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时事 08

!"#$%&'()*+,-./0#1
2345678*9:;<,=<>?@A
B*+CDEF !" GHI J/K/??@L
MNDO&'PQRSLNDO*+CDT
U@VWX56YZ78[\,]^*9
:;<,=<>_ `a9bcdefg[h

!!"#$!%&$
'($"NDO*+CDT
%&$"ijke(CDlm$n
)!"(*+,-./0123456

7
8!9:$;<=67
$%&'()*opq^rs&t/&

)uvwxB/Kt/?y9z{^|qI}
~������_ ��&~V�����
�L�~������_

���+,78��t���+,78
��J����^rs&t /&)uvw
xL����������_

>!?@9A$BC
��*9:;<,=<>5678�

����^�� @��&B¡¢£�^|
qI_

D!E(FG
#t ef¤¥h$%#& ¦ ' § !( ¨©

$%)& ¦ & § #" ¨ª*t C«¬¤¥h*+#&
¦ & § ' ¨© *%#& ¦ & § *' ¨

!t 5678¤¥h# G2^h*%#& ¦ &
§ *% ¨ ",%% © *%)& ¦ & § !% ¨ )%,*%ª
* G2^h*%)& ¦ & § *% ¨ ",%% © *%)&
¦ & § !% ¨ )%,!%
- - - - .t WX®¯°±¤¥h*%)& ¦ & § *'
¨ )/,!%
- - - - 0t²³�B́ ��µ¶·I¸¹°±¤
¥h$%)& ¦ & § $' ¨ )/,!%
! ! ! !H!IJKL9:BC

)t 9º���»¸ijke(CDl
m$n¼½¾¿ÀÁ.ÂÃ¶Ä 1234B�

�&��WX56��^ÅÆ2ÇLÈ�É
ÊËÌ9ÍÎp^|qIª Ï�ÐÑÒ*+
CDWXlmÓÔB5667,88999:5;<6=4:
>?@8ABCDEFG8ILÕÖ×ijkØ�ÙLÚ
ÛtÜÝ)[Þ9b,]78ßàLáºâ
,]ÕÖ×ãä�ÉØ�ÙLWXå®#��
��ÄAL ælmÓÔçè^éêµ¶·
¹GLëìí�î¹Á.Lïðlñ²³�
B́ ��µ¶·ILæ���Cò_ ���
CòóLÕÖ×ãä7�Ø�Ùô�®�_

*t���Ì��õö÷øÝùúûü#i
jk*9:;<,=<>)ýþ>WX56
78?�Bÿ�IA)5678ßà?@!�_

!t ��&"»µ¶#$%^®¯ßà
)&'¼½ø(t�/t9Í_ ��&tl�
&t��&¼½öÆ)_

M!NOP6QR,ST
(tVX2^V`*+à78Lg,[

9,-./uv-0;1JL2$�Yr
�39bE4567UL ú89:b;
<_

*t ��&r�<=`>L ?Ý78ß
à_ ��®�ÆM@. ÷óLAB��&
áC��2^5678ßàD78,]`
*EFGúHEI@Lúá9b8J89/
KKL_

U!VWXYZ[
�ef�¤Ì$*+,k>WtMÐÑ

¨®AtMij¨®At NDO*+CDTW
Ntijke(CDlmWOP_

\!�efQRcS�5678ßà^
:b?@Á._

]!^_`a
^_bc"ijke(CDlm$n
defghijk"+'!/H'*0/!#'

- - - - Tlmnopqk"+'!/I'$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TUV WXç

rstuv;sw
xyz{|;s}~��

!"#$ � % � !% �

�
�
�
�

�+�� v�c�
v�
��
&'!(

v�
��

234�67
E(
��
&�)

���
&��)

��
��

#��$

9:�}�T

���
��
��
&*)

���
&*)

9:
 f¡
&��)

}~¢n£
�¤�
&��)

( N $+(&I+(0G YZ[\]^_`a (.!((:0& 6bcd !$:$ !$/ "$0
6b .+
cd '+

(!++ (+/ (+^eÂf $/+ $+

$ N $+(&I+!'G gk[hij (&+(".:!/ kbBlm<,I !(:$ !.$ "$+ .+ ((+++ 0+n 0+^eÂo $0++ /0

!"#$%&'()*(+,-./01
!!""#$%&!#$%&"' '

! "#!

