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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佐科总统，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亚非国家领导人汇聚在美丽的雅加达，共同纪

念万隆会议召开 60 周年，共商亚非友好合作和发展振兴

大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我谨向佐科总统和印

度尼西亚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大家转达中国人民

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60 年前，亚非 29 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出席了万隆会

议，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促进了亚非拉民

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会

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

十项原则，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为推动亚

非合作、南南合作，为促进南北合作，发挥了重大历史性

作用。因此，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

程碑。

60 年来，亚非这两片古老大陆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

变化。亚非各国人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相继赢得了政治

独立，坚定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亚非两大洲从过去

贫穷落后的地区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活力的地区。在万隆

精神激励下，亚非国家联合自强，区域、次区域、跨区域合

作方兴未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60 年后的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

加强劲，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同时，应该看到，世界还很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

伏，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

南北差距依然悬殊，亚非国家的主权安全、团结合作、共

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

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为此，我

愿提出如下倡议。

第一，深化亚非合作。亚非两大洲都是人类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人口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国家数量超过

联合国会员国的一半，亚非合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

意义。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亚非国家要坚持安危与共、守

望相助，把握机遇、共迎挑战，提高亚非合作水平，继续做

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非洲有句谚语，“一根原木盖不起一幢房屋”。中国

也有句古话，“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亚非国家加强

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我们要

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推进工业、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等各领域务实

合作，打造绿色能源、环保、电子商务等合作新亮点，把亚

非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要深化区域和跨区域

合作，用好现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适时建立新的合

作平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宽领域、多

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

亚非地区有 100 多个国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

观念千差万别，共同构成异彩纷呈的文明画卷。我们要

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

同存异中共同前进，让各个文明都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亚非合作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共赢的，我们

欢迎其他地区国家积极参与并作出建设性贡献。

第二，拓展南南合作。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先生说，南南合作这个提法很好，应该给发明者

一枚勋章。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

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扶携前行，积极开展各领

域合作，实现我们各自的发展蓝图。搞好亚非合作，对南

南合作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亚非国家要深化合作，同时要加强同拉美、南太及其

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扩大在治国理政方面的

对话交流，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壮大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

加强南南合作，需要加强机制建设。要发挥好不结

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的作用，建设好亚洲相互协

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推动发展中国

家区域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探讨建立南南合作新架构。

中方支持印尼方建立亚非中心的倡议。要提高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引导 2015 年后发展

议程谈判重点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

正当权益。

第三，推进南北合作。万隆精神不仅适用于亚非合

作、南南合作，对促进南北合作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意义。实现世界均衡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

越富裕、另一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从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看，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

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

问题。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开展南北合作的政治基

础。合作共赢的基础是平等，离开了平等难以实现合作

共赢。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

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要尊重各国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

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人。

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是发达国家应

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官方发

展援助承诺，在不附带政治条件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

家支持力度，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建立更加平

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要维护和发展开放型

世界经济，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

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

解决分歧争端，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网络安全、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建设命运共

同体，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

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亚非团结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始终

坚定支持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坚定促进

亚非国家共同发展，并向亚非国家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援

助。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发展

的进程中，也得到了亚非国家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

人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

新形势下，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亚非合作。中国已

经同周边 8个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愿同所有周边

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加强同非洲国家和平安

全合作，帮助非方增强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方面能

力。中国愿同亚非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建

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区域航空网络，推动亚非工业化

进程。中国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97%税目

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

挥好丝路基金作用。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完善中国-

东盟、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平台，办好年

内在南非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中国

将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我愿在这里宣布：中国未来 5 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

家提供 10 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

共邀请 2000 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并参加联欢；将成立中

国-亚非合作中心，进一步推进亚非各国交流合作；设立

中国-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年内还将举办以

弘扬万隆精神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齐

心协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同亚非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

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

人民。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崇尚“和为

贵”。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

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无论

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做发

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

基础，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每 60 年是一个纪年循环。亚非

合作走过了 60 个春秋，正来到一个新的起点上。回首过

去 60 年，中国同亚非国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相互关系

就像长江、梭罗河、尼罗河水一样奔流不息。展望未来，

我们应该弘扬万隆精神，共同实现亚非振兴梦想，为亚非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新华社雅加达4月22日电）

弘 扬 万 隆 精 神 推 进 合 作 共 赢
——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2015 年 4 月 22 日，雅加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本报雅加达 4 月 22 日电 记者王涛

田原 刘威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
在雅加达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

习近平指出，去年你两次访华期间，我
们就推进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
广泛共识。希望双方继续努力，不断打造
两国合作新亮点。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看待中缅关系，愿同缅方保持高
层交往。我们愿同缅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深化战略合作。我们赞赏缅方对“一
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倡议的

支持，愿在上述合作框架内推动中缅公路、
伊洛瓦底江陆水联运等互联互通项目，积
极推进农业、电力、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
中方愿继续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双方要以今年两国建交 65
周年为契机，加强文化、教育、青年、媒体等
领域交流合作，积极营造中缅友好的社会
环境。

吴登盛表示，缅中两国有着传统的胞
波情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在各领域对缅
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新形势下，缅方致
力于密切两国各层级友好交往，提升两国

各领域合作。缅方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中方
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
议，希望中方通过丝路基金等参与缅甸基
础设施建设。缅方赞成密切两国人文交
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在谈到缅北局势时，习近平强调，中方
支持通过和谈寻求缅北问题政治解决的努
力，希望尽快看到缅和平进程新局面。吴
登盛表示，缅甸政府致力于维护缅北地区
和平稳定与人员安全，将在推进政治对话
的同时，加紧该地区的重建。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缅 甸 总 统 吴 登 盛

本报雅加达 4 月 22 日电 记者王涛

田原 刘威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
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
中日关系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
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
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去
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集中体现了这
一思想。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
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
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
信息。

习近平强调，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
极的政策。我们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

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
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双方
要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和认知。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
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已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
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
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为国际和地
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两国领
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安倍晋三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习近平

主席，我十分希望改善日中关系。日中关
系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与发
展。我完全同意日中两国发展互不构成威
胁。日方愿意落实双方去年达成的四点原
则共识，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交往与对
话，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我和日本内
阁已在多个场合承诺，愿继续坚持包括“村
山谈话”在内以往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
的认识。这一立场不会改变。日本决心继
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方认识到亚洲地区
对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需求，愿基于这一
认识同中方探讨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问题。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本报雅加达 4 月 22 日电 记者王涛

田原 刘威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
在雅加达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表示，我们纪念万隆会议 60 周
年，具有重要时代意义。我愿同你一道努
力，开好这次会议，继承和弘扬万隆精神，
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友谊、合作。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印尼建交 65 周
年，你上个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
问，我们要共同努力，推动双方达成的共识
更多更快地转化为实际成果。我们要保持
各层级密切沟通的良好势头，加紧落实两

国业已达成的协议，加快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通过综合手段推动贸易平衡，执行好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加强航天、海上、科技等
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中方愿鼓励更
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参与印尼基础设施建
设和运营，鼓励更多中国公民赴印尼旅游。
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
国集团等多边组织中的合作，加强在气候
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协
调。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
东盟在本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佐科对习近平来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

会议和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表示欢
迎。印尼希望扩大同中国各领域的合作，
愿深入研究探讨中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构想和印尼新的发展战略给双方合作
带来的契机，欢迎中方加大对印尼基础设
施的投资。

会见后，习近平和佐科见证了两国高
速铁路项目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见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
活动。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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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四月二十二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

。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四月二十二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

。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四
月二

十二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应

约会见

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