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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9月5
日电 中国向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
基金捐赠仪式4日在厦
门举行。财政部副部
长史耀斌与新开发银
行行长卡马特签署了
中国捐赠 400 万美元
的协议。

卡马特说，中国是
首个向该项目准备基
金 出 资 的 创 始 成 员
国。该基金将为银行
项目运行打造更高效
的环境，将用于相关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帮助
制订国家间伙伴关系
计划、开展项目周期调
研等。

卡马特介绍，新开
发银行自成立以来已经
批准了11个贷款项目，
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
到了太阳能、风能、小型
水电、绿色能源传输等
可持续发展项目。预计
到2018年底，新开发银
行的贷款总额将会达到
80亿美元。

史耀斌表示，新开
发银行在业务运营取
得良好开局的基础上，
即将通过项目准备基
金向成员国提供技术
援助，标志着新开发银
行业务运营又上了一
个新台阶，向打造“知
识银行”迈出了重要一
步。希望新开发银行
专业化、国际化、规范
化地管理和运营项目
准备基金，以项目准备
基金为平台，以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
合作项目为突破口，促
进成员国之间共享发
展经验，开启南南合作
新时代。

9月3日至5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成果丰硕。本次会晤提
出的“金砖＋”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一
个重要创新，拓展了对全球发展合作
的认知边界，为深化南南合作、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
力，受到各国与会人士的广泛认同和
赞誉。

“金砖＋”顺应时势，带动全球发
展合作升级。

经济是金砖合作的根基。“金
砖＋”代表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之所
以备受世界瞩目，首先源于金砖国家
自身发展的成果。十年间，金砖五国
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从 12%增加到
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
到逾50%。而整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则达到80%，是当之无愧的增
长主引擎。

整体有实力，更有先行人。中国
无疑是牵引金砖合作向前发展的火车
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座桥梁。在不
少领域，中国已经领先全球，与会外国

商界精英纷纷表示要向中国学习。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

说，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在清洁能源和
绿色经济领域“正在领路”。印度工商
联合会执行会长达拉科蒂对新华社记
者说：“我们要从中国学习经验。”墨西
哥前驻华大使雷伊—洛佩斯说，中国
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榜样力量显
而易见，中国提出“金砖＋”堪称创举。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可
逆转的时代潮流。中方举办的新兴市
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发出了
深化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合作的强烈
信号。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认为，中国举
办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意义重大。埃及总统塞西表示，金砖
国家十年合作取得了辉煌成就，“金
砖＋”合作将丰富我们关于多维度发
展的观点。

“金砖＋”脚踏实地，启迪全球发
展合作实践。

这次会晤在贸易投资、金融合作、
互联互通等领域沉甸甸的成果清单让
世界看到金砖合作之实，含金量之高。

新兴市场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
领跑者。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代
表，金砖国家深化合作，其受益面不断
扩大，既有具体的合作项目，也包含发
展经验的交流与分享。

在中国以及金砖合作的带动下，全
球发展合作中的“智慧流向”也发生了
变化，已不再仅仅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
中国家“由北向南”的流动，而且出现了
越来越多“由南向南”，甚至“由南向北”
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厦门会晤
来自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工商代
表众多，远超以往。许多世界500强企
业精英明言他们前来参会不仅要“掘
金”，还要“取经”。波音公司中国区总
裁庄博润就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来
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作为本次会晤的主席国，中国将
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下提供 5亿
美元援助，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
挑战。中方还将利用国际发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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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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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还将加强与七十七国集团以及联

合国的合作。
“金砖＋”得道多助，光耀全球发

展合作前景。
习近平主席说，金砖合作之所以

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
之道。

本次会晤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规划了新的蓝
图，得到广泛呼应。

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议期间说，稳
定、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是世界的共同
追求，金砖国家领导力对推动变革至
关重要。金砖国家加强在这些领域设
置议程，将让世界看到金砖合作又一
个“黄金十年”。

金砖国家在合作中互尊互助、携手
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样的
理念和风格赢得外国政要由衷称赞。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合作机制的活动，是建立在
平等、尊重和顾及彼此的观点与共识
的原则之上。”巴西总统特梅尔说，金
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中国
一直是第一流的伙伴”。

“金砖＋”模式的开启，正在把全
球发展合作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5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
中外记者，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
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情况。

习近平指出，昨天，金砖国家领导
人厦门会晤圆满闭幕。会晤通过了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重申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全面总
结了金砖合作10年来的成功经验，为
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
合作规划了新蓝图。五国领导人认

为，金砖国家应该深化在重大问题上
的沟通和协调，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合作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加快全
球经济治理改革；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对接发展战略；深化政治安全合作，增
进战略互信；将人文交流活动经常化、
机制化，加深五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
谊；与时俱进加强金砖机制建设，为各
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提供坚实保障。各
国领导人决心以厦门会晤为新起点，
共同打造更紧密、更广泛、更全面的战
略伙伴关系，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

色十年”。
习近平指出，会晤期间，中方举行

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
会，金砖国家和埃及、墨西哥、泰国、塔
吉克斯坦、几内亚领导人共商国际发
展合作大计，一致同意建立广泛的发
展伙伴关系，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发出了深化南南合作和全
球发展合作的强烈信号。各国领导人
一致认为应该打造“金砖+”合作模式，
携手走出一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
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明年，南非将担任金
砖国家主席国，并将在约翰内斯堡举
办领导人第十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
一道，全力支持南方办会，携手推动金
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相信通过各国
各界共同努力，金砖合作前景一定会
更加光明，金砖国家未来一定会更加
美好。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记
者会。

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
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成果

“金砖＋”带动全球发展合作进入新境界
□新华社记者 刘丽娜 谢鹏 闫珺岩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保持开放、
透明，追求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
方，也不与任何人对抗。

有记者问：外界关注中方在此次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提出的一系
列倡议，包括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
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向
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
万美元等。有人认为中方意在以此
强化在金砖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将金
砖合作机制打造成一个对全球施加
影响的平台，以便改变西方主导的国
际秩序。你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金砖国家在合作中始终
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凡事大家
商量着来，不存在由谁来领导的问
题。金砖合作维护的是大家的共同
利益，体现的是大家的共同意愿，反
映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
声。中方在金砖合作中提出的主张、
建议，包括在此次厦门会晤上提出的
有关倡议，目的是推动金砖国家间的
合作，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团结与发展。

他说，金砖合作从发起之初便以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为准
则。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保持开放、透
明，追求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方，也

不与任何人对抗。我们倡导遵循《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建
设开放、包容、均衡的全球化，为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作出努力。

耿爽说，金砖五国作为有代表性
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推
动改善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有
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诉求。过去
几年来，五国就此发出了强有力的声
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这些举措和进展符合发
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体现了时代发
展的潮流，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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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与任何人对抗

99月月44日日，，在厦门机场上空在厦门机场上空，，一架飞机飞向蓝天一架飞机飞向蓝天。。
大厦之门大厦之门，，金砖闪亮金砖闪亮。。五色风帆五色风帆，，激扬世界激扬世界。。
99月月33日至日至55日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功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功

举行举行。。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