!"#$%&'()*+,
-.*/01234 56789
:;9<=>(?@ABC*1D
EFG4 H9I<J1KLMN
O4!"#$ P % Q4 RSTUVW
#%& XY4Z[RS\]^_̀ T
abcdC*efghij_kjl
HRS9 !&#' Pmn1 ## o(
p*+qrstuvqwxyq
z!{|&}q4 ~s� (&& �
�H��r��������*+f
������e4!�����e
1*+f��� )&&& Yef�
��oTU����k

!&#$�TabcdC*efg
jl� % Q #* �^l��4 
�¡¢£¤4 ¥¦§¨+ ©ª«
¬® *,( ¯°±�²k j_©
¬³´µ4¶[�e·¸1*+
f¹±º» �°±TUef
��TU����k

�¼½¾¿4À½ÁÂÃÄ�
ÅÆÇzÈgÉP #' Ê1ËÌÍ4

HuvqÎ��Ärf¾�Ï4
Ð!%Ñ*+Ò�ÒÓÔÕÖ×
ÄØÙk

ÚÛ1ÜÝÞßàá4 �â
ãä1åæçè×éËÌÍ1%
®Èêëì�íîïð�% , |4
ñéòHêâå%éóôî1È
!®õö�ð÷�fø·¸À
ù�ú1qû¬üýþ4 ÿ!"
#$Hqû%®�&Þè�'(
%)íÈ êo*8+,1å%-
�!®%Ñ�.H0/î4�!®
ïð10�4 ¼×é12345
6'ïð¾¿È g

ËÌÍ177689:;H
<1==w ) o>H¾Þf1?
?@@4ÒAB�ÇzCDEFG
W4(%1EF�H×é!"ç�
ëIJÇ1KLGWÈ ÿwHu
v�r¾�M1NNO�OP
íQHf�4 ORS%T77U
V%W��XN??@@føÈ

�YZ%1ö�Á[%4ËÌ

ÍHf�¾¿\]^4 ìf_`
a!Mùf¹È ÿb(é÷�Ö
cf14 ñéÿdefg%ë1
hi4jk½Áú×Äl$È gu
vqÎ��Ärf1¶ãmn�
o�p1f¹4 TeËÌÍ �
ÅÆ�Tabc C*efgjlÈ
êq�r�pDs��TUef
�et4 ËÌÍ1uvwxy�
®z{1|}È

¶[·¸1uvwxyq*
+f�4±x $Q !�¨~�\]
�Ù@� ����!&#$�Tab
c C*efgef°±���° 
Z�¯��â|��*+����
���¸�¦jl�:����
-./01./2345678.90È *+f�
÷��I !&#$�Tabc�C*e
fgjl¤��&'(#:$!,%*'',4¡
¢jl����45÷��RST
U]�RSTU�]K ��TU¡
,� �RS\]w¢]£¤�¥
1l¦£¤È !! ""

' Q !% �§4 T¨U©ª«¬Î
!&#$&$% _Ó4[_Ï�Ó� #&,
�4®��¯ #' X°YÈ±rRSr�
!( �4(F`e²UI³�È rT,
Uké� e²´û-µë¶·¸Þ-
)(&%,&%' V�¹r� !& �� ºHq
)(&%,#)( V�¹r� ! �4 »û-
)(&%,#!) V�¹r� # �È

' Q !' �v¼4 c�½¾¿¹
�ÀÁ�Â@e²´TUr�ÃÄ4Ò
ÅÒÆ,Ç��ÈU©6ÉÃ4Çz
ZÊËÌÍmÎ4ïÏ�ª«¬Ï�
!& �4�� ()% XYÈ

