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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衷心希望厦门会晤为我们开启新的
合作之门、 发展之门， 迎来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 开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光明未来。 ” ———习近平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2017年9月3日至5日，福建厦门，习近平

主席出席并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出席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主持大小范围会议、发表演讲致辞、会晤
与会外国领导人……站在新十年的起点上，
习近平主席立足金砖，放眼世界，携手各方擘
画共同发展进步的新蓝图。

一城如花半倚石，万点青山拥海来。 鹭岛
为证，金砖合作在这里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愈发响亮。

大国引领，凝聚金砖国家力量
这一次，世界将目光投向厦门，关注金砖

国家合作将书写怎样的新篇章。
4日清早，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山海之间。
形似巨轮的国际会议中心， 迎宾长廊如

展翅飞翔的白鹭向前延伸。 长长的红毯两侧，
英姿飒爽的礼兵昂首伫立。

习近平主席提前来到白鹭厅， 迎接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四国来宾。

2017年新年伊始， 习近平主席的信函发
往四国领导人手中，介绍主席国设想，由此正
式拉开金砖国家“中国年”的大幕。

十年风雨同舟，十年砥砺前行。 论分量、
看成色，金砖国家合作对全球发展举足轻重。

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
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如约而至，习近平主
席同远道而来的贵宾握手寒暄。

面对各国记者，5国领导人并肩站立。“咱
们手拉手！ ”习近平主席伸出双手示意。 照相
机快门响起，定格这历史的瞬间。

凤凰厅内，5位领导人围圆桌落座。 圆桌中
央，代表5国的彩色花瓣分外醒目。习近平主席敲
击木槌，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开幕。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
金石。 ’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
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 ”习近平主席的点睛之
语， 阐明了山海相隔的金砖国家能够走到一
起的合作基础。

回望来时路，启示新未来。在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1000多位中外
工商界人士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发表主
旨演讲，深刻揭示出金砖合作发展的要义。

4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大同厅，习近平
主席邀请4国领导人共同观看片花。

站立在白色祥云柱前，5国领导人同时按
下各自面前的一枚中国印章， 屏幕上旋即显
示出金砖国家中文国名篆刻印文。 金砖国家
文化节拉开帷幕。

从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到人文交流，中国行
动打造金砖合作新支柱，开启“三轮驱动”新阶段。

外媒评价，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中不断前行， 中国的引领作用
不可或缺。

这是值得自豪的历史进程———短短10
年，金砖国家合作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如今
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这是值得期待的合作前景———在步入第
二个10年的重要时刻， 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
导人共商大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引领金
砖合作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阔步前进。

大国担当，为全球治理注入动力
一组数据展现中国的务实行动———
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经济技

术合作交流计划； 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项
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在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项下提供5亿美元援助；在未来一年为其
他发展中国家提供4万个来华培训名额。

两份文件彰显主席国的主动担当———
经济务实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和平

与安全、人文交流……长达40页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宣言》涵盖71项成果，向世界展示
了金砖国家共同意志； 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
议程、加强南南合作、构建发展伙伴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主席声
明》是着眼未来的庄重承诺。

5日上午，国际会议中心鼓浪厅，习近平主
席等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埃及、几内亚、墨西哥、
塔吉克斯坦、泰国5国领导人围坐在一起。 新兴
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在这里举行。

每个细节彰显满满诚意：会场内外，随处

可见东道主专为对话会设计的会标， 与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会标相映成辉。

习近平主席强调用两个维度观察金砖合
作发展： 既要遵循五国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历
史逻辑， 又要把握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
的时代潮流。

当今世界，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快速发展， 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历
史性变化。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 。 厦门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邀请来自全球不同地区国家的5
位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
计，开启了“金砖+”合作新模式。

观察人士认为，受邀参会的5国来自亚、非、
拉、中东和中亚5个重要地区，金砖国家的辐射范
围显著扩大，其政治经济意义令人刮目相看。

洞察历史大势，把握未来走势。 作为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金砖合作与时俱进、行
稳致远，造福五国、惠及世界，引领全球治理
变革，尽显中国责任担当。

大国风范，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
5日中午，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内座无虚席。
习近平主席健步走上讲台， 向中外记者全

面介绍厦门会晤成果，为会晤画上圆满句号。
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上， 金砖机制留下

深刻的“中国印记”。
签署合作文件、对接发展战略、增进政治互

信，在紧张的金砖日程间隙，习近平主席同与会
所有国家领导人一对一会晤，达成广泛共识。

时间闪回，一次次主场外交，展现习近平
主席大国领袖风采， 尽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
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雁阵从这里起飞；

