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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第十三届全运会全运村正式开村。全运村由运动员村、媒体
村和技术官员村构成，将为约1.8万名体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住宿、餐
饮、医疗、交通等全方位服务。图为各界代表参加开村仪式，他们身后是运
动员村建筑。 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 9 月初在厦门举
行，金砖国家合作也将迎来第二个金色十年。
在上一个十年，中国始终是金砖国家合作的积
极支持者和建设者，并且通过积极贡献中国方
案，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持续深化推进提供强大
动力。

2013 年南非德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四大目标，
即“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
联通、文化大交流”。2015年俄罗斯乌法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中，习近平提出了金砖国家应构
建“四大伙伴关系”，即“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
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弘扬多元文
明的伙伴关系、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
系”。在此后金砖国家合作向多层次、综合性、
立体化发展过程中，上述中国方案发挥了重大
引领作用。

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显
著上升，金砖国家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金砖
合作需要升级发展。作为今年金砖主席国的中
国，依然实现了稳定向好的经济走势。在此局面
下，金砖各成员国纷纷将目光投向厦门、投向中
国方案。简要来说，中国方案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以中国主张引领金砖国家合作，维
护世界和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金砖国家间
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因此，需要秉持“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不为风
雨所动、不为杂音所扰、不为困难所阻，缔造
有利于金砖国家长远发展的国际环境。

第二，以中国经验引领金砖国家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金砖国家具有不同发展优势，制
造业大国、市场大国、资源大国、现代服务业
大国齐备，并且具有适合金融市场发展所需的
时区互补特点，自身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经
济循环。当前，各国学习借鉴中国经验、探寻
新型发展道路的声音越来越强，而金砖国家合
作可以为中国经验提供一个宽广的平台，为新
型全球化道路打造“样板间”。

第三，以中国理念引领金砖国家合作，弘
扬多元文明。金砖国家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
44%，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史。在当
前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中国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极具深远意义。金
砖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能够为世界提
供“文明和谐论”的实现路径。

第四，以中国方案引领金砖国家合作，加

强全球治理。针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症结，
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重点包括推进结构性改
革、创新增长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而金砖
国家合作能够体现中国方案的针对性与有效
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经济中增量最多
的成员间的合作机制，有巨大发展潜力，对于
结构性改革、发展新经济、扩大市场开放的政
策取向也更积极。因此，金砖国家合作也为全
球治理进程贡献了难得的“增量”。

作为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动机”，中国将在
金砖“中国年”与其他成员国携手描绘下一张
十年蓝图。在金砖机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变革
进程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的当下，金
砖国家合作的深化、升级需要中国方案的引领
作用，进而开辟出全球治理的新道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

8 月底的肯尼亚，旱季还没结束。一头斑马悠闲地从
蒙内铁路桥下的野生动物通道通过，赶到草原另一边的水
源地喝水。桥上，一列火车飞驰而过。这样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场景，每天都在肯尼亚察沃国家公园上演，这离不
开中国工程师对生态环保理念的坚持。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是2015年习
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表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理念时引用的古代名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让

“美丽中国”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新目标。
5 年来，中国不仅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中国保护环境的坚定决心也被世界认可，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也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节能减排“言必信、行必果”

“今年要打一场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攻坚战，我们
一口气要关148家污染企业。剩下5家，明年全部关停，其
中还有一家是中国财富500强。”湖南省株洲市委书记毛腾
飞对本报记者说。

株洲的转型是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高
污染、高耗能生产方式的转变首当其冲。随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去产能的步伐也在加快。可再生
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治理空气污染等环
境问题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 年 12 月，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这一历史性
文件，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安排。中国不仅
是达成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

工程建设“让长颈鹿都满意”

“中国在非洲造的铁路，连长颈鹿都很满意。”这是美
国中文网发布的一篇评价蒙内铁路文章的标题。由中企承
建的蒙内铁路全长480公里，其中120公里穿越察沃国家公
园。为把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蒙内铁路从设计阶
段就把“绿色环保”纳入考量，专设14处动物通道，其中
6处为大型通道，净高6.5米以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为
此点赞：（蒙内） 铁路全线设置了 14处野生动物通道，长
颈鹿穿过可以不低头、不弯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