¾¿¹ÐÒÑÒ�Ó1rEÔ4
ïÕ�ÓÖU�P4jk×�ª«¬4�
_Øù��2ÙÍ×ÏÚÛ� ÜÚÛ,

V�4ñ�.CDc1G�È êq4ïH
%ëÝ�Þß4 à¨�¡1Q�¢Uw
�Ó1¹�z!V�2ÙÈ áÍïV
�¹âã,@� !&ÛV�È [§4ª«
¬Ó�12Ù4ï1\¬(Fä[4å÷
æCrç¬4 è !&���éêëìÈ
Òí+ ïî �ïï,Õ��¼�ð«Ö
ñª«¬4òóôrcõ g !# $"

!"#$!"#$%&'()*+,-./012
3456789

!"#$%&' !"()*+,-.#./ $%&01

öö÷�4 c%øù¢�úûü
ýþ wÿ!��"�#é$H%ëþ i
%1 ) oÞ&�'(�)*¹ñ+
ÈTU,,-4�ù.ÚÛg/�®c0
1423r�� )& XYÈ

' Q !' �r¼4 �xi%�45
6¸ô-1 )(&')#(% ¹ú7�184
) oÞ&�9V�¹:;¢1r�ù
.ÚÛg�� )& XYÈ

<Ä½=>4) �Þ&�±r��
çe1?TU,,-4C�×�@@A
B4wçe�C4ïD® ! È�ù.Ú
Ûg4 ±°1 ( oÞ&�5�ZD®�
ÈÈ ïðEHóFOÓÔ,U©4Î�

�&�,bÎ�È¢{Ä½ÕGHI
® #& Y��4Ä½|î¬J�Òé#D
�ÈK4ÕÒn×é�1S ®È ,Ó
r2é�)!g4ÎÏLÎÏoMN5é

�)!gÈOP,bùO�1Þ&QHOP
RS4ÕÒoTU4ð«,vV1MN4
�ÒWtôØÈ×êC�.,W
t�oMN4,Ó�-4Xî ) tV
1�&gY�Y�4Þ&Q�±ïUI1
?Zµ5Y�Y�4 V�¹�[\]4
c%^^�v_TÈ

�ù.ÚÛgU©4V` #& Y4ab
®Ec1{MNde4 DfÒg1é4
êhU©ab®��{�g1ijkl4

m9deno®ùp4GD�qr4
�4qr®ij¢Ý4sÆ®ij1t
uvÈ,Ówxy4zâ{|�o�¼1
2Ùgè�r2Ùg�g4}÷��9

�¼12ÙgfH�{#1�~zâH
�¼12Ùg-,�2Ù�#&g4}÷��
92ÙfH�{#�1ÚÛÈr
��r��È !% &"

2$334567.89:;<=>%"0?@AB

� � � � 2018年约翰内斯堡的冬日， 站在第二个
“金色十年”的历史门槛上，回首来时、眺望前
方，更能感悟世界大潮的浩浩荡荡。

7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来到
了金砖的舞台上。

年年如期而至，今年再次赴约，而地点正
是5年前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习近平主席出
席首场国际峰会的地方———南非。

同5年前相似，国际社会对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饱含期待。5年来，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
系列精彩作为， 为世界传递了清晰的中国声
音、提供了积极的中国方案。国际社会今日的
期待， 多了一份对中国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稳健作为的笃定和期盼。

历史和未来，一路乘势前行

25日，随着时钟指针临近16时，会场里
涌进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说着不同语言，或
千里迢迢远渡重洋， 或从非洲大陆各地辗转
而至。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习近平主席在约翰
内斯堡会晤上第一次亮相。

讲话标题，鲜明亮出了中国对金砖合作
蓬勃发展的思考：“顺应时代潮流”。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金砖机制的诞生
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
产物。”

10年前，金砖机制落地之时，正是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之际。27日
举行的纪念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10周年非正
式会议上， 与会者纷纷以数据说话。“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

从习近平主席去年厦门会晤提到的两个
视角去看， 可以更好把握金砖合作的成长之
路，也更能理解它之于未来的意义。

在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维度上，
金砖合作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提升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
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 在五国各自和共同发展的维度上，金
砖合作朝着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
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的目标不
断迈进，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生
动诠释。

今天， 当金砖五国齐聚在恩古尼语中被
称为“黄金之城”的约翰内斯堡，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在‘黄金之城’ 勾画

