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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领导人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会晤2017年9月3日-5日

9月 3日至 5日，金砖国家领导
人厦门会晤成功举行。

金砖五国领导人会晤，10个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对话，全
球约1000名工商界人士聚首，习近平
主席多次发表讲话……共识在沟通
中凝聚，方向在擘画中清晰。

金砖巨轮从厦门再出发，乘风
破浪，扬帆远航，必将迎来发展繁荣
的光明未来。

迈上新起点，标注新航向

“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金砖合
作从厦门再次扬帆远航，开启第二个

‘金色十年’的大门，使金砖合作造福
我们五国人民，惠及各国人民！”

4日上午，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凤
凰厅，金砖五国领导人围坐在圆形
会议桌旁，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
回顾合作历程，勾画未来蓝图。

——这是金砖发展史上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会晤。

10年来，金砖合作从无到有，由
浅入深，五国经济总量增长 179%，
贸易总额增长 94%，城镇化人口增
长28%，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
动全球秩序变革、维护国际和平稳
定的关键力量。

金砖国家用一份亮丽的成绩
单，有力回击了“褪色论”“空心论”
等无端质疑。

——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
人文合作；

——倡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
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
共济，共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习近平主席的精辟阐述，得到
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同，在世界范围
引发强烈回响。

面向第二个十年，金砖合作将
继续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致力于推进经济务实合作”
“致力于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致力
于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
向发展”“致力于促进人文民间交
流”……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致力
于”，为金砖合作的未来，指明航向。

——这是金砖国家凝聚新共
识、开创新局面的重要宣誓。

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进相
互合作，是金砖国家面临的重大战
略任务。

面向下一个十年，经济务实合
作前景广阔。

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加强财金
合作，促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
络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推动
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会晤发表
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涉
及70余项共识，合作设想着眼机制
化、实心化，含金量进一步提升。

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
方将设立首期 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
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用于加
强经贸等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
作。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
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
长远发展。

面向下一个十年，发展战略对
接事关全局。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在
大局上谋划、关键处落子，本着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寻找发展政策
和优先领域的契合点，继续向贸易
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
设施大联通目标迈进。

——这是金砖伙伴同心同向、
蓄势待发的崭新起点。

“只有深耕厚植，友谊和合作之
树才能枝繁叶茂。加强我们五国人
文交流，让伙伴关系理念扎根人民
心中，是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工
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使金砖合
作永葆活力。”习近平主席说。

从举行运动会、电影节、文化节，
到举办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今年以
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金砖国
家人民心贴得更近、手拉得更紧。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说：“这是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
一次会晤，金砖国家更加紧密连接
在一起。”

倡导新理念，凝聚新力量

金砖国家从来不是封闭的俱乐
部。从 2010 年南非加入，到 2013
年起金砖国家领导人每年同地区
国家领导人举行对话会，金砖国家
的历史脉动始终与广大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密联
系在一起。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
们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促
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汇聚各国
集体力量，联手应对风险挑战。我
们应该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
范围，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
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
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

推动“金砖+”，既扩大了金砖国
家的“朋友圈”，更拓展了金砖国家
的“辐射圈”。

厦门会晤期间，前不久发出的
厦门至莫斯科的中欧班列正行驶在
欧亚大陆上，上万公里的路程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连接起来，辐射沿线发展中国家。

推动“金砖+”，既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抱团取暖”，更可为世界经济
增长“雪中送炭”。

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合作平台，金砖合作的
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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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
预计，在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带动
下，2017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将超过四分之三。未来
4年，非洲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第二快
的地区。

推动“金砖+”，既稳固了南南合
作的大平台，更搭建起南北合作的
新桥梁。

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下提
供 5亿美元的援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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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一年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 4 万个来华培训
名额……中国宣布一系列举措推进
南南合作。

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中
心主任王磊认为，“金砖+”模式既加
强了内部战略伙伴关系，又打造了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仅是发展中
国家间合作的平台，也将成为全球
多极化合作的崭新平台。

把握新机遇，勾画新图景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
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达到

51.7%，总体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央银行上调第三
季度经济增长预测至 1.7%～2.2%，
巴西经济今年连续两个季度正增
长……

当世界经济深陷国际金融危机
泥潭、举步维艰之时，金砖国家是引
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
建设这个世界？在增长贡献之外，
国际社会更加渴求中国和其他新兴
市场国家提供破解之道。

