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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外長籲建國際反恐聯盟
王毅：五國應攜手打造金磚合作第二個
「金色十年」

習近平：
金磚走出相互尊重新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金磚國家外長會晤昨日在北
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金磚五
國——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
和南非外長昨日在會晤後發表新聞
公報，強烈譴責持續發生的恐怖襲
擊，重申將團結一致堅決打擊恐怖
主義，呼籲國際社會建立一個真正
廣泛的國際反恐聯盟。同時，外交
部長王毅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
中國今年接任金磚國家輪值主席，
中方願同各方共擔風雨，打造金磚
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

9 月初，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
今年晤將在福建廈門舉行。金磚國家外長

紛紛讚賞中國擔任 2017 年金磚國家主席國
的工作，重申將致力於推動以「深化金磚夥
伴關係，開闢更加光明未來」為主題的金磚
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取得圓滿成功，並歡
迎在廈門會晤期間舉辦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
中國家對話會。

倡和平解決敘利亞危機
今年金磚合作將啟動第二個十年，也是金
磚機制的「中國年」。王毅指出，金磚合作
機制成立十年來，在五國領導人有力指引
下，在五國共同呵護培育下，金磚合作從無
到有、由淺入深，已經長成一棵生機勃勃的
大樹，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磚合作
分量更重，表現為五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
總 量 的 比 重 顯 著 上 升 （ 從 12% 上 升 至
2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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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間貿易投資大幅增加，在世界銀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
語權也穩步提升。二是金磚合作成色更足，
表現為五國合作領域從經濟向政治、人文等
全面拓展，形成全範圍、寬領域、多層次的
合作架構。三是金磚合作影響更大，表現為
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國際組織中緊密協
作，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和利益，為應
對全球性挑戰貢獻金磚智慧，提出金磚方
案。
會晤中，金磚國家外長強烈譴責無論在

何地點、由何人實施、以何種形式表現的
恐怖主義，呼籲國際社會建立一個真正廣
泛的國際反恐聯盟，支持聯合國在國際反
恐合作中發揮中心協調作用；重申解決敘
利亞危機辦法的唯一出路是推進「敘人主
導、敘人所有」，維護敘利亞主權、獨立
和領土完整，符合聯合國安理會第 2254
（2015）號決議要求的包容性政治進程；
堅定支持日內瓦和談、阿斯塔納進程，歡
迎在敘利亞設立衝突降級區 ；反對任何
人、在任何情況下、出於任何目的使用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
人民大會堂集體會見來華出席金磚國家外長會晤的四國外
長。
習近平祝賀金磚國家外長會晤成功舉行，感謝金磚各國
對中國擔任金磚國家主席國的支持。習近平指出，在當前
亂變交織的國際形勢下，金磚國家面臨共同的任務，要維
護好各自國家穩定和發展，營造有利國際環境，推動國際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金磚合作是一種創
新合作，它超越了政治和軍事結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結伴
不結盟的新關係；超越了以意識形態劃線的老思維，走出
了相互尊重、共同進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輸我贏、贏者
通吃的老觀念，實踐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新理念。金
磚合作機制契合五國客觀需要，也順應了歷史大勢。
習近平續指，金磚合作機制已經走過十年，金磚國家緊
緊抓住發展這條主線，不僅造福五國人民，也給世界提供
了解決溫飽、安全等問題的治本藥方。金磚國家是利益和
命運共同體。今年開啟了金磚合作機制第二個十年，我們
要發揚「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繼續高舉發展大旗，堅定遵
循多邊主義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只要大家心往一處
想、勁往一處使，金磚合作一定會更加枝繁葉茂，迎來第
二個金色十年。

學武器。

反對保護主義 促進投資增長
此外，金磚國家外長重申支持更加均衡
的經濟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重申致力
於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構建平等、
包容、創新、活力、聯動的世界經濟；同
意加強金磚國家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
調合作，主張在聯合國等國際平台上維護
正義；支持通過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諸如
利比亞和朝鮮半島等爭端，在共識基礎上

