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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第九届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也将于 9 月 3 日-5 日在福
建厦门举办。来自商务部的消息称，为做好厦
门会晤经贸准备工作，商务部将于 8 月 1 日-2
日在上海主办第七届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
本次经贸部长会议将围绕“机制化、系统化和
实心化”建设，实现务实成果，为金砖合作添
加“成色”。

金砖合作走深走实

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始于 2006 年。10 年
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从 12%
上升到 23%，贸易总额比重从 11%上升到 16%，
对外投资比重从7%上升到12%，对世界经济增
长率贡献达到50%。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评价道，“金砖合作不
断走深走实，成果丰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典范。”

以中国自金砖国家的进口来说，2017年上
半年，这一金额超过 701.6 亿美元，增速达
33.6%，高于同期外贸进口增速 14.7 个百分点，
占中国外贸进口总额的 8.1%。其中，中国自巴
西进口金额 289.3亿美元，同比增长 33.5%；自
俄 罗 斯 进 口 金 额 203.4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9.4%；自印度进口金额82.3亿美元，同比增长
42.5%；自南非进口金额 126.6 亿美元，同比增
长35.4%。

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也成为一大亮点。商

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
向本报记者分析，“金砖国家开展机制化合作以
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得到集中的体现，
对全球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金砖国家的机
制化合作平台对全球发展而言是新生事物，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则是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
完善。在减贫、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地区
安全合作等重大事务中，金砖机制为成员国之
间的立场协调和沟通合作提供了保障。同时，
金砖国家都在‘一带一路’平台之上，可以通
过双边、多边的磋商合作互相受益，从而推动
全球经济的发展。”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

2016 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
23%，但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仅分
别占到世界的16%、16%和12%。

“这些数据说明，无论在贸易还是投资领
域，金砖国家合作都有非常巨大的潜力。”王受
文表示，贸易投资是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金砖国家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各异，经
贸合作前景广阔。

在加强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方面，本
次经贸部长会议上还将就以下议题进行深入探
讨，包括探索建立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网
络，制订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加强
电子商务领域合作，制订知识产权合作原则和
行动计划等。

以电子商务为例，金砖国家已经有了非常
密切的往来。在中国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上，
巴西的松子、蜂胶；俄罗斯的糖果、饼干；印
度的手工艺品、香料；南非的西柚、红酒等特
色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今年 5 月召开了金砖
国家电子商务对话会，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为拓展更深层

次合作建言。
张建平认为，无论双边还是多边之间，都

希望金砖国家能朝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
化的方向迈进。当前可做的事情还很多，包括
改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策法规
的透明度、增强互信、简化行政手续等。为了
能够充分挖掘合作潜力，金砖机制要继续发挥
作用，加强对话、完善机制。

奠基下个“黄金十年”

本次经贸部长会议是金砖合作步入第二个
“黄金 10 年”后的首次经贸部长会议，被认为
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任务，意义重大。

围绕“加快推进金砖经贸合作的机制化、
系统化和实心化”这一目标，会议还将在多个
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例，会
议首次将其纳入到了金砖经贸合作议程，期待
就 《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框架》 达成一致。
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方面，成员们还将就反对
保护主义、继续支持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
在监督保护主义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等进行探
讨。

张建平说，面对新的 10 年，“金砖合作本
身的机制要加强，通过务实合作提高全球影响
力；要让金砖合作机制跟‘一带一路’平台更
紧密地衔接；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方
面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同时联手推进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2030目标。”

目前，各方正为接下来的经贸部长会议及
领导人会晤进行密集磋商。“我们希望与金砖各
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全面合作，深入讨
论，努力寻求最大共识，共同推动本次经贸部
长会议取得积极务实成果，为 9 月领导人厦门
会晤做好经贸方面的准备，为金砖国家下一个

‘黄金10年’打下坚实基础。”王受文说。

金砖合作不断添加“成色”
本报记者 李 婕

告别过去两年的低迷状态，今年以
来，我国天然气消费明显提速，重现两位
数增长。专家认为，随着人们环保意识提
升，煤改气、天然气分布式利用等应用不
断深入，我国天然气消费加速步入蓝海。

作为低碳能源，与煤、油等化石能
源相比，天然气更加清洁高效；与可再
生能源相比，天然气作为能源供应更加
稳定，模式更加成熟。“十二五”期间，
我国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速为12.4%。

可是在过去两年间，我国天然气消
费市场发展遭遇波折。受到低油价、低
煤价等替代效应冲击，2015 年我国天然
气消费增速一度跌至 10年来最低点，同
比增长只有5.7%，2016年同比增长6.6%。

今年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呈爆发
式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数据
显示，2017 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
量114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5.2%。

专家认为，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高
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我国经济形势稳
中向好，另一方面说明各地“煤改气”
效果逐渐显现。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
付少华说，经济增长对整体天然气供需
形势的影响是重要的。今年以来经济平
稳回升，带动用气需求整体回升。同
时，国家调控煤电政策落地，部分地区
发电用气需求加快增长。另外，社会环
保意识不断提升使得低碳清洁的天然气
应用更加广泛。

为加快大气污染治理，近年来我国
多地推进煤改气项目。“气代煤的项目正
在全国大面积铺开，已经落实的项目正
在发挥作用。”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
说，煤改气项目从启动实施到落地需要
一段时间，如今效果已初步显现。受煤
改气需求推动，今年以来，河北天然气
需求同比增长超过20%。

