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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論壇今開幕 習近平發表演講
獻策金磚合作 全球逾千業界精英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蘇榕

蓉、蔣煌基 廈門報道）作為金磚國家領

導人廈門會晤的首場重大活動，迄今規

模最大的一次金磚國家工商論壇將於今

日下午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

席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回顧金

磚國家10年歷程，總結金磚合作經驗，

展望未來發展前景。巴西、南非、埃

及、幾內亞等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

也將出席開幕式，發表演講或參與議題

討論。據了解，參會工商界代表達到

1,069人，中方外方各佔一半。除金磚五

國外，美國、英國、德國、

法國等國家的相關企業也將

參加活動。

金磚國家工商論壇是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
重要配套活動，自2010年起舉辦，旨在促

進金磚國家工商界對話磋商、深化經貿合作、表
達新興國家工商界聲音。本屆論壇組委會主任、
中國貿促會會長姜增偉昨日介紹說，本次論壇主
題為「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闢更加光明未
來」，聚焦「貿易與投資」、「金融合作與發
展」、「互聯互通」、「藍色經濟」四個主題，
提出政策建議和合作倡議。

反保護主義成看點
以貿易投資為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
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
頭，這一世界經濟增長的傳統引擎陷入低迷。與
此同時，金磚國家自身經濟發展也面臨挑戰，如
何提振國際貿易與投資，推動世界經濟穩步增
長，是金磚國家乃至全球工商界共同關心的問
題。
在此背景下，貿易投資便利化、服務貿易、電
子商務等問題料將受到各方關注。此外，與會國
家工商界能否共同發聲，倡導建設開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反對貿易和投
資保護主義，亦將成為一大看點。
「金磚國家實際上是推動經濟全球化，消除逆
全球化負面影響的重要力量。」中國國際問題研
究院研究員郭憲綱表示，金磚國家在全球化過程
中順應歷史趨勢，發展自身經濟，如今其經濟增
速總體已高於西方發達國家，這種趨勢還將繼續
下去。

推動貨幣金融流通
在「金融合作與發展」方面，姜增偉介紹，論
壇將圍繞推動金磚國家貨幣金融大流通，深入探
討如何進一步發揮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
備安排的作用；如何加強金磚國家企業在貿易投
資中的金融合作；如何增強商業銀行、政策性銀
行和主權財富基金在金磚合作中的作用等。
關於「互聯互通」，姜增偉指論壇將着眼於金
磚國家之間的發展戰略大對接、基礎設施大聯通
和商務人員大交流，就擴大工商界與政府對話，
加強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推進金磚國家之間以
及與周邊國家在航空、鐵路、能源、信息、電子
商務、新經濟等領域的互聯互通，密切商務人員
往來等進行充分探討。
對於「藍色經濟」，論壇將圍繞推動海洋科技
向創新引領型發展、海洋開發方式向循環利用型
轉變，深入探討新技術在海洋資源開發中的應
用，加強港口基礎設施建設，油氣、航運、鋼
鐵、能源化工等行業企業在藍色經濟領域的經驗
做法、發展戰略、合作機會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何德
花、蔣煌基廈門報道）金磚國家領導人
第九次會晤新聞中心昨日在廈門正式啟
用。峰會吸引8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3,000
多名記者聚焦採訪報道。在昨午舉行的
首場新聞發佈會上，記者長槍短炮齊上
陣，究竟境外媒體記者如何看金磚廈門
會晤？

中印領導人對話受期待
來自印度Republic TV的Kaul Raj Ad-

itya說，是次印度代表團逾50人與會，上
屆金磚峰會是去年在印度果阿舉行，當
時的議題都是諸如氣候變化、可持續發
展目標、打擊恐怖主義等問題。隨着更
多設想與計劃在本次會晤期間提出，相
信會取得更多成果，不僅在貿易合作、

交通安全等方面。對於中印
關係，Kaul Raj Aditya也很
關注。他說：「中印關係非
常重要，因為我們是鄰居，
期待印度總理莫迪和習近平
主席之間對話，能夠促進雙
方雙邊關係進一步發展。」
美籍記者Simon Matthew

亦興奮地表示，這是他第一
次來到廈門，廈門是一個美
麗的海濱城市。他關注的是
本次會晤「金磚+」的話
題，金磚開放合作模式會發生什麼新的
改變？這些改變包括這種變革的力量，
是否發出更多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同
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去年一共批准
了7個項目，總額達到15億美元，他關

注今年更多的資金將會資助哪些類型。
Simon Matthew說，除了這些，他亦會關
注金磚國家如何應對挑戰，期待在金磚
模式下聽到不同的聲音，在大框架下解
決具體的經貿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逾3000記者聚焦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六集大型政論專題片《大國外
交》昨日播出第六集《美美與共》，
本集聚焦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舞台上
的領袖風采和氣質魅力，圍繞友情外
交、體育外交、文化外交等主題，講
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外交往中
的眾多佳話，展現黨的十八大以來，
在元首外交的有力引領下，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呈現出新的風格和氣派，中
國的「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不斷提
升，中國開放、包容、自信的負責任
大國形象日益鮮明。
本集政論片將習近平主席出訪的一些
經典片段濃縮在40分鐘，重點展現了習

近平主席「以心相交」的友情外交新模
式，在走親戚、拉家常的輕鬆氛圍裡
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而這種帶有
「家」的味道的外交方式又讓人感受
到中國領導人的人格魅力，也創造了
不少外交佳話。

