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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金磚國不存「誰來領導」問題

中國5億美元援助饑荒難民
習近平籲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 共建夥伴關係

金磚國家領導人巴西總統特梅爾、俄
羅斯總統普京、印度總理莫迪、南

非總統祖馬和對話會受邀國領導人埃及
總統塞西、幾內亞總統孔戴、墨西哥總
統培尼亞、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泰
國總理巴育出席對話會。各國領導人圍
繞「深化互利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
主題，以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
主線，就「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
「建設廣泛的發展夥伴關係」深入交
流，共商國際發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
計，達成重要共識。

引導經濟全球化再平衡
習近平指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
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成
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面對新的形
勢，我們需要同舟共濟，堅定信心，聯
手營造有利發展環境，努力實現更大發
展，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一要加強團結協作，共同構建開放型
世界經濟。要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引導經濟全球化實現包容、普惠的再平
衡。要努力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
權，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
秩序。
二要加強團結協作，共同落實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要立足自身國情，把
可持續發展議程同本國發展戰略有效對
接，探索出一條經濟、社會、環境協調
並進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要發揮聯合國
作用，加快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要敦
促發達國家信守承諾，增加對發展中國
家支持力度。要推動聯合國發展系統改
革聚焦發展，增加投入，真正服務廣大
發展中國家需要。

把握機遇實現「彎道超車」
三要加強團結協作，共同把握世界

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機遇。新一輪科
技和工業革命催生新的發展動能，也
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抓住這個
機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
可能實現「彎道超車」。失去這個機
遇，南北鴻溝、發展失衡將進一步擴
大。必須勇於創新、敢於改革，大刀
闊斧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挖掘發展內
生動力。

提供4萬個來華培訓名額
四要加強團結協作，共同建設廣泛的

發展夥伴關係。一花不是春，孤雁難成
行。要深化務實合作，發揮互補優勢。
要利用好金磚國家、七十七國集團等機
制，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開展南南合
作，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培育聯
動發展鏈條，實現聯合自強。中方舉辦
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目
的就在於構建夥伴網絡，建設各國發展

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亦作出承諾：「我願借此機會
宣佈，中國將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項下
提供5億美元援助，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
應對饑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
等挑戰。中方還將利用國際發展知識中
心、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等平台，同各
國加強發展經驗交流和能力建設合作，
並在未來1年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4萬
個來華培訓名額。」
習近平強調，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代表着世界發展的未來。促進國際
發展合作、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是我們
應有的擔當。讓我們攜起手來，一起開
闢一條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
之路。
隨後，其他金磚國家領導人和對話會

受邀國領導人分別發言。各方高度評價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對落實2030年可
持續發展議程的積極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

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廈

門國際會議中心主持新興市場國家

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並發表重要

講話。習近平強調各方要加強團結

協作，共同建設廣泛的發展夥伴關

係，共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共

同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共同把握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

機遇，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

獻。在講話中，習近平亦表示，中

國將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項下提供

5億美元（約39.1億港元）援助，

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饑荒、難

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

等挑戰。

會峰磚金

從2006年金磚國家外長第一次會晤算
起，短短10年，作為多邊大國協調機制，
金磚國家達成戰略共識，形成集體認同，
推進務實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在很多領
域，如文化節、電影節、運動會等人文交
流領域，金磚國家甚至比西方七國集團40
多年的發展走得更遠。

合作之道互尊互助
走得快，走得遠，不意味着金磚合作已

經完美，但肯定會使西方所謂「金磚空
心」「金磚失色」或「金磚革命」論者們

失望了。
習主席為金磚發展把脈，「金磚合作潛

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這樣的號脈是
精確的、客觀的、符合事實的，既看到了
金磚十年的成績，也說清了金磚國家成長
過快、營養還沒有完全跟上的情況。
習主席開的藥方是，「找準合作之

道」。這個「合作之道」，就是互尊互
助，攜手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秉
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持之以恒
推進經濟、政治、人文合作；倡導國際公
平正義，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和衷共濟，共同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西方也會說「合作」，但他們提倡的

「合作」往往是聽從西方、跟隨西方的
「合作」，是不平等、不均衡的「合
作」，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合作」。金
磚合作則是實實在在的合作，既體現了
平等性、互利性，又保證務實性、可執
行性。

西方只開空頭支票
幾周前，筆者遇到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他近期在重新思考中國。他說，中國領導

人的偉大之處在於，能夠給國民勾勒願
景，並通過可執行的路徑與目標實現這些
願景。相比之下，西方的許多政客卻是只
開空頭支票。從這個角度看，習主席也給
金磚合作勾勒了美好的願景。
這個願景就是：推進經濟務實合作，加