销售企业对天然气需求大幅升温的
感受最为直接。我国东部地区是天然气需
求高地。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市场
区域覆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上海、浙

江等地，市场占有率约 65.4%，天然气年
销量在中石油占比超过 1/4。今年上半
年，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累计销售
天 然 气 198.65 亿 立 方 米 ， 同 比 增 加
20.4%，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的56.3%。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副总经
理王多宏说，今年以来，公司配合地方
推进煤改气项目，并推动大用户直供气
项目。上半年江苏地区直供电厂天然气
用气量同比增加 5.35 亿立方米，增幅达
62.6%；热电厂天然气用量同比增加 6.06
亿立方米，增幅达39.3%。

目前，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
中占比约 7%，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按照
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中占比力争达到 10%左右，
到2030年，力争提高到15%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 《加快
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 明确提出，逐
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
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

近年来，我国节能和能效技术不断
进步，天然气利用效率大幅提升。“随着
各种创新型应用模式涌现，天然气消费
的春天已经到来。”王多宏说，煤改气、
天然气发电和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
等应用模式不断深入，将推动我国天然
气消费市场进一步升级，市场前景广阔。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
未来 5 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 90％来
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占40%。

不过，从经济性角度考虑，我国天
然气价格依然偏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
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尹海涛说，天然气
消费长期稳定的增长仍需要价格信号来
引导。随着未来我国碳排放交易平台正
式上线运行，燃煤、
燃油的环保成本将
大幅提升，清洁的天
然气将更有市场。

（新华社上海7
月 25日电 记者刘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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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安徽省休宁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已出现严重旱情。连日来，休宁县海阳镇菊农顶烈日、
冒酷暑采摘特色农产品徽州贡菊，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图为菊农在采摘。 王运选摄 （人民视觉）

近期，安徽省休宁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已出现严重旱情。连日来，休宁县海阳镇菊农顶烈日、
冒酷暑采摘特色农产品徽州贡菊，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图为菊农在采摘。 王运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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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举行第三届农民工技能大赛，140
多名来自各行业的农民工在美发、砌筑、面点和电焊比赛中大显身手。图为
农民工陈龙生在展示他的参赛作品——玉兔踏青。 龙 涛摄 （人民视觉）

苗乡农民工 比拼技术活

7月25日，黑龙江省博物
馆举办主题为“妙手天工，丝
路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刺
绣展，共展出以“渤海靺鞨
绣”为代表的 40 余件刺绣作
品，观众在观赏精美刺绣作品
的同时还能领略精妙的刺绣传
统工艺。图为刺绣艺人在展示

“渤海靺鞨绣”刺绣技术。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精美刺绣精美刺绣
妙手天工妙手天工

近年来，山东省沂源县依托
当地的村文化大院、远程教育中
心等场所，组织当地的各类乡土
人才和文艺骨干在广大农村、社
区开办“乡村夜校”，通过举办
农业科技、实用技术、文化辅导
等各类夜校课堂，为群众提供学
技、求知、娱乐等服务，丰富了
乡村的科技文化生活。图为沂源
县历山街道西沙沟村的农民在

“乡村夜校”里学习果树管理技
术。

赵东山摄 （新华社发）

““乡村夜校乡村夜校””学技术学技术

据新华社银川7月 25日电 （记
者赵倩、王腾） 25日，中国沙漠旅游
联盟在“沙漠水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成立。该联盟将以打造国际性沙
漠旅游目的地为目标，促进我国沙漠
旅游联动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为加强各沙漠旅游景区的联动，

实现资源共享、宣传互惠、客源互
送、信息共享、品牌共建，在宁夏旅
游发展委员会和中卫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的主导下，来自宁夏、甘肃、内蒙
古、新疆等4省区主要沙漠旅游景区
的代表，共同参与创立了中国沙漠旅
游联盟。

沙漠旅游联盟在宁夏成立沙漠旅游联盟在宁夏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7月 25日电 （董
峻、洪伟杰） 下半年，农业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将制定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评价标准体系并开展申报工
作，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认定一批国
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一批“中
国第一，世界有名”的特色农业品牌。

这是记者日前从农业部举行的全
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上得到的消息。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制定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建立评价
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鼓励各地争创
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特产
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业部、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等 9 部门随后确
定，力争用 3到 5年创建一批特色优
势明显、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
带动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将创建

新华社北京7月 25日电 （记者
许晟） 记者 25 日从国家开发银行获
悉，由国开行主承销的马来西亚马
来亚银行有限公司 10 亿元“债券
通”人民币熊猫债券日前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期限3年，票面
利率 4.6%，境内外各类投资机构认
购踊跃。

据国开行介绍，本期债券所募集
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支持 “一带一
路”建设，部分债券募集资金将以项
目所在国货币直接使用；本次债券募
集说明书和法律意见书等发行文件均
以中英文双语披露，为境外机构提供
了便利，海外订单占比超过20%。

作为第一批“债券通”中唯一的

熊猫债，本次债券的成功发行进一
步促进了境内外机构的金融合作和
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国开行也因
此成为第一批“债券通”中承担金
融债券发行、熊猫债券及信用债券
主承销商“双重角色”的唯一机构。

据了解，国开行此前已在中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推出 200 亿元“债券
通”金融债券，面向全球市场同步发
行，境外订单投标量近百亿元。马来
亚银行是马来西亚的最大金融服务机
构，资产规模约1720亿美元。

首单“债券通”熊猫债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