為金磚五國繼續進行重大的、大範
圍的經濟金融合作提供非常厚實的基礎資產，這作
為第一步，也必將對未來世界金融機構的體制性改
革和進步性變化帶來相當的影響。」時殷弘說，雖
然金磚銀行的成立還有一個過程，但五國元首已經
做出建立銀行的決定，明確這個銀行的啟動資金是
1000億美元，而且中國已承諾將提供410億美元，
這都是看得見摸得可以用來遵循做具體事情的承
諾，而非一般性的原則。特別是宣言表示 「對於兩
項金融合作倡議，9月的聖彼得堡會晤將審議其進
展」，明確了具體執行的時間表，印證了此次宣言
不光只是說明原則，而是有相當具體重大的措施安
排和工作安排。

【本報北京二十八日電】

南非總統祖馬、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科特
迪瓦總統瓦塔拉、貝寧總統亞伊、莫桑比克總統格
布扎、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
昂、幾內亞總統孔戴、乍得總統代比、埃塞俄比亞
總理海爾馬里亞姆以及阿爾及利亞議長薩利赫、非
盟委員會主席祖馬等出席早餐會。

習近平首先表示，我借非洲國家領導人來南非
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同非洲國家領導人對話會機會
，以早餐會形式同大家會面，聽聽非洲國家對發展
中非關係的想法。

非洲領導人駁「新殖民」說
非洲國家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一致盛讚非中

傳統友誼。他們表示，展望未來，非洲是充滿希望
的大陸。非洲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挖掘潛力，
發展農業，突破基礎設施瓶頸，促進產業和貿易結
構多元化，實現工業化和一體化。非中合作是建立
在相互信任、互利共贏、互不干涉內政基礎上的，
中國的投資和援助有力促進了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
發展，受到非洲人民歡迎。事實證明，中國是非洲
可信賴的朋友和夥伴。所謂中國在非洲搞 「新殖民
主義」的說法沒有根據。非洲國家希望借鑒中國發
展的成功經驗，不斷加強非中合作，希望中國在國
際場合繼續為非洲仗義執言。非洲國家也將一如既
往堅定支持中國。相信中國一定會在非洲和平與繁
榮事業中發揮更大建設性作用。非中關係一定會繼
續成為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典範。

在聽取上述發言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
表示，當前，非洲和平與發展事業處於新的關鍵階
段。非洲經濟蓬勃向上，聯合自強不斷邁出新步伐
，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同時，非洲求和平、謀穩定
、促發展仍面臨不少挑戰。我相信，只要非洲保持
和平穩定，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非
洲必將迎來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

堅定奉行對非友好政策
習近平指出，中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歷史反覆證明，中國發展好了，非洲發展會更順；
非洲發展順了，中國發展會更好。當前，國際形勢
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中非關係發展既面臨前所
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的考驗。無
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將堅定奉行對非友好
政策，永遠做非洲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努
力為非洲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第一，中國將永遠做非洲和平穩定的堅定維護
者，堅定支持非洲國家自主解決本地區問題，積極
參與非洲熱點問題的斡旋和解決，鼓勵非洲國家通
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第二，中國將永遠做非洲繁榮發展的堅定促進
者。中國政府將積極採取措施，鼓勵中國企業擴大
對非投資，繼續要求中國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堅定支持非洲聯合自強
第三，中國將永遠做非洲聯合自強的堅定支持

者。中方願深化同非盟及非洲次區域組織、非洲發
展新夥伴計劃的合作，推進非洲一體化建設。

第四，中國將永遠做非洲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
堅定推動者。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共同為非洲和平與
發展事業發揮建設性作用。

習近平強調，中非關係發展沒有完成時，只有
進行時。我們願同非洲國家一道努力，推動中非關
係向更高層次、更廣領域發展。

早餐會友好熱烈，洋溢中非友好的濃郁氣
氛。

【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8
日在南非德班同非洲國家領導人舉行早
餐會，與會各國領導人就中非關係、非
洲形勢深入交換意見，闡述政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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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德班宣言籲聯國改革

金融合作前景廣闊專
家
解
讀

本報記者 隋曉姣

▲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南非德班出席金磚國家領導
人與非洲國家領導人對話會
，與會領導人討論了金磚國
家和非洲在基礎設施建設領
域的合作問題。圖為與會領
導人集體合影 新華社

▲27日下午，彭麗媛在南非總統祖馬夫人恩蓋
馬陪同下來到德班音樂學校參觀 央視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