面临新挑战的世界经济，迫切
需要推进结构转型，提高金融机构
防范和应对风险能力，深化国际合
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这是以自身实践为完善全球治
理开辟的崭新征程——

“我们应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实
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
国人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发出推进经济
全球化的坚定声音。

中国接任金砖主席国以来，陆
续就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投资
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达成
多个协议，以实际行动为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表率。

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金砖国
家延伸至更多国家和地区，世界经
济体系的发展走向正在发生影响深
远的巨变。

这是以使命担当为推动国际体
系变革踏出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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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主席的论断鲜明有力。

从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
中国家搭上自身发展的快车、便车，
到G20机制中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
阵营，中国始终致力于变革全球治
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增
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
言权。

以厦门会晤为新的起点，展望
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国家务实
合作一定会创造一个个成功故事，
更好造福五国人民，为世界发展和
人类进步贡献更多正能量。

（据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

潮起鹭岛 风正帆悬
——写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闭幕之际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 月 3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根据
2017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
报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巴西、印
度、南非4个金砖国家在河南投资
企业16家，投资额达1.8亿美元，注
册资金1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生产及研发、进出口贸
易、房地产、旅游等领域。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分国别
对这四个国家在河南的投资情况
进行了介绍。

俄罗斯在河南投资企业 7家，
投资额 1333 万美元，注册资金
820万美元，较大企业如河南格罗
普 斯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额
1000万美元。印度在河南投资企
业4家，投资额4600万美元，注册
资金3817万美元。巴西在河南投
资企业 4 家，投资额 10286 万美
元，注册资金 4577 万美元。南非
在河南投资企业1家，为郑州中南
置业有限公司，投资额 1812 万美
元。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我们生产
的头巾、打底小帽、服装等深受印度、
俄罗斯市场欢迎，今年以来的销量差
不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9月3
日，漯河太思米亚穆斯林服饰有限公
司总经理郭澍涛兴奋地告诉记者。

去年 3月，抢抓“一带一路”建
设的发展机遇，太思米亚公司与印
度客户建立了贸易往来，产品由开
始的一两个单品，逐步增加到20多
个。通过阿里巴巴的英文销售平
台，公司开始为印度客户来样定制

产品，贸易出口量不断增加。
去年10月，太思米亚公司以达

吉斯坦为桥头堡，打开了俄罗斯市
场，目前公司产品在俄罗斯、乌兹别
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销量都呈稳
步上升态势。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消
息让郭澍涛激动不已。“金砖国家的
市场非常大，我们会采用‘互联网+
服装’经营模式，充分挖掘市场，进
一步打响我们的品牌！”郭澍涛信心
满满。③5

金砖国家在豫投资16家企业

漯河服饰品牌叫响俄印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
龙 通讯员 刘岳纳）9月 4日，位于
洛阳市高新区的洛阳百克特摩擦
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里，一批
新型钢丝绳无损检测仪通过测试，
顺利下线。

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洛阳企
业，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核心产
品摩擦衬垫占领了国内进口提升
机配套衬垫近70%的市场，配套产
品钢丝绳、油脂等也在行业内积聚
了良好的口碑，特别是钢丝绳无损
检测在国内具有领军地位。

公司总经理张家旖介绍说，“百
克特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与全球

钢丝绳无损检测领先企业俄罗斯因
特龙公司开展合作有很大的关系。”

俄罗斯因特龙公司一直致力
于工业无损检测和测量。1991年，
他们正式推出了钢丝绳无损检测项
目。2007年，双方开始合作。中方
派出人员到俄罗斯因特龙公司考
察，确定将钢丝绳无损检测技术引
入国内。4年后，双方开始进行以单
个项目为基础的联合研发，并且双
方共享新研发产品的知识产权。

截至目前，洛阳百克特钢丝绳
无损检测被广泛应用于矿山机械、
桥梁及其他大型项目的钢丝绳设
备检测。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郑伟伟 李绪苗）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建立以来，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同金砖国家之间经贸往来日
益频繁，合作领域持续扩大。9月5
日，该公司外贸科长颜巧灵介绍，
过去5年，多氟多公司同金砖国家
的贸易总量达1.16亿美元。

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是世
界上电解铝的主要产地，年产能合计
850多万吨。而多氟多公司生产的
冰晶石和无水氟化铝，是电解铝冶炼

