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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9月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4日在厦门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
会并发表讲话，巴西总统特梅尔、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
南非总统祖马共同出席。

在听取工商理事会、新开发银
行代表汇报两个机构工作情况后，
习近平指出，工商理事会、新开发
银行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
感到十分高兴。工商理事会在电
子商务、技能发展、标准制定、数字
经济经验分享等领域开展了大量
工作，收到良好成效。新开发银行
稳步推进新项目实施，非洲区域中
心新近开业，总部大楼已经奠基，
业务运营和机制建设不断迈出新
步伐。当前，金砖国家加强务实经
济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重要性和
紧迫性都在上升。工商理事会和
新开发银行取得这些成绩，展示了
金砖合作的活力和潜力。我对两
个机构的工作表示祝贺。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领导人
在会晤中一致同意打造下一个“金
色十年”，将金砖合作推向新的高
度。希望工商理事会和新开发银
行把握契机，奋发有为，实现更大
发展。

一是促进金砖国家互利共赢。
要发挥各自优势，带领工商界和金
融界，将领导人共识转化为具体行
动，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拉紧利益纽带，实现共同发展。

二是助力金砖国家经济发
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潮流，敢于先行先试，为金
砖国家经济发展闯出一片天地，注
入新的动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

大势，同其他国家的企业深化合
作，带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普遍发展。

三是推动金砖国家民心相通。
在推进务实合作的过程中，既要追
求经济利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让
金砖合作造福人民，筑牢民意基础。

习近平最后指出，在金砖合作
新的 10年开启之际，祝愿工商理
事会和新开发银行勠力同心，为金
砖合作的美好明天作出新贡献。

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发言
中，也高度肯定工商理事会、新开
发银行所做工作，表示相信两个机
构将为加强金砖合作、促进金砖国
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金砖国家各国工商理事
会代表向本国领导人递交理事会
年度报告。

对话会后，金砖国家领导人见
证了《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行动纲
领》、《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
划》、《金砖国家海关合作战略框
架》、《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与新开
发银行关于开展战略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4个合作文件的签署。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理事及
工商界代表、新开发银行行长等约
300人出席对话会。

同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出
席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
化图片展。习近平和其他金砖国
家领导人在各国印章柱上按下印
章，对面屏幕上同时显示出金砖国
家中文国名篆刻印文，共同启动文
化节开幕式。随后，五国领导人共
同参观金砖国家文化图片展，并观
看金砖国家首部合拍影片《时间去
哪儿了》片花。

连线中原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
并出席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西峡与圣彼得堡，相距万里，
却因为一种“中国味道”有了密切
的经贸往来。作为我省大宗出口
农产品，西峡香菇通过我省与金砖
国家的贸易金桥，走向世界。

9月 4日，在西峡县家家宝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将
香菇、腐竹、木耳等产品分拣、包
装，这些产品将通过宁西铁路运往
霍尔果斯口岸，再转运至俄罗斯圣
彼得堡的批发市场。

“过去我们的产品走海运，一
次运送周期需要 38天，现在随着
我国搭建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通过
陆运、空运等方式，运送周期可缩
短为 15天，大大降低了成本。”家
家宝公司总经理晋东亮感慨，企业
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国家政策带来
的福利，近 3年来，每年家家宝出
口俄罗斯的食用菌贸易额都在

4000万美元左右，在同类商品中
占俄罗斯市场份额的65%。

家家宝公司是西峡香菇出口
贸易的一个缩影。西峡香菇“基地
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工厂化生产”
的生产模式和完善的质量安全标
准化体系、农业投入品控制体系、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在业界享有盛
誉。在2016年中国食用菌行业博
览会上，来自俄罗斯康德尔公司的
客商代表娜塔丽娅说，西峡香菇早
已被俄罗斯人民默认为免检产品，
她相信未来双方的合作空间更大、
前景更加广阔。

在西峡，目前从事香菇出口的
企业已达65家，2016年出口货值
达 6.6亿美元，香菇产业已成为西
峡百姓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将
为我们带来更多对外交流合作的
机会，我们会不断推进产品的创新
和升级，通过电子商务等销售平台
让更多国家品尝‘中国味道’。”晋
东亮对未来充满信心。③5

西峡香菇：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整个

世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世

界会更好。”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对世界

的未来和金砖国家的发展大势充满信

心，明确提出了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

个“金色十年”的四个方面构想，为金砖

合作开启新航程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

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深化金砖合

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决心。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的时代，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

