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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援外医疗队。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累计向 72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长期医疗队，共 1069 批次 27484 名医疗队

员，涵盖内外妇儿、中医、麻醉、护理、病理、检验、公共卫生等

医疗医学全领域。目前有近千名医疗队员在非洲、亚洲、大

洋洲、美洲、欧洲 55 个国家的 111 个医疗点开展对外医疗援

助工作。

——派遣志愿者。2013年至 2018年，中国向 80多个国家

派遣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2万余名。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

向 60 个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物资设备，派遣国际救援队和医疗专家组，抢修受损

设施。

——减免有关国家债务。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免除最

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共计 98 笔到期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达 41.84 亿元人

民币。

（三）改革管理实现新突破

为更好适应新形势发展，中国改革对外援助体制机制，

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推动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工作展现新

气象。

——体制改革实现突破。2018 年 4 月，中国成立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专司国际发展合作事

务。这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利

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的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国家国际

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是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对外援助事业踏上了新征程。

——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健全援助项目专家论证评审机

制，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质量和深度。将项目环境影响、后

续运营管理等纳入立项研究范畴，增强立项论证的前瞻性和

预见性。构建条块明晰的项目管理规章制度，完善项目实施

企业资格认定、政府采购、合同履行等环节，构建以优质优价

为核心的招标制度体系。健全项目实施主体诚信评价体系，

防范项目廉政风险。优化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快速反应机制，

增强援助时效性。加强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不断提升援助

综合效益。

三、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根据有关国家发

展需要，积极开展发展合作，在深化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

通、推动贸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增进民心相通上发挥作

用，为各国发展培育空间、创造机遇，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

（一）深化政策沟通

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政治互信、开展务

实合作、深化利益融合的基础。本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理

念，中国通过举办官员研修、派遣专家顾问等方式，促进与共

建国的双向交流和了解，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同向

发力、协同增效。

——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各国发展战略搭建平

台。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标

准化、贸易便利化、技术标准化等与共建“一带一路”相关的

主题，为相关国家举办 4000 余期官员研修项目。研修项目

为各国政策沟通搭建了交流平台，参训人员就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更好对接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东盟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 2025》、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

以及巴基斯坦“新巴基斯坦”、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菲

律宾“大建特建”、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国“发展之

路”等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开展交流，谋划合作成果，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

——为区域经贸融合发展创造机遇。派遣专家顾问赴相

关国家开展技术咨询服务，通过深化对共建国国情和政策法

律制度的了解，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为开展有效合作奠

定基础。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是中国在海外开发的经贸合

作区，被誉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中国为白俄罗斯

实施工业园政策保障技术援助项目，同白俄罗斯分享中国开

发区发展模式和经验，并组织白俄罗斯人员赴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苏州工业园进行考察。在实地考察和深入交流的基

础上，两国专家共同制定了中白工业园运营管理机制及招商

引资、产业发展等政策，为推进工业园长远发展夯实了政策

基础。

（二）加快设施联通

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中国积极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公路、铁路、港口、桥梁、通信管网等

骨干通道建设，助力打造“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大

格局。

——支持打通六廊六路建设。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建设，让古老丝绸之路焕发新生

机。配合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巴基斯坦先后实施了白沙

瓦－卡拉奇高速公路、喀喇昆仑公路等相关路段改扩建等

项目，促进了中巴陆路贸易繁荣。为推进中国－中南半岛、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在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援

建道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东南亚与南亚

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联合发展。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

廊，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公路相关路段的建设和塔吉克斯坦

道路修复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当地公路交通状况。中欧班

列联通欧亚 20 多个国家 100 多座城市，疫情期间发挥了重

要物流通道作用，为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了突出

贡献。

——支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航道。中国以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港口为节点，支持建设通畅、高效的运

输大通道。中国支持建设的毛里塔尼亚友谊港扩建项目，显

著提高了港口的吞吐能力，缓解了货船积压滞港现象，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物流节点。