強發展戰略對接，推動國際秩序朝更加公
正合理方向發展，促進人文民間交流。這
個金色願景，就
是下一個十年金
磚發展的方向
標。

中國勾勒金色願景 體現平等務實可行

��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蘇曉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
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昨
日在廈門舉行。對話會後，中方發
表主席聲明，介紹會議達成的原則
共識。主席聲明表示，歡迎和支持
中方提出「金磚+」合作模式。這一
模式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合作創造了重要機遇。

有助加強南南合作
聲明稱，領導人讚賞近年來金磚
國家本着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精
神，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開展對話合作的努力，歡迎和
支持中方提出「金磚+」合作模式。
這一模式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合作創造了重要機遇，有助於
加強南南合作和國際發展合作，構
建更加廣泛的夥伴關係網絡，推動
實現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發
展。

優先消貧擴大就業
聲明指出，各國應承擔起落實可
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責任，將可持

續發展議程同本國發展戰略有機結
合，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優先做好
消除貧困、促進增長、擴大就業等
工作。發達國家應切實履行官方發
展援助承諾，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支
持。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
加強包括南南合作在內的廣泛合
作，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發展
戰略對接。領導人對中國等與會方
通過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發展中
國家發展表示歡迎。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聲明指出，氣候變化是國際社會

面臨的共同挑戰。應堅持《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則，全面落
實《巴黎協定》。發達國家應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資金、技術及能
力建設支持。全球經濟治理應與時
俱進，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則，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各國應致力
於建設開放型經濟，維護多邊貿易
體制及其基本原則，反對保護主
義。

外媒：金磚惠全球中國擔要角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中國作為金磚國家峰會
輪值主席，將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加重要的
角色。

英國《金融時報》：近年來，金磚國家自身的
快速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平穩增長起到了重要
作用。此次廈門會晤將開啟金磚合作的第二
個十年，金磚國家的發展將繼續對世界經濟
帶來積極影響。

美聯社：在過去十年，金磚機制對於新興市
場國家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這些國家在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中都
有了更強的話語權。

泰國《曼谷郵報》：金磚國家的合作影響已經不
單單局限於這五個國家，更惠及全球。為了建
立一個更廣泛的夥伴關係，中國基於過去的成
功經驗，提出的「金磚+」也備受關注。

新加坡《海峽時報》：金磚仍是加強南南合作
最具動力的火車頭。

■資料來源：《中國日報》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蘇榕
蓉 廈門報道）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金磚
國家經濟智庫中方成員陳鳳英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本次金磚
會晤成果涉及多個方面，豐富程度史無
前例，亮點突出，其中務實實心化是
《廈門宣言》最突出的標誌。這部萬言
書推出務實合作舉措，提升了金磚國家
「含金量」，也只有務實合作基礎，才
能使金磚五國推進貿易投資合作的實心
化。
在陳鳳英看來，《廈門宣言》中，

金磚國家新合作領域之廣「超出預
期」，有利於金磚國家「彎道超車」。
陳鳳英分析，宣言成果單非常豐厚，其
中成果文件中包含40份經濟合作成果
文件，20項人文交流成果文件等，經
濟佔了很大的比例，這也反映出金磚國
家是次會晤，重視經濟務實合作和關注
全球公平安全兩個問題，經濟務實合作
是目標和基石不變。

安全經濟人文三輪驅動
而在國際事務議題上，《廈門宣

言》強力發聲。「倡導共同、合作、
可持續的綜合安全觀，是宣言如何更
制度化、機制化的表現。在國際和平
與安全方面，巴西提出情報論壇，這
一點非常值得關注。」陳鳳英表示，
如今金磚國家亦面臨恐怖襲擊問題，
期待與經濟合作互通一樣，到明年南
非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之時，情報論
壇能夠真正落實。
而20項人文交流成果文件的通過，

反映了是次會晤提出「政治安全、經濟
合作和人文交流」三輪驅動的模式，可
以彌補金磚國家在人文交流領域合作的
短板，注重了三者的協同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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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會達共識：支持「金磚+」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此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
中，中方設立首期5億元人民幣金磚國家經
濟技術合作交流計劃、向新開發銀行項目準
備基金出資400萬美元等備受外界關注，有
人認為中方意在以此強化在金磚合作中的領
導地位。對此，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金磚國家
間的合作保持開放、透明，追求互利、共
贏，不針對第三方，也不與任何人對抗。

耿爽說，金磚國家在合作中始終堅持相
互尊重，求同存異，凡事大家商量着來，不
存在由誰來領導的問題。金磚合作維護的是
大家的共同利益，體現的是大家的共同意
願，反映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心聲。
中方在金磚合作中提出的主張、建議，包括
在此次廈門會晤上提出的有關倡議，目的是
推動金磚國家間的合作，促進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發展。

■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昨日在福建廈門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中新社

■■習近平同出習近平同出
席對話會的各席對話會的各
國領導人集體國領導人集體
合影合影。。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