又感到困惑。如何把握世界的未来？

关键要观大势。100多年来全人类的

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同时世界

和平与发展之路还很长，前行不会一

路坦途。放眼今日全球，一方面，世界

经济重新恢复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改革创新潮

流奔腾向前。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尚

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经

济全球化遭遇更多不确定性，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面对大势、面对现实，我们

既要有充足信心，又要有责任担当，让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

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金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

发动机，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

无论是过去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50%，还是为构建国际金融安全

网作出有益探索，都是有力的证明。

现在，有人看到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出现起伏，

就断言“金砖失色、褪色”，显然是只看

眼前不看长远、只看一面不看全面。

毋庸讳言，受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金砖

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

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宣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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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继续深

化金砖合作，世界必定就会有所不同。

让世界因金砖合作有所不同，关

键就是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

色十年”。习近平主席就此明确提出

了四个方面构想：第一，深化金砖合

作，助推五国经济增加动力；第二，勇

担金砖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第

三，发挥金砖作用，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第四，拓展金砖影响，构建广泛伙

伴关系。这四个方面构想，既涉及金

砖自身发展经济、加强合作的重要任

务，又涉及金砖对世界和平发展所承

担的责任使命，是让金砖国家第二个

“金色十年”更富活力的必由之路，也

是让世界经济因金砖合作更有动力的

重要方面。

从金砖合作情况看，金砖国家经

济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

阶段。跨越这一阶段，就要“深化金砖

合作”，紧紧围绕经济合作这条主线，

推动各领域合作机制化、实心化，不断

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从金砖承担责

任情况看，金砖国家是世界和平的维

护者、国际安全秩序的建设者。“勇担

金砖责任”，就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重

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汇聚金砖合

力。从金砖发挥作用情况看，对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要齐心协力

拿出解决方案。“发挥金砖作用”，就要

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推动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维护和促进

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从金砖影响情况看，金砖是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合作平台，承载着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的期望。“拓展金砖影响”，就要发挥自

身优势和影响力，扩大金砖合作的辐

射和受益范围，构建广泛伙伴关系。

白鹭岛上话金砖，凤凰木下又十

年。金砖合作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

节点上，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想，

全力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引领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担风雨、

凝聚合力，金砖国家一定能迎来更富

活力的第二个“金色十年”，世界一定

会因金砖合作而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让世界因金砖合作有所不同
——二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

据新华社厦门9月4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4日在厦
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宴会，欢迎金砖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及配偶、嘉宾。

晚6时25分许，金砖国家和新兴
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受邀
国领导人及配偶相继抵达。习近平
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一握手，互致问

候。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领导人
及配偶在巨幅水墨画“世界文化遗产
鼓浪屿”前合影留念。

宴会厅内，灯光璀璨，高朋满
座。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和彭
丽媛同贵宾们共同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位领导人和
嘉宾的到来。习近平指出，厦门是一

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
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
市，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创新发
展的热土。今天，金砖国家和新兴市
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受邀国
领导人相聚厦门、共商合作，将为这
座魅力之城留下新的佳话。

习近平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有伟大、勤劳、智慧的人民；

有摆脱贫困落后，过上幸福生活的美
好憧憬；有获得公平正义，享有和平
与发展的不懈追求。虽然我们相距
千里，共同的梦想和追求让我们成为
好朋友、好伙伴。对于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我们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守望相助、携手同
行，就能够创造更多“黄土变成金”的
发展奇迹，让我们的民众都过上丰衣
足食的好日子。

习近平强调，今天，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成功举行，成果丰硕。
明天，我们还将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共商国际发展合
作大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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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
们前往闽南大戏院，观看以《扬帆未
来》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晚会在青年演员们的舞蹈中拉
开帷幕。钢琴和弦乐四重奏共同演
绎一曲《大海啊，故乡》，表达人们对
故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热爱。展示
福建沿海欢乐丰收渔村场景的舞蹈
《惠女风情》洋溢着喜悦。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压脚鼓击打出欢快独特
的节奏和声乐。咏叹调《今夜无人
入睡》唱出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和
追求。晚会在歌曲《扬帆未来》的优
美旋律中落幕。晚会由《海·风》、
《海·天》、《海·韵》、《海·潮》、《海·梦》
5个篇章组成，巧妙的构思，梦幻的光
影，精彩的演出，奉上一场视听盛宴，
赢得阵阵掌声。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及配偶、嘉宾

携手同行 共创发展奇迹

9月4日晚，“扬帆未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文艺晚会在厦门举
行。图为演员在表演《海·风》。 新华社发

