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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应邀出席在
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
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在“黄金之
城”勾画“金色十年”蓝图美景。

国际社会对习主席的讲话反响热
烈， 认为讲话为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提供了中国方案，在金砖国
家引领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有望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
变革注入新动力。

运筹合作期待金砖再出发

习主席在讲话中说，在第一个10年
里，金砖合作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重
回增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要在国际
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作，
在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在“金色十年”
里实现新的飞跃。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林
斯表示，金砖国家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
要角色，期待金砖国家未来拓展更多合
作空间，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南非经济学家科尔斯·恩德洛武
说，习主席提出的共同建设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以及促进创新和工
业化合作的建议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在
创新方面经验丰富，其他金砖国家也有
实施创新的基础。未来十年金砖国家的
商业发展潜力巨大。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经济合作
是金砖合作最重要、 成果最丰富的领
域。”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题
专家李仁良对此表示认同。 他认为，金
砖合作机制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今后，经济合作仍将是金
砖合作的重点，他看好金砖国家之间广
泛的合作基础和巨大潜力。

“金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与金砖
国家间广阔的合作潜力分不开。” 巴西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毛
里西奥·桑托罗表示， 金砖合作已开启
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国家将继续利
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经
济和政治格局的健康发展。

四个坚持引领金砖新航程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坚持合作
共赢、坚持创新引领、坚持包容普惠、坚持
多边主义四点建议。 多国专家学者对此高
度认同，认为这不仅是金砖国家应倡导的，

也应是世界各国支持的发展理念。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讲

师盖里雄·伊基亚拉认为， 习主席提出
的四个坚持非常重要，反映了中国与其
他金砖国家及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
开展合作的基本原则。习主席的讲话阐
释了通过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金砖国家的
意愿和利益诉求。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
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
帕特里西奥·朱斯托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传递出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立
场，在当前国际贸易争端迭起、世界经
济面临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这一
立场是对国际合作最重要的贡献，也是
当下国际社会所需的声音。“金砖国家
加强合作可以有效平衡保护主义和孤
立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全球经济
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问题专
家伊格纳西奥·科尔特斯认为， 金砖合
作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传递出支持
多边主义信息，在现有贸易格局下推动
国际合作，对平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起
着重要作用。

中国方案注入金砖新动力
中国将“积极开展南南合作”“继续

敞开大门搞建设”“继续大力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习主席在讲话中的承
诺掷地有声。

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萨米·卡姆哈
维说，习主席的讲话再次展现了中国希望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取
得发展的真诚意愿。金砖国家经济体量巨
大，各自优势也不尽相同，具备与全球发
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良好基础。如果每个
金砖国家都能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共同
发展，全世界人民都将受益，这将是中国
智慧对世界的又一贡献。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本届主席瑟
维认为，金砖国家的议程若能与“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将会有更多国家受益。
在贸易与投资、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等
诸多领域，金砖国家的议程都可以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许振义说，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实现自身发展的
同时也惠及国际社会。“中国继续坚持
对外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正成为现代
国际经济的基石。”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把握机遇共同发展 顺势而为共谋未来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重要讲话

� � � �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会见巴西总统特梅尔。

习近平指出，中巴关系建立在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
之上， 是成熟活跃的发展中大国关系。
当前形势下，中巴作为东西半球最大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要加强团结
协作，争取共同发展，为各自地区和世
界稳定繁荣贡献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巴双方要加强对两
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引领和协调，促进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双边贸易高质
量增长，积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同巴
西“投资伙伴计划”等发展规划对接，推
进标志性项目，拓展创新合作，密切人
文交流。中方愿同巴方携手推进中拉整
体合作，推动中国同葡萄牙语国家经贸
合作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巴方办好下

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特梅尔表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牢固而互惠的。巴方高度重视“一带一
路”倡议，愿深化两国贸易、投资、基础设
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合作。作为重要发展
中大国，巴中应该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的沟通和协调， 促进金砖国家团结合
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巴方愿为
拉中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习近平赞赏穆塞韦尼长期致力于
推动中乌和中非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
调，近年来，中乌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中
乌发展战略契合，互为重要机遇。双方
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
支持。中方支持乌方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的努力，愿同乌方稳步推进重大合作
项目， 全面深化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乌双方要就重大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维护
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总统先生
为中非合作论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办好论坛北京峰会。

穆塞韦尼表示，乌干达希望同中方
深化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等领
域务实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乌干
达投资兴业。乌方支持中方办好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土战略合
作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
进展。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为中土

合作带来新气象、注入新动力。双方要
将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成果，保持各层级、各领域交
往，加强政治互信，密切政策沟通，照顾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促进安全反
恐合作取得突破。中土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天然伙伴。双方要推进重要合作
项目尽早落地，实现中土对接发展战略
的早期收获。 要深入开展人文交流。土
耳其是中东地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中
方期待同土方通过“金砖+”模式加强沟
通和合作。

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愿同中国密
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这有利于
区域发展和稳定。土方支持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
易，愿密切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和
协调。

习近平分别会见巴西、乌干达、土耳其总统

� � � �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美丽的“彩虹之国”南非约翰内
斯堡，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拉开帷幕。去年厦门会晤的成
功，宣告了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启。世界期待金砖合
作从约翰内斯堡再出发，在“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

7月25日，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重要讲
话，深入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
的“中国主张”，郑重宣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的“中国行动”。这一重要讲话，彰显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展现了中
国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崇高使命与责任担当， 为金砖合作
在“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指明了方向。

走过10年的金砖合作，不仅增进了五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经
济企稳复苏并重回增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金砖合作的实践充分
证明，这一创造性的合作机制，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
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
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
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只有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作，在世界
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金砖合作才
能在又一个“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

未来10年将面临什么样的重大变化？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未
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
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 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这
一科学判断，揭示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一方面，大量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将给人类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保持现在的发展速
度，10年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
一半。另一方面，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
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发展
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
挥建设性作用，这是时代赋予金砖国家的共同责任。

如何在第二个“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习近平主席提
出四点主张：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坚持创新引领，把握
发展机遇；坚持包容普惠，造福各国人民；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
球治理。这四点主张，顺应时代潮流，面向共同发展。当今世界，
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家相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我们
应当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
释放出来；在新科技带来的新机遇面前，我们应当着力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应当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所有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们应当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金砖国家就像5根手指，伸开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只
拳头。在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 ”里 ，只要金砖国家携手同
心，就能不断攀越险峰峭壁，登顶新的高峰，实现新的飞跃，为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载7月27日《人民日报》）

顺应时代潮流
再创“金色十年”

� � � � —— 一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