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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新华社厦门 9月 5日电（记者 孙奕 许

雪毅）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厦门国际会
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
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方要加强团
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把握世界
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设广泛
的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
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
更大贡献。

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
马和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埃及总统塞西、
几内亚总统孔戴、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塔吉
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泰国总理巴育出席对
话会。各国领导人围绕“深化互利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的主题，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为主线，就“落实可持续发展议
程”、“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深入交
流，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计，达
成重要共识。

上午 10 时 10 分许，习近平宣布会议开
幕。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在领导人会晤期间，邀请其他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沟通交流，
这种对话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加强团结合作，有利于金砖机制自身发
展。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
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新的形势，我们
需要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联手营造有利发
展环境，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为世界经济增
长作出更大贡献。

一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要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引

导经济全球化实现包容、普惠的再平衡。
要加强协调，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届
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进多哈发展
回合剩余议题，并为多边贸易体制发展明
确方向。要努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
序。

二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要立足自身国情，把可
持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要发挥联合国作用，加快

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敦促发达国家信
守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要
推动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聚焦发展，增加
投入，真正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

三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把握世界经
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要勇于创新、敢
于改革，大刀阔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挖掘
发展内生动力，同时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
生。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经验交流、能力
建设合作，助力彼此经济发展。

四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建设广泛的
发 展 伙 伴 关 系 。 一 花 不 是 春 ，孤 雁 难 成
行。要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互补优势。要

利用好金砖国家、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在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南南合作，携手应
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培育联动发展链条，实
现联合自强。中方举办新兴市场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对话会，目的就在于构建伙伴网
络，建设各国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国高度重视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
取得多项早期收获。为推动国际发展合
作，中方将积极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项下提供 5 亿美元援助，帮助其他发
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公共

卫生等挑战。中方还将同各国加强发展经
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

习近平指出，今年 5 月，中国成功主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各方都认
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和方向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完全能
够加强对接，相互促进。“一带一路”是一条
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

习近平强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未来。促进国际发
展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应有
的担当。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开辟一条
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随后，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和对话会
受邀国领导人分别发言，赞赏中国作为金
砖国家主席国举办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对话会，支持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
系，希望今后继续开展这样的对话，推动南
南合作和国际发展合作。各方高度评价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积极意义。

最后，习近平对会议进行总结。他指
出，今天的会议非常成功，各国领导人达成
重要共识。各方一致强调，新形势下加强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各方一致同意高举发展旗帜，
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各方一致支持发挥联合国中心作用，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各方一致决定深化南南合
作，建设更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对话会后，中方发表主席声明，介绍会
议达成的原则共识，展示各方落实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信心和决心，发出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

对话会前，习近平同出席对话会的各
国领导人集体合影。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对话
会。

习近平同出席对话会的各国领导人集体合影。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过去十年，金砖五国对全球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五成。而今，金砖合作迎来
第二个“金色十年”。

中国企业如何抓住机遇走出去，实现
互利共赢？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的工商界“大咖”有话说。

董明珠：用技术和品牌提升品质

“在未来跨国发展中，能成为创造者
和引领者是最有价值的。”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早在 2001 年，格力就在金砖五国之一
的巴西投建了第一家海外工厂。之后，格
力又进入俄罗斯、南非、印度等其他金砖
国家市场。最近格力刚中标 2018 年俄罗
斯足球世界杯主要场馆的大型空调设备。

在董明珠看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不是简单在当地建立工厂，而是要将技术
变革和创新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企业
要努力融入当地，既为所在国人民提升生
活品质，也倒逼自己努力满足不同国家和
地域的各种需求，在竞争中真正成长起
来。

程维：把“共享经济”蛋糕做大

“我们的国际化思路是以合作为导
向。”滴滴出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维
说，我们希望把中国解决交通问题的创新
模式、技术以及资本带到国外。

在程维看来，互联网时代鲜明特点就
是共享。未来十年中国将是共享经济的
引领者，也是交通变革的中心。新经济出
海速度很快，他举例说：“我们 100 个工程
师在巴西工作半年，就帮助巴西在线出行
服务加快三四年时间，既服务了当地用
户，也帮助了当地产业升级。这让我们看
到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曹德旺：“知己知彼”抱“金砖”

“企业要想走出去，第一个要先问自
己，为什么要走出去？你准备拿什么东西
走出去？你对那个地方了解多少？这些
基本功课都要做。”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
旺说。目前企业年产 120 万套钢化和夹层
玻璃，计划在今年末达到 200 万套产能。

曹德旺认为，企业走出去，一定要“知
己知彼”才能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

9 月 3 日至 5 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
人厦门会晤成果丰硕。本次会晤提出的

“金砖＋”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
创新，拓展了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认知边
界，为深化南南合作、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力，受到各国与会
人士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金砖＋”顺应时势，带动全球发展
合作升级。

经济是金砖合作的根基。“金砖＋”
代表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之所以备受世
界瞩目，首先源于金砖国家自身发展的
成果。十年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世界
占比从 12％增加到 23％，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提升到逾 50％。而整个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016 年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 80％，是当之无
愧的增长主引擎。