——支持空中枢纽建设。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

求，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代夫、柬埔寨、赞比亚、津

巴布韦、多哥等国实施机场升级扩建项目，提高了机场运营能

力和安全性，增加了客货运吞吐量，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

为跨境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带来更多便利，为融入“一带一

路”创造了更多机遇。

（三）推动贸易畅通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通过促贸援助，帮助

相关国家改善贸易条件、提升贸易发展能力，为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间实现贸易畅通夯实基础。

——促进贸易便利化。为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供应

链布局中的竞争力，积极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改善贸

易基础设施，推进贸易流通现代化。向格鲁吉亚、亚美尼

亚、坦桑尼亚、肯尼亚、菲律宾等 20 多个国家援助了集装箱

检查设备，加快货物通关速度和效率，更好地打击走私犯

罪。中国支持的孟加拉国油轮和散货船项目，为孟加拉国

航运公司建造了 3 艘油轮和 3 艘散货船，增强了综合运输

能力。

——提升贸易发展能力。支持老挝建立农村电子商务政

策、规划和体系，帮助缅甸、柬埔寨等国建设农产品检测、动植

物检验检疫和粮食仓储体系，提高出口竞争力。2013 年至

2018 年，为相关国家举办 300 多期与贸易相关的专题研修项

目，包括贸易便利化、国际物流运输与多式联运服务、电子商

务、出入境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检验检疫、进出口食品安

全等，推动相关国家贸易政策对接协调，畅通自由贸易网络。

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海关组织设立基金，开展贸易能力建

设，支持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好地融入多边

贸易体制。

（四）促进资金融通

中国积极帮助有关国家完善金融体系、搭建融资合作平

台，为资金融通提供保障。

——支持完善金融体系。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优化金融环境，为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创造条件。2015 年，

援建老挝国家银行卡支付系统，为维护老挝金融稳定、促

进周边国家资金融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建立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完善

宏观经济金融框架提供智力支持。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

展研究中心，为加强资金融通领域能力建设搭建了重要智

库平台。

——搭建多边融资合作平台。同世界银行、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等共同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通过信息分享、支持项

目前期准备和能力建设，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及相关发展伙

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建设聚集更多资金

红利。

（五）增进民心相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通过实

施民生援助，加大人文交流、文化合作，形成相互欣赏、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筑牢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

基础。

——实施民生工程。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施一批

住房、供水、医疗、教育、乡村道路、弱势群体救助等民生项

目，帮助补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帮助科特迪

瓦、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国建设供水系统，解决民

众饮水难、水质差等问题。为斯里兰卡、塞内加尔、几内亚、

尼日尔、莫桑比克、刚果（金）、南苏丹、牙买加、苏里南、多

米尼克等国援建的医院，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使民众看

病更加便捷。帮助白俄罗斯建设社会保障住房，改善弱势

群体居住和生活条件。2016 年至 2019 年，帮助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2000 余名白内障患者重见

光明。

——深化民间交流。邀请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哈萨克

斯坦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代表来华交流，增进对中国国

情和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向老挝、文莱等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派出青年志愿者，成为促进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互鉴的

桥梁。

——加强文化合作。与 17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

33个文物援助项目，包括柬埔寨吴哥窟、缅甸蒲甘地区震后受

损佛塔、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保护修复和哈

萨克斯坦伊赛克拉特古城拉哈特遗址、孟加拉国毗河罗普尔

遗址联合考古等。在非洲 20多个国家实施“万村通”项目，为

1万个村庄安装数字电视，为他们打开了解世界的新窗口。为

塞舌尔、科摩罗、坦桑尼亚、毛里求斯援助实施广电中心合作

项目，提高广播电视传播能力，成为当地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

四、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中国通过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提升农业发展

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基础设施，推进工业化进程等，为推

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贡献力量。

（一）助力消除贫困

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国际社会的共同使

命。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全世

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中国通过援建农村公益设施、分享

农业治理经验和开展技术转移等方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开展减贫示范。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减贫