2015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宣示捍卫战后国
际秩序，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弄
潮儿向涛头立， 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
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共同打造合作之路、希望之路、共赢之路，引
领各方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

5年来，中国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区域组
织建立或升级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目前建立
的伙伴关系已达100个左右，走出一条“对话而
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访28次，足迹遍及五
大洲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实现
中国元首外交对全球不同区域的“全覆盖”。

5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呼吁推
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
化， 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
治理体系，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厦门闽南大戏院流光溢彩。 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国家领导人一道， 在这里
观看一场题为《扬帆未来》文艺晚会。 海风、海
天、海韵、海潮、海梦……意蕴悠长的表演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历史节点，中
国又一重要主场外交取得圆满成功。

人们期待，金砖国家携手，开启通往合作
发展的大厦之门，拥抱共同繁荣的绚丽彩虹！

（据新华社厦门9月6日电）

开启新的金砖合作发展之门
———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系列活动纪实

� � � � 图为8月26日
拍摄的厦门国际会
议中心及周边景色
（航拍接片）。

新华社发

杨洁篪就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接受媒体采访

推动金砖合作从“双轨并进”向“三轮驱动”转变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务委员杨
洁篪6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 介绍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成果。 全文节选如下：

厦门会晤在推动金砖国家经济合作方
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
在的好处？

经济合作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主线，也
是金砖合作的重要基础。 10年来，金砖国家
经济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给五国发展创造
了机遇， 也给各国企业和人民带来了许多
实际利益。 在厦门会晤上，五国以落实《金
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为契机，推动经济合
作不断走深走实，达成30多项务实成果。

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积聚起新能量。
五国制定了《经贸合作行动纲领》、《投资便
利化纲要》、《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等合作
文件，发布了《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进展报告》，将进一步提振贸易投资对各国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金融领域，机制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今年8月17日， 新开发银行非洲区域中心
在南非成立， 意味着银行向着全球性开发
机构迈出重要一步。同时，五国在应急储备
安排机制建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本币
债券市场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在创新领域，新兴业态描绘出新蓝图。
金砖国家不仅在创新理念上实现引领，在
创新实践上也有突破。五国共同制定了《创
新合作行动计划》、《电子商务合作倡议》等
文件，大力支持发展新经济新业态，为五国
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厦门会晤期间首次举办了金砖国家文
化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文交流是
否已成为金砖合作的新亮点？

经济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主线， 政治安
全合作也保持着良好势头。 人文交流作为
后起之秀，成为金砖中国年的一大亮点，已
经成为金砖合作的新支柱。

年初以来， 中方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人文交流活动。 在广州举办的首届金
砖国家运动会，吸引了五国200多名体育健

儿参赛，大家不仅切磋了技艺，也增进了友
谊，拉近了情感。 我们还举办了金砖国家电
影节， 五国的33部影片共上映200多场，给
观众呈现了一场场视听盛宴， 特别是五国
首次合拍的电影《时间去哪儿了》受到一致
好评。 会晤结束后，金砖国家文化节将在厦
门举行，大家通过观看演出、展览，可以零
距离、 多维度地体验五国各具特色的深厚
文化底蕴。 此外，我们还举办了媒体高端论
坛、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等活动。 这些活动
有声有色，丰富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涵，夯
实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

厦门会晤的成功举行，推动金砖合作从
传统的经济、政治“双轨并进”，向经济、政
治、人文“三轮驱动”转变。 三个轮子相互支
撑、共同前行，金砖合作架构正变得更加全
面平衡，可以走得更稳、更快、更远、更好。

中方举办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对话会有什么新特点？ 成果和影响主要有
哪些？

今年，中方提出了“金砖＋”的合作理

念， 举行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
话会，邀请了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
斯坦、泰国等5个国家领导人，增加了对话
会的全球代表性， 目的是建设更广泛的发
展伙伴关系。 在对话会上，各方围绕“深化
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个主题，深入
沟通交流， 并通过主席声明向外界释放以
下积极信号：

一是展现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坚定
信念。 二是展现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的坚定决心。 三是展现了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坚定姿态。 四是展现了深化南南合
作的坚定意愿。各国决定增进团结协作，加
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 中
国承诺， 将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5亿美元援助和4万个来华培
训名额，展现了负责任态度和担当精神。

“金砖＋”合作模式进一步扩大了金砖
国家“朋友圈”，将不断增强金砖合作的生
命力。 对话会的会标是一道横跨天际的彩
虹， 象征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未来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