‘金色十年’蓝图美景，再恰当不过了！”这句
话，当晚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宴会上，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原文引用， 并呼吁各方共迎第
二个“金色十年”。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
何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
作？ 如何在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谋求金砖国家自身发展？ 金砖会
晤期间的一系列讲话， 习近平主席对未来10
年的世界走向作了深邃思考和精准判断。拉
马福萨总统在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讲话，不
由感慨：“您的讲话很有前瞻性。”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的关键10年。”

这次金砖会晤，主题聚焦“第四次工业革
命”。回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曾把

“非洲的新工业化”作为议题之一。时光如梭，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速度、 它对于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催生力量，此刻，将关系未来
的抉择摆在各国面前。

各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阐释政策理
念。26日的金砖会晤大范围会议上，拉马福
萨总统强调综合利用资源成为创新者，巴
西总统特梅尔关心加强科技竞争力， 俄罗
斯总统普京陈述了促进数字经济增长的战
略，印度总理莫迪期待“成为就业的创造者
而非寻求者”。

习近平主席从经济发展模式更新的视
角， 去思考和把握这一蓬勃的时代浪潮。“潮
流来了，跟不上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我们
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要抢抓机遇， 加大
创新投入，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

“未来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
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 愈演愈烈的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作为约翰内斯堡会晤的一个画
外杂音，反而激发会场内凝聚了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主席鲜明阐述中国主张：“贸易战不可
取， 因为不会有赢家。 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
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
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维护规则的负责任立场， 面向合作的建
设性态度，在会场赢得持久掌声，也在世界范
围内激荡回响。 有外媒评价称：“我们要对贸
易战说‘不’”；也有外媒引用“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认为中国为缓解全球焦虑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要开放不要封闭， 要互利共赢不要以邻
为壑， 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中国
在国际社会面临十字路口的坚定选择， 成为
金砖国家的共同立场， 也体现出金砖国家发
展理念的彼此契合。拉马福萨总统说，金砖国
家需要加强合作，维护多边秩序，维护联合国
的中心地位，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特梅尔
总统说，金砖国家应该加强团结，共同应对当
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普京总统说，金砖国家
要团结协作，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共同

致力于维护世界经济秩序；莫迪总理说，面对
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体系面临挑战的局面，我
们要积极参与完善全球治理，弘扬多边主义，
促进自由贸易。

共同的声音，共同的决心。26日金砖国家
一致通过《约翰内斯堡宣言》，文中写道：“我
们认识到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强调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让所
有国家和民众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益处。”防止
全球经济滑向封闭陷阱，金砖国家担当重任。

“未来10年， 将是五国发展处于关键阶
段、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10年。”

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也让世界探寻
背后的成因，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了解中国。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习近平主席讲
话中蕴含着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

中国机遇， 也是金砖的机遇、 世界的机
遇。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对“中
国机遇”如数家珍。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上，中国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今年
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商机即将接
踵而至；还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应者云
集的“一带一路”，这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
作共赢之路， 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新的时代注脚。

内部和外部，探求合作之道

“伙伴”，金砖国家领导人每逢聚首畅谈，
习近平主席常会谈到这个话题。

金砖五国一路牵手走到今天，路上也不乏
荆棘风雨。 看到个别金砖国家经济数据起伏、
发展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国际上有些人惊呼

“金砖褪色”了，甚至妄言“金砖破碎”了。对此，
习近平主席坚定回应：“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
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 我们对此充满信
心。”约翰内斯堡会晤，他再次凝聚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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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新的高度……”

巴西福塔莱萨会晤期间， 在习近平主席
亲自协调推动下， 金砖五国自主创立了首个
多边金融机构，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应运而
生。习近平主席指出：“它的成立，是对既有金
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可以促进国际金
融体系更加深刻地反思、 更加主动地改革。”
历经4年时间，新开发银行地区中心建设成为
约翰内斯堡会晤的热门话题。 拉马福萨总统
说，新开发银行弥补了巨大鸿沟。习近平主席
再次强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努力把世界经
济的蛋糕做大。”

在当前世界面临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的
背景下， 有人形象地将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
会晤称之为“抱团取暖”。