进程，在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开展减贫示范项目，在村

级社区示范“整村推进”等减贫经验，强化村级组织能力建

设，支持农民生产协作，帮助当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脱贫

思路。通过举办研修项目、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共同举

办研讨会等，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精准减贫的发展理念和实

践经验。

——带动增收致富。积极帮助有关国家改善农村地区

生活环境，满足当地交通和生产生活需求。帮助毛里塔尼亚

贫困三角洲建设公路，促进当地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结合当

地实际，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传授手工艺技术。在斐济、巴

布亚新几内亚、莱索托、卢旺达、中非共和国等国援助的菌草

种植示范项目使农户掌握菌草种植技术，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在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分享竹藤编技艺，让农民

利用当地竹资源进行家具制作，提高了农村人口手工艺技能

和收入。

——关注特殊群体。特殊群体是消除贫困需要重点关注

和帮扶的对象。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残疾人政策、加强

残疾人康复服务，使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为蒙古国、厄

瓜多尔、利比亚等国举办特殊群体社会保健政策和康复护理

研修，提高了政府在特殊群体扶贫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治理能

力。援建的萨摩亚残疾人培训中心，可接纳学习和培训的残

疾人人数将由原先的 150人增加到 400余人，为残疾人提供更

多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

（二）提升粮食安全

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中国因地制宜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农业发展，实现粮食自给、保障粮食

安全。

——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截至 2019 年底，共向 37 个亚

非国家派遣了 81 个农业技术专家组、808 人次，在非洲国家

援建 22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有关国家试验并推广高产

新品种，指导农民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发展信心。援格鲁吉

亚蔬菜大棚种植技术合作专家向农户推广日光温室种植技

术，提高了当地农业产量，解决了当地蔬菜难以自给自足的

难题。为吉尔吉斯斯坦、乍得等国援助农业灌溉系统改造项

目，提供农用机械设备和物资，缓解农业生产物资短缺问

题。在老挝、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遭

受蝗灾等自然灾害时及时援助，帮助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帮

助柬埔寨开展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支持柬埔寨芝格楞河水资

源发展项目，使灌溉用水保证率达到 80％，水稻种植由单季

提高到两季。

——培养农业科研和技术人才。农业产业发展升级需

要人才支撑。通过援建柬埔寨桔井农业技术学校、中非联合

研究中心等项目，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等

国开展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为有关国家培养农业技术力量搭

建了平台。派遣专家赴境外为科特迪瓦水稻增产、坦桑尼亚

桑给巴尔水产养殖、东帝汶咖啡品种改良加工等提供技术培

训，使更多人员掌握了实用适宜技术。开展中非科研机构

“10＋10”合作，围绕适用非洲大陆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开

展联合攻关和研究开发，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服

务保障。

——支持农业产业链发展。中国重视农业生产后环节援

助，通过援建古巴猪牛屠宰厂、佛得角农产品初加工中心、赞

比亚玉米粉加工厂、东帝汶粮食加工和仓储设施等项目，帮助

提升粮食仓储能力，减少粮食产后浪费，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

农民收入。在汤加、萨摩亚等国推广沼气技术和“猪－沼－

菜”循环农业生产技术，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平台向其示范

农业生产、储存、加工和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分享农业综合

经营经验，支持农业生态循环和可持续生产。积极响应和支

持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动，帮助有关国家

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三）推动卫生发展

中国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

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帮助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保障人

民生命健康。

——助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为进一步加强非洲地区的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中国

派出疾控专家，为非洲多次疫情应急指挥、流行病学分析、疾

病控制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疟疾、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防

控方面，实施一系列疾病防控与人群健康改善项目。为坦桑

尼亚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设计了防治

规范，降低了当地感染血吸虫病的概率；在科摩罗实施的复方

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使当地实现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