禮遇長者友人 體現重情重義
無論是與俄羅斯老兵的親切握手、

還是對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的細緻體
貼；無論是完成13年夙願，赴澳洲看
望已故塔斯馬尼亞州州長的家人，還
是為恰逢博鰲亞洲論壇時期過生日的
芬蘭總統夫人準備生日蛋糕；無論是
對30年老友德沃切克一家的親切會

見，還是與捷克總統澤曼漫步莊園時
的溫和細談，無處不體現出習近平主
席重情重義的中華民族優秀品格，對
長者、友人的尊重與禮遇。
正如外交部部長助理秦剛所說，國

之交在於民相親，在習主席身上充分
體現了中華民族重情義的特質，這並
不因其當選了國家主席而改變，「他
願意同世界各國的普通的各界百姓交
朋友，也善於跟他們溝通交流。」
被英國每日電訊評價為「習式外

交」的友情外交新模式，日益成為
中國外交的一道靚麗風景，讓人們
感受到的是習近平的自信、睿智和
真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美國
《華爾街日報》報道，當地時間9月1日，美國
官員證實，美軍首次制定了關於在南海「航行自
由」行動計劃表，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每月將執行
大約兩到三次「航行自由」行動。國際資政智庫
主任王首偉表示，美國的所謂「航行自由」計
劃，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中國法律，更會增加美軍
在南海活動頻率和對中國抵近偵查次數，嚴重威
脅到中國領土主權與國家安全，中國軍隊會堅決
捍衛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這樣會使中美南海較
量不斷加劇，引發南海局勢不斷升級。
報道稱，除了在中國主張擁有主權的島嶼周
圍增加美艦艇派遣頻率外，還將增加軍用飛機
在周邊空域的飛行以強化該行動。在整個奧巴
馬政府期間，美軍進行了四次所謂「自由航
行」。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已進行了三次。

第三次發生在8月10日，美國海軍驅逐艦「麥
凱恩」號進入了美濟礁12海里。

料無法造成根本性影響
王首偉說，美軍制定南海「航行自由」計劃
表，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中國法律，公然挑釁中國
與東盟制定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是對於二戰以
來國際秩序的嚴重破壞。不僅嚴重損害了中國主
權和安全，而且對南海國際航運通道的安全與暢
通構成嚴重威脅，破壞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學者孫

成昊指出，相比奧巴馬時期，由於中國與東盟
國家的關係不斷發展，美國採取的「航行自由
宣示行動」很大程度上已經無法對地區態勢造
成根本性影響，但仍需警惕特朗普政府在南海
政策上進一步走向強硬的可能。

《大國外交》第六集：
習式外交剛柔並濟

美軍強訂南海巡邏計劃表
華學者：嚴重違反國際法

香港文匯報訊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NDB）總部大樓開工儀式昨日在上海
世博園舉行。據中新社報道，該大樓預
計於2021年9月前完工並交付使用，屆
時黃浦江沿岸將再添一地標性建築。
該銀行總部大樓位於上海浦東世博園A

片區，佔地面積1.2萬平方米，總建築面

積12.6萬平方米，建築高度150米，建成
後將滿足約2,500人的辦公需求。
總部大樓的設計方案面向全球徵集而形

成。大樓建造力求體現以人為本、綠色生
態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創新、平等、
透明、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
為了與這一價值理念相呼應，開工儀

式現場以綠色為主色調，金磚國家新開
發銀行行長卡馬特在儀式上表示，NDB
會致力於促進多邊文化與經驗的交流，
今年以來已批准4個項目，共計14億美
元，將全部用於金磚國家可持續發展。
NDB已逐漸成為金磚國家創新金融發展
的平台。

新開發銀行總部在滬動工

香港文匯報訊 聯
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
副主任王曉軍日前在
泰國曼谷接受新華社
記者採訪時表示，金
磚機制成立就是為了
通過金磚五國的領導
力量帶動全世界的發
展，而把更多發展中
國家囊括的「金
磚＋」合作將有利於
實現這一目標，她同
時期待本次金磚峰會
能更多地關注發展中
國家中發生的變革。
王曉軍說，金磚機

制通過中國、俄羅
斯、南非、印度、巴
西五國來發揮領導作
用，促進可持續發
展，而其中中國、南
非、印度、巴西都是
南南合作的主要國
家，俄羅斯在進行國
際合作時也依照南南
合作的原則來推動，
因此南南合作與金磚
機制本身相契合。
她認為金磚機制的

建立與聯合國南南合
作的初衷異曲同工，
都是基於發展中國
家共同發展的一種
願望，是互利共贏
的合作方式，而擴
大這個合作基礎，
推動南南合作，更
有利於金磚機制實
現本身帶動全世界
發展的目標，其中
中國作為金磚國家

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在金磚
國家合作以及南南合作中一直發
揮領導作用。

中國發揮領導作用
王曉軍說，中國在南南合作中發

揮領導作用，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本
身的發展給世界提供了智慧和方
案，也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非
常積極地承擔了大國責任。同時，
這個世界也對中國有所期待，她認
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集中
體現了中國在南南合作中的核心優
勢。她希望金磚國家在這次峰會上
多探討未來的問題，多分享一些今
天發現的答案，並且致力於把這些
好的做法和方案在未來進行大規模的
推廣，那麼金磚峰會就達到目的。

■■廈門國際會議廈門國際會議
中心前各國國旗中心前各國國旗
迎風飄揚迎風飄揚。。

新華社新華社

■印度Republic TV記
者Kaul Raj Aditya

香港文匯報
記者蔣煌基攝

■中國國際電視台美籍
記者Simon Matthew

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榕蓉攝

■■金磚峰會新聞中金磚峰會新聞中
心昨日正式啟用心昨日正式啟用。。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