“伙伴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顺境中共
襄盛举，更在于逆境时携手前行。”“不为风
雨所动，不为杂音所扰，不为困难所阻……”
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金砖会晤的经典语句，
启迪深远。今天，出席纪念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10周年非正式会议时， 习近平主席谈到了
两组金砖伙伴关系。

一组伙伴关系着眼金砖内部合作，“秉持
金砖精神，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合作共
赢，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习近平主席曾深刻
总结金砖发展10年经验的3条启示。约翰内斯
堡会晤时，习近平主席评价称，金砖合作摒弃
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 拒绝了意识形
态划线的老思维，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
的老观念， 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的一个重
要创新。

当伙伴关系遇到时代大潮， 将迸发出怎
样的活力和潜力？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中国为约翰内斯
堡会晤作出的又一份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开宗明义、 阐释内涵：“我
们将共同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创新和工业
化合作， 联手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
升级。”

在发展大势的坐标上思考新的合作之
道，中国提出的方案高瞻远瞩又切中肯綮，成
为会场共识。翻开会晤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宣
言》，明确提出：“我们高度评价建立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我们将启动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的全面运作。”拉马福萨总统对
此评价：“这一伙伴关系将通过工业化、创新、
包容增长、投资合作把第二个‘金色十年’的
蓝图转化为现实。”

一组伙伴关系牵手金砖外部合作，“拓展
‘金砖+’合作，构建广泛伙伴关系”。

金砖合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五国范畴。
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美美与共。金砖会晤

期间，同周边国家、同相关国际或地区组织对
话渐成机制。 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渴望走近金砖。 中国水到渠成提出
了“金砖+”的概念并付诸实践。

金砖合作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延续这
一创新，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再度举行“金砖
+”领导人对话会，来自非洲以及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0多位领导人济济一堂。

会场上，讨论话题的广度和深度令人感叹。
近3年前，正是在同一个会议中心，习近平

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他
的发言赢得了非洲领导人“谁是真正的朋友、
谁是真正的伙伴”的连连赞叹。而这次，对中
非关系“真实亲诚”四个字，非洲人民在奔驰
的列车、宽阔的道路、丰收的农田、温暖的房

屋……有着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乌干达总统
穆塞韦尼讲述了中国公司投资乌干达、 带动
当地发展的故事，中国的“义利观”收获了广
泛共鸣。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谈论即将举行
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都对这场盛会心
怀期待。 他们道出了共同观感：“非洲大陆正
在集中精力致力于自身发展振兴， 这次峰会
正当其时。”

拉马福萨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的总
结讲话上， 专门提到了北京峰会：“这次金砖
会晤为9月的北京峰会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
备。我们将在北京再度相聚，我们期待着去北
京同习主席会面。”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因开放包容，金砖
合作的辐射圈如水波荡漾，渐次铺展。习近平
主席在大范围会议上指出：“厦门会晤更确立
了‘金砖+’合作理念，其要义是在不断强化五
国团结协作内核，提升金砖合作向心力、凝聚
力的同时，持续扩大金砖国家‘朋友圈’，同广
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繁荣。”

言必信，行必果。就在一天后，当《约翰内
斯堡宣言》 通过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之后，习近平主席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
上向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发展中国家发出
倡议：“中方倡议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既面向金砖国家，也面向广大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把协同效应释放出来，
实现创新、联动、包容发展。”

在通过《约翰内斯堡宣言》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暨签字仪式现场，
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环节———与人类摇篮遗
址视频连线。 裹挟着泥土芬芳的镜头从约翰
内斯堡西北部实时传送到会场， 这里发现的
人类先祖化石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 推开历
史的厚重大门，倾听远古的时空回响，拉马福
萨总统说， 把握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
遇，在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实现更好
发展， 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
未来。

命运与共， 前景相连。“金砖机制自成立
之初， 就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
斯堡会晤期间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
国行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
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
有变。无论将来中国怎么发展，都永远属于
发展中国家，都会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
发展，都会继续致力于同大家发展紧密的伙
伴关系。”

这是中国向世界的承诺， 这是中国不变
的情怀与担当。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站在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历史门槛上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