不止是蒙内铁路，通过“一带一路”，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国际合作步伐也在加快。今年 5月，中国环保部印发
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推进生态文明
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升生态环
保合作水平。

同时，中国还将探索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
金，推动设立专门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基金，重点支持
各国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项目。

中国绿色发展模式走向世界

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
初具规模，到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生活，再到经济发展
与生态改善实现良性互动，一个充满希望、信心满怀的美
丽中国新画卷，正在全面铺设。

5年来，中国新增造林年均超过900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1.26亿亩，实现了由“沙进
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的水生生态也
得到了修复，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

中国绿色发展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2016 年 5 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
态文明战略与行动》 报告，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指导原则、基本理念和政策举措，特别是将生态文
明融入到国家发展规划的做法和经验。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和成效正引
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认可，一个欣欣向荣的“绿色中
国”也在世界的期待中崭露头角。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2日电 （记者王
慧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22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中印尼
副总理级对话机制第六次会议的印尼政
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和中印尼高
层经济对话第三次会议的经济统筹部长
达尔敏。

张德江说，当前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
良好。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多

次举行会晤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
国关系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印
尼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密切高层往
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
合作，巩固社会友好基础，推动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全国人
大愿同印尼立法机关加强交往与合作，营
造务实合作的良好法律和制度环境，不断
巩固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2日在
北京会见了出席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
会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发表讲话。

俞正声充分肯定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长期以来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智力和人
才的支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更加需要依靠人才、依靠创
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俞正声表示，国务院侨办整合组建“专
家咨询委员会”很有意义，为海内外的专家
学者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他对海内外的专
家学者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充分发挥智囊作
用，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三是发
挥学贯中西、融通中外的优势。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刘诗平） 按照国务院批准同
意的《海洋督察方案》，国家海洋
局组建的首批国家海洋督察组 22
日进驻辽宁、海南，开展以围填
海专项督察为重点的海洋督察，
重点查摆、解决围填海管理方面
存在的“失序、失度、失衡”等
问题。

督察组强调，本次围填海专
项督察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前
围填海存在的“失序、失度、失
衡”等突出问题，重点督察党的
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国
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
护决策部署、解决突出资源环境
问题、落实主体责任情况。

据了解，首批国家海洋督察
组共分6个督察组，进驻辽宁、海
南后，将于近日陆续进驻河北、
江苏、福建、广西，开展以围填
海专项督察为重点的海洋督察。
期间，同步对河北、福建、广东
三省开展海域海岛资源开发利
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防
灾减灾等方面海洋管理工作情况
进行例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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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8月22日电（记者何璐） 22日9时，随着起重船将长80
米、宽35.5米、重达1350吨的钢桁梁稳稳地放置到墩顶，由中铁大桥
院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首孔简支钢桁梁架
设成功，标志着中国首座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是我国目前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据
中铁大桥局董事长、福平铁路 FPZQ-3 标项目经理刘自明介绍，平
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起于福建省长乐市松下镇，经过 4 座岛屿后到
达平潭岛。大桥全长 16.34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公铁两用大

桥。大桥下层设计为时速 200公里的双线 I级铁路，上层设计为时速
100公里的六车道高速公路。桥址所在的平潭海峡，为世界三大风口
海域之一，具有风大、浪高、水深、流急等特点，曾被称为“建桥
禁区”。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是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长乐至平潭高速
公路的关键性控制工程。建成后，将大大缩短福州至平潭的时空距
离，届时福州将与平潭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经济圈”。

图为首孔钢梁架设现场。 周 俊摄 （人民视觉）

世界最长海峡公铁两用大桥世界最长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平潭海峡大桥开始铺设钢梁平潭海峡大桥开始铺设钢梁

中国方案引领金砖国家合作
■ 贾晋京

天津全运村开村

张德江会见印尼客人

俞正声会见国侨办专咨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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