人数下降98％。

——提升医疗卫生基础能力。在刚果（布）、卢旺达、津

巴布韦、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建设 50 余个医疗卫生基

础设施项目，为保障民众健康、培养医学人才发挥了积极作

用。向有关国家提供医用设备器械、药品及医用耗材，缓解

了医疗资源紧缺状况。通过医疗机构对口合作，帮助 20 多

个国家建立专业科室能力。帮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组建显

微神经外科和内镜神经外科、驻多米尼克医疗队开创微创手

术先例，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理念，填补了加勒比地区多项医

疗技术空白。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力量。2015 年至 2019 年，中国

共派出 202 批次 3588 名援外医疗队员，累计诊治 1100 万名

患者，并对当地医务人员带教培训，开展巡回义诊、药械捐

赠等，1500 多人获得有关国家颁发的总统勋章等荣誉，1 名

医务工作者为援外医疗工作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还组派

短期医疗专家组开展专科行动，在博茨瓦纳、厄立特里亚、

摩洛哥、加纳、巴哈马、马尔代夫、安提瓜和巴布达等 25 个

国家开展了 42 次白内障手术“光明行”活动，实施 9752 例手

术；在加纳、坦桑尼亚等国实施了 170 台“爱心行”心脏病

手术。

（四）保障优质教育

教育是发展之本。中国通过援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扩

大奖学金规模等方式，提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

让民众享有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机会。

——支持基础教育。“有学上、上好学”是发展中国家青

少年的普遍诉求，也是提升人口素质、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

途径。中国在尼泊尔、亚美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秘

鲁、乌拉圭等国修建了一批中小学校，并提供计算机、实验

室设备、文体用品等教学物资，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学

环境。向南苏丹提供教育技术援助，为南苏丹小学量身打

造英语、数学、科学三科教材，编印 130 万册教材，15 万名师

生受益。为北马其顿 27 所学校提供的远程教育设备，提升

了当地特别是山区、农村的教育水平，促进了教育资源均衡

发展。

——发展高等教育。中国积极帮助有关国家改善高等教

育设施、培育高素质人才，援建了瓦努阿图南太平洋大学埃马

路斯分校、马拉维科技大学、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

楼、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马里巴马科大学卡巴

拉教学区等项目。在肯尼亚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中援建的中

非联合研究中心，开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资源遥感等专

业，帮助提升相应领域的科技水平。继续提供在职学历学位

教育，2013 年以来，共资助 4300 余名发展中国家人员来华攻

读硕士博士学位，并通过开展中非高校间“20＋20”合作计划、

设立“原子能奖学金”项目等加强科研合作和师生互访，联合

培养高水平人才。

——推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能够将发展中国家人口

资源转化为人口红利，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中国为老

挝、柬埔寨、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卢旺达、乌干

达、马拉维、埃及、苏丹、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瓦努阿图等

国援建了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为阿塞拜疆、埃塞

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国提供职业技术教育物资，帮助改善

职业教育质量。援苏丹恩图曼职业培训中心成为苏丹全国

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基地。在吉布提、埃及等国设立“鲁班工

坊”，由中国职业教育学校对口建设，为当地青年提供实用技

术培训。援布基纳法索职业培训中心技术援助激活了当地

职业教育市场。

（五）促进性别平等

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积极帮助

发展中国家发展妇女事业，为妇女成长创造机会，支持和帮助

妇女享有出彩的人生。

——加强妇女权益保障。落实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

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上提出的为发展中国家实施 100 个“妇幼

健康工程”，这些工程陆续在柬埔寨、塞拉利昂、马拉维、佛得

角等国落地，有效保障了当地妇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津

巴布韦开展妇女宫颈疾病防治项目，捐赠了一批用于宫颈疾

病早诊早治的器械、药品，并派专家帮助当地医务人员提高

专业技能。通过组织妇幼健康、孕产妇保健等主题研修项

目，提高有关国家产科、新生儿科等科室水平，惠及当地

妇女。

——支持妇女能力建设。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妇女培训力

度，在当地培训女性职业技术人员，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

动能力和就业能力。2013年以来，为发展中国家实施了 60余

个妇女能力建设研修、技术培训项目，设置女性领导力与社会

发展在职学历学位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女性官员参与

国家和政治经济活动能力。

（六）改善基础设施

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批公益设施、能源等基

础设施项目，让当地民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支持公益设施建设。援助阿尔及利亚歌剧院、塞