全省“检察之星”候选人事迹展播⑦

让童话和法律“美丽牵手”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黄庆华 李浩明

她从事着与孩子打交道的工作，
却经常冷落自己的女儿。她推出的

“桂芳童话”儿童自护教育模式，改变
以往灌输式法制教育，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赞誉。她不遗余力地挽救每一个
迷途的羔羊，让法律充满了温情。

她就是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
院未检科科长刘桂芳。从事检察工作
12年，刘桂芳先后在办公室、公诉科及
未检科工作。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以来，她大胆创新，推出的一系列新举
措新机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刘
桂芳先后荣获“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标
兵”“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优秀法制宣讲员”“平顶山市
五一劳动奖章”“平顶山市新长征突击
手标兵”等多项殊荣。

童话，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法律是规范，童话是文学。在一

般人看来，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刘
桂芳却让两者美丽牵手，绽放出鲜艳
夺目的花朵。

2015年春天，刘桂芳在一所小学
普法时发现，课件中几张童话图片和
故事格外吸引孩子们的目光。课后，
刘桂芳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将冰冷
的法律条文与精彩的童话故事结合，
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孩子们带去不一样
的自护教育课？”

刘桂芳和她的团队就开始“加工”
普法课程，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童话人
物成为儿童自护教育课程的主人公。
首次上童话课，孩子们眼睛睁得大大
的：灰姑娘为什么不能太晚回家、白雪
公主为什么不能吃陌生人的食物……

刘桂芳改写了更多的童话故事，形

成了“校园安全”“家庭安全”“社会安全”
“假期安全”系列宣讲课程，孩子们把刘
桂芳的课程亲切地称呼为“桂芳童话”。

2016年 8月，平顶山市两级检察
院、市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桂芳童话”系
列法制微电影《白雪公主和黑丫丫》，刘
桂芳出演了“桂芳检察官”。这部全国首
个童话体裁法制微电影在互联网上一经
推出，就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普遍喜爱。

2016 年，刘桂芳和她的“桂芳童
话”课件入选最高检和教育部联合开
展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刘桂
芳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的亲切接见，并被最高检通报表扬。

帮教，让社会关爱失足少年

对于小孩子，可以通过讲童话等方

式，教育他们远离犯罪、避免伤害。对
那些已经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该
怎么办？“开展涉案未成年人帮教，必须
整合社会各方的力量。”刘桂芳说。

在她的建议下，湛河区检察院在全
省推出首个涉案未成年人“1+5”立体
式帮教体系，采取“中心加基地”的工作
模式，即在该院设立“未成年人立体式
帮教中心”，同时与高等院校、爱心企
业、技能培训机构、社区矫正部门、公益
组织等单位联合，共建“观察保护、心理
疏导、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爱心公益”5
种职能不同的帮扶教育基地，为辖区所
有“三失管”（失学、失业、失管）涉案未
成年人提供多层次的帮扶教育。

截至目前，该体系共帮扶教育17
名涉罪未成年人、5名未成年被害人、3

名附条件考察的未成年在校学生和2
名临界年龄涉案未成年人。该项工作
得到了上级充分肯定，被省检察院命
名为“全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帮扶教
育基地”，并被推荐为全省参考样板。

创新，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对于检察机关做轻缓处理的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刘桂芳创造性地推出

“不起诉宣布会”，让孩子与监护人、老
师、公安人员、辩护人等坐在一起，听
取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及理由，共同
帮助他们敬畏法律、改过自新。

对涉案的每一个孩子，刘桂芳会

“自添麻烦”，给他们手书“检察官寄
语”，不仅告诉这些孩子为什么犯罪，
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还告诫他以后
怎么做，未来的路在哪里，融情理法为
一体的“检察官寄语”成为“寄”往孩子
心灵深处爱的种子。

为解决办案中未成年人的法定代
理人等不能到场的问题，刘桂芳建立
了由人大代表、社区干部、律师、教师
等人员组成的“合适成年人资源库”。
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承办人可以
指定合适成年人到场。目前，已有25
人被聘请为该院合适成年人，并与公
安、法院实现了资源共享。

刘桂芳的创新还有很多，每一项
创新都包含着她对检察事业浓浓的深
情。“看到一个个涉罪孩子稚嫩的面
孔，听着他们童真的语言，望着一个个
家长的无奈，我特别地心酸，总觉得自
己做得还不够。”她说。

——记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刘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