的助熔剂。2016年，多氟多公司与
四国贸易额达1126万美元，冰晶石
已连续15年全国出口量第一，氟化
铝已连续10年全国出口量第一。

“俄罗斯和印度是未来电解铝
产能增加的集中地，公司期待与两
国开展进一步的合作。”颜巧灵说，
公司将充分利用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积极拓展进出口业务
和寻求更多的投资合作机会，预计
公司与金砖国家的年贸易额将突破
3500万美元。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娟）9月 4日，在乐凯华光印刷科
技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有
序地忙碌着，多种印刷版材从这里
运往世界各地。

“2003年我们的产品开始销往
印度、巴西，当年的出口额仅有45
万美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深
入合作，特别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正式启动以来，我们的出口额逐年
增长，2016年对金砖国家出口额超
过千万美元，出口产品以版材为
主。”谈到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乐凯
华光国际贸易部总经理王智说。
据了解，乐凯华光今年 1至 8月份

对金砖国家贸易出口额达到 680
万美元，其中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出
口 额 分 别 达 到 286.3 万 美 元 和
240.7万美元。

贸易合作也加深了乐凯华光
与金砖国家的友谊。今年年初，乐
凯华光受印度经销商的邀请到新
德里印刷厂、制版中心等地走访，
了解当地市场和用户反馈意见。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
召开，让我们看到了与金砖国家合
作的空间和潜力，也更坚定了我们
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印刷系统服务
商的信心和决心。”乐凯华光印刷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涛说。③6

中俄联合研发
钢丝绳无损检测技术

多氟多产品畅销金砖国家

印刷版材受金砖国家青睐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
员 王永乐）“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粘胶长丝，最细可以达20
旦（旦是纤维细度的衡量单位），纤
维细度是头发丝的三分之一，同时
没有接头、次品少、透气性强，能够
替代传统的蚕丝，是制作印度传统
服饰纱丽的优质原料，所以在印度
很受欢迎。”来自印度的Rayontex
纱线交易商公司负责人，提起新乡
化纤便赞不绝口。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粘胶长丝由于质优价廉深受印度公
司欢迎，去年出口到印度3300吨，
约占印度该产品市场的52%，贸易
额达2033万美元。“可以说，印度过
半纱丽原料都采用了新乡化纤的产

品！”9月4日，新乡化纤外销处副处
长啜李榕自豪地告诉记者。

2003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广交会）上，来自印度古吉拉
特邦苏拉特的一个贸易公司希望
从中国找到一家公司为其生产40
旦的长丝。新乡化纤负责人得知
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公司开拓海
外市场的良机，当即接下了订单，
并带领团队经过一年多时间研发
出了成熟产品。

目前，新乡化纤的产品质量已
被国内外客商全面认可。新乡化
纤在与印度两家公司建立长期稳
定贸易往来的同时，又迅速打开了
东南亚、欧洲、南美洲等市场，且销
量都呈稳步上升态势。③5

印度过半纱丽原料来自新乡

9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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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
员 刘宏冰 杨明）9月 4日，位于固
始县三河尖镇周郢村的三河尖柳
制品公司内一派繁忙景象。院子
里 4辆集装箱货柜车装满价值 20
万美元的柳编制品，正准备开往南
京转海运出口到俄罗斯。

固始是中国柳编之乡、中国三
大柳编出口基地之一。2016 年，
固始县柳编出口企业已达 54家，
出口竹木草柳编类产品2300余万
美元。

“以往固始柳编产品90%都销
到了西欧、北美，自2009年金砖国
家峰会以后，来自俄罗斯的订单慢
慢多了起来。”固始柳编商会会长
姚瑞坤介绍说，“据统计，2016年固

始柳编制品出口俄罗斯共15批次
近 100万美元。今年前 8个月，已
出口俄罗斯10批次近60万美元。”

以往固始柳编出口主要通过
参加广交会等国际会展活动获取
订单，如今柳编企业纷纷开通了电
商平台，做起了跨境电商业务，实
现了“线上线下”一体销售。

三河尖镇党委书记梁玉峰告诉
记者，柳编一直是该镇的支柱产业，
全镇已有柳编加工企业76家，柳编
专业户 2000余户，从业人员近万
人，年产柳编制品 500万套（件），
当地三分之二的百姓通过柳编产
业脱贫致富，今年底又将有近500
户 1400余贫困人口通过柳编产业
的带动而脱贫。③6

固始柳编“掘金”俄罗斯

连线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