内加尔竞技摔跤场和黑人文明博物馆、科特迪瓦文化宫、贝

宁会议大厦等公共设施项目维修和升级改造，为非盟和有

关国家援建国际会议中心及附属设施，为格林纳达、几内亚

比绍、突尼斯等国建设、维修和升级改造体育运动场馆，改

善文化活动条件，进一步丰富民众文化体育生活。援蒙古

国残疾儿童发展中心是蒙古国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残疾儿

童疗养中心，被蒙古国社会各界誉为“幸福工程”。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帮助塞拉利昂、布隆迪、斐

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尼泊尔、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实施了城区主干

道建设、拥堵路段改造等市政项目，提升了城市路网通行能

力。援马尔代夫友谊大桥连接了相邻岛屿，改变了以往只

有摆渡船交通往来的历史，为大马累环礁的经济发展打通

了交通大动脉。援叙利亚 100 辆公交车项目增加了城市交

通运输能力，为民众出行提供便利，支持了城市重建进程。

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道路整修和社区排水、斯里兰卡库鲁

内格勒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等项目解决了城市低洼地区积水

内涝、雨污分流问题，减少了城市污染，改善了居民生活

品质。

——提高能源可及性。根据有关国家能源资源禀赋，

积极发展水电、太阳能、风电、核电、地热等电力产业，并

支持建设输变电和配电网等项目。援古巴太阳能电站项

目总装机规模为 9 兆瓦，每年向电网输送 1285 万千瓦时清

洁能源电力，有效填补了当地电力缺口。中国支持的吉尔

吉斯斯坦南部电网改造项目、塔吉克斯坦直属中央区 500

千伏输变电项目、老挝塔棉至拉骚 230 千伏输变电线路、赞

比亚卡里巴北－凯富埃西输变电等项目实现了有关国家

内部电网连接，对于促进能源独立和工业化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七）推进可持续创新经济增长

中国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增加资源附加值，

促进生产性就业，并帮助释放数字经济新红利，增强经济创新

性和包容性。

——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独立

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中国支持

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优势产能潜力、构筑更加现代化的产业

体系，提升资源附加值，加快工业化进程。援孟加拉国沙迦拉

化肥厂自 2015 年投产已生产尿素化肥超过 110 万吨，累计节

省4亿多美元外汇。古巴果蔬加工厂、塔吉克斯坦硫酸厂等项

目建成投产后，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直接拉动了当地收入和

税收。项目坚持本土化经营，增加了就业岗位的同时，提高了

当地人员劳动技能。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国支持建设了 37 个电信传

输网、政务信息网络等电信基础设施项目，帮助有关国家发

展信息通讯产业，为推动缩小数字鸿沟作出积极贡献。肯

尼亚国家光纤骨干网项目推动了肯尼亚信息通讯产业的跨

越式发展，在大幅提高网络速度的同时，降低通讯成本，促

成了电子商务的兴起。老挝警察指挥中心及政府热线、巴

布亚新几内亚集成政务信息系统等项目，优化了相关国家

政府行政效率和信息化管理。孟加拉国政府基础网络三期

项目，打通当地行政区域的政府骨干网络的回路，将高速网

络延伸至 64 个市、488 个县、2600 多个乡，覆盖 62％的地域

和人口。

（八）支持生态环保

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积极为其

他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能源、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分

享绿色发展经验，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防

治荒漠化等方面国际合作，共同建设美丽地球。

——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

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在加蓬等

国开展的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帮助其增加电力供应的同时，

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中国支持的肯尼亚加里萨光伏发

电站年均发电量超过 7600 万千瓦时，每年帮助减少 6.4 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援斐济小水电站为当地提供清洁、稳定、价

格低廉的能源，每年为斐济节省约 600 万元人民币的柴油

进口，助力斐济实现“2025 年前可再生能源占比 90％”的

目标。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认真履行野生动物保护国际义务，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

国际合作。向津巴布韦、肯尼亚、赞比亚等国提供野生动物

保护物资，提高打击盗猎和非法野生动物制品交易的装备

水平，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能力建设。为蒙古国实施戈壁熊

栖息地管理技术援助项目，帮助改善戈壁熊栖息地环境质

量、提供保护区专用设备，使蒙古国“国熊”摆脱濒临灭绝

危机。

（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