深化結構性改革 金磚不
「褪色」
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
行長會議昨日在上海舉
行，這是今年第二次、
也是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前的最後一
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達成了系列
財金合作成果文件，並擬於金磚國家領導
人在廈門舉行會晤時提交，標誌着今年金
磚國家財金合作實現了預期目標。面對複
雜多變的外部經濟環境，金磚五國財金高
官昨日齊聚中國上海，一致承諾攜手深化
結構性改革，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回應
金磚「褪色」質疑之聲。
當前，全球經濟仍存在諸多不確定
性，金磚國家外部經濟環境更為複雜。
金磚國家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金磚褪
色論」、「金磚失速論」等負面言論日
前又起，金磚國家未來發展前景引發世
界關注。
中國財政部部長肖捷表示，「經過多年
的高速發展，金磚國家經濟正經歷新舊動
能轉換，亟須通過較深層次的結構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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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領域深化財金合作
一、推動新開發銀行取得新發展；
二、強調推動金磚國家本幣債券市場發

整，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提高勞動
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經濟發展進入新
常態的中國經濟，正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提升勞動生產率，謀求可持續的經
濟增長。經合組織（OECD）日前提交的
首份《G20 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
報告》也肯定了中國結構性改革取得的顯
著成效。

展的重要性；

優化G20財金渠道 加強多領域合作

效開展合作；

印度財政部部長助理迪內希·夏爾馬表
示，「此次會議上，各國無一例外都提出
深化結構性改革，降低實體經濟生產成
本，讓資金更好地支持製造業發展，這些
舉措無疑將引領金磚國家走出發展困境，
為金磚合作下一個十年的騰飛帶來巨大推
動力。」同時，與會各方主張將「推進結
構性改革和增強經濟韌性」明確寫入金磚
合作新共識，各國承諾優化 G20 財金渠
道，加強多領域合作，力爭形成共同聲
音。

三、建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領域合作框架；
四、推動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化佈
局；
五、同意就會計準則趨同和審計監管等
六、發展和完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
機制（CRA）；
■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昨日在上海舉行。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保羅·巴蒂
斯塔表示，雖然一些金磚國家現在的經
濟發展增速不盡如人意，但應該看到中
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速依然喜人，其他三
個國家的經濟也處於復甦階段，或有回
升跡象。

南方日報：為金磚合作夯實民意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2017 年金磚國
家運動會於17日晚在廣州隆重開
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對
運動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習
近平主席在賀信中說，中國期待
以今年 9 月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
人廈門會議為契機，推動金磚國
家人文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果，為
金磚國家合作夯實民意基礎。
《南方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體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組成
部分，金磚國家在體育領域一直
有着密切合作。舉辦金磚國家運
動會是金磚五國領導人在 2016
年印度果阿會晤上達成的重要共
識。
文章續指，中國是今年的金
磚國家輪值主席國，作為今年
金磚國家合作的重要活動，金
磚國家運動會必將成為今年金
磚國家合作的亮點，為豐富和
促進金磚國家交流合作起到積
極的推動作用。金磚國家體育

推動預防外交；譴責違反國際法、公認的
國際關係準則的單邊軍事干預和經濟制
裁。
王毅表示，金磚合作一步一個腳印，保
持旺盛生命力，關鍵在於秉持「開放、包
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今年是金
磚合作第二個十年的開局之年，中國接任
金磚國家輪值主席，願同各方一道共擔風
雨，共迎未來，開啟金磚合作第二個「金
色十年」，為世界的穩定與繁榮，為多邊
主義的健康發展擔起歷史使命。