整体有实力，更有先行人。中国无疑
是牵引金砖合作向前发展的火车头。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之间的一座桥梁。在不少领域，中国
已经领先全球，与会外国商界精英纷纷
表示要向中国学习。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说，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绿色
经济领域“正在领路”。印度工商联合会
执行会长达拉科蒂对新华社记者说：“我
们要从中国学习经验。”墨西哥前驻华大
使雷伊—洛佩斯说，中国经济成就有目
共睹，中国榜样力量显而易见，中国提出

“金砖＋”堪称创举。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

时代潮流。中方举办的新兴市场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发出了深化南南合
作和全球发展合作的强烈信号。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认为，中国举办新
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意义重
大。埃及总统塞西表示，金砖国家十年
合作取得了辉煌成就，“金砖＋”合作将
丰富我们关于多维度发展的观点。

“金砖＋”脚踏实地，启迪全球发展
合作实践。

这次会晤在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互
联互通等领域沉甸甸的成果清单让世界
看到金砖合作之实，含金量之高。

新兴市场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领

跑者。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代表，金
砖国家深化合作，其受益面不断扩大，既
有具体的合作项目，也包含发展经验的
交流与分享。

在中国以及金砖合作的带动下，全球
发展合作中的“智慧流向”也发生了变
化，已不再仅仅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由北向南”的流动，而且出现了越
来越多“由南向南”，甚至“由南向北”的
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厦门会晤来
自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工商代表
众多，远超以往。许多世界 500 强企业精
英明言他们前来参会不仅要“掘金”，还
要“取经”。波音公司中国区总裁庄博润

就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来这里的主要
目的是学习。”

作为本次会晤的主席国，中国将在南
南合作援助基金项下提供 5 亿美元援助，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挑战。中方还
将利用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等平台，同各国加强发展经验
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并在未来一年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4 万个来华培训名
额。中国还将加强与七十七国集团以及
联合国的合作。

“金砖＋”得道多助，光耀全球发展
合作前景。

习近平主席说，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
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

本次会晤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规划了新的蓝图，得到
广泛呼应。

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议期间说，稳定、
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是世界的共同追求，金
砖国家领导力对推动变革至关重要。金
砖国家加强在这些领域设置议程，将让世
界看到金砖合作又一个“黄金十年”。

金砖国家在合作中互尊互助、携手走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样的理念
和风格赢得外国政要由衷称赞。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重要的是，我
们这个合作机制的活动，是建立在平等、
尊重和顾及彼此的观点与共识的原则之
上。”巴西总统特梅尔说，金砖国家合作
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中国一直是第一流
的伙伴”。

“金砖＋”模式的开启，正在把全球
发展合作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

“金砖＋”带动全球发展合作进入新境界
新华社记者 刘丽娜 谢鹏 闫珺岩

敢闯·分享·共赢
——企业家谈“拥抱金砖”

走出去

新华社厦门 9 月 5 日电（记者 韩洁
王成）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 4 日在厦
门与金砖国家海关署长和代表共同签署
了《金砖国家海关合作战略框架》。

该合作文件是 4 日下午金砖国家领
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后，在金砖五
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的。

文件确定以“信息互换、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作为金砖国家海关合作原则，
并将贸易便利、安全与执法、新兴事务、
能力建设、多边框架内的立场协调等领

域列为日后合作重点，为未来金砖国家
深化海关合作指明了方向。

战略框架明确，金砖国家海关在贸易
便利方面，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
利化协定》实施等举措；在安全与执法方
面，将加强情报和信息交流、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深化风险管控合作等；在新兴事
务方面，将共同建立数字海关，实施《金
砖国家单一窗口合作框架》等，此外还将
在能力建设、国际组织机制内的立场协
调等方面加强合作。

战略框架是2016年在印度果阿金砖国
家海关署长会议上由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于
广洲提议制定的，得到各方一致赞同。

近年来中国海关主动参与金砖国家海
关合作事务。2013 年，在南非召开首届金
砖国家海关署长会议，达成中国海关倡议
的《金砖国家海关署长会议成果文件》，正
式确立了海关署长会议、工作组会议等金
砖国家海关合作机制，决定在世界海关组
织等多边框架下，召开署级或工作层面会
晤，就重大多边问题交换看法。

2016 年，五国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印
度果阿会晤期间签署了《金砖国家海关
合作委员会章程》，成为首个诞生于金
砖国家最高合作机制的海关合作成果，
并成立金砖国家海关合作委员会。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其
他金砖国家进出口额 1.15 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32.9%，高于同期我国外贸
整体增速 14.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5865.8
亿元，增长 28.7%，进口 5618.8 亿元，增长
37.7%；贸易顺差247亿元，收窄48.5%。

金砖五国在厦门签署海关合作战略框架

中欧（厦门—莫斯科）直达货运班列从厦门自贸片区海沧货场开出（4月21日摄）。
“金砖＋”模式的开启，正在把全球发展合作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