事業發展各具特色、各有所
長，熱情奔放的巴西桑巴足
球、優雅驚艷的俄羅斯花樣游
泳、融合力與美的印度瑜伽、
博大精深的中國武術、緊張激
烈的南非英式橄欖球，展示了
各國深厚的運動和人文底蘊，
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與此
同時金磚國家高度重視體育事
業發展，積極參與國際體育事
務，是近年來奧運會、世界
盃、亞運會等一系列重大國際
賽事的舉辦地，為世界奉獻了
一次又一次體育盛宴，對國際
體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屆賽事共設籃球、排球和
武術三個大項，10 個小項，五
個國家共派出近 300 名運動員參
賽。除了開幕式極具金磚國家
傳統特色的表演，組委會還為
各國運動員、教練員安排了豐
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動。體育
是人類共通的語言，這不僅是

一次體育大會，更是一場人文
盛會，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賀信
中所寄語：「本屆運動會將為
提高運動員競技水平、普及傳
統體育項目、推動體育事業發
展、促進人民友誼發揮積極作
用」。
文章進一步指出，從 2006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首次外
長會晤至今，秉承「開放、包
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
神，從經濟貿易、衛生科技到
社會人文，金磚國家合作領域
不斷拓展，務實成果日益顯
現，走向深入勢不可擋。金磚
國家所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
發展中國家的生機活力，不僅
為世界經濟創新增長方式提供
了探索和經驗，為增進國際發
展合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提
供了借鑒，更讓人們對將於今
年 9 月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領
導人第九次會晤充滿期待。

新華社

「雖然依然面臨經濟上的一些壓力，
但是我們非常有信心。」南非財政部部
長吉加巴表示，今年南非將繼續推進結
構性的經濟改革，尤其是支持製造業發
展、加快基礎設施等領域政府投資等，
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
■新華社

七、進一步就開展貨幣互換、本幣清算
和本幣直接投資等貨幣合作，加強溝通
與協調；
八、完善國際稅收協調機制；
九、加強反洗錢和反恐融資合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韓今就雙邊關係舉行外交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韓聯社報道，韓國外交部
官員昨日表示，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長）林聖男今
日在北京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舉行第八次中韓外交
高級別戰略對話。
韓國外交部官員表示，這是文在寅政府成立後中韓兩國
進行的首次戰略對話，雙方將討論中韓關係和朝鮮半島局
勢、地區和國際問題，為中韓兩國首腦在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上會面奠基。據悉，G20 峰會將於下月 7 至
8日在德國漢堡舉行。
韓媒分析，林聖男有可能談及「薩德」問題。去年 7

月，在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後，中國拒絕
同韓國進行一切有關政治局勢、地區和國際問題的高級別
對話，以示抗議。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今日在北京與韓國外交部
第一次官林聖男舉行第八次中韓外交部門高級別戰略對話。
他指出，當前中韓關係處於重要時期，雙方將利用此次戰略
對話，就中韓關係和朝鮮半島局勢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
見。中方希望此次對話能夠為中韓雙方加強溝通、增進互
信，推動妥善解決分歧和促進雙邊關係改善發揮積極作用。

中國提早兌現氣候大會減排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道）國務院參事
室原副主任方寧日前透露，中國提前兌現了哥本哈根世界
氣候大會減排承諾。
作為 2017 生態文明貴陽國際研討會的九個專題研討會
之一，「全球氣候治理與中國綠色低碳發展」專題研討會
日前在貴陽召開。方寧在會上指出，到去年底，中國單位
GDP 二氧化碳強度比 2005 年下降了 42%，意味着提前兌
現了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所作的減排承諾。據悉，中國

當時的承諾是，到 2020 年，單位 GDP 二氧化碳強度比
2005年下降40%到45%。
方寧續指，目前，中國已經制定了生態文明戰略，提
出要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共享發展，並全面推進政策
落實，切實保證中國自主貢獻目標的實現。中國轉換發
展動力，轉變增長方式，進一步加大節能降碳政策和措
施，有效控制了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為實
現二氧化碳排放早日達峰創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