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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9月3日至5日在福
建厦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厦门出席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港澳台舆论纷
纷称赞，此次盛会是中国国力提升的表现，习近平提
出的“爱拼才会赢”进取精神更是直击地区经济发
展要义，各界均期望搭上金砖“列车”，用拼搏精神
抓住发展机遇，再创美好未来。

“中国式”的世界贡献

港澳台舆论普遍认为，金砖合作机制自创立以
来，潜力不断释放，所提倡的国与国之间合作共赢
理念与创新模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这是一项

“中国式”的世界建树和贡献。
香港 《大公报》 4 日、5 日连续发表社论指出，

过去10年金砖合作机制取得了不俗成绩，金砖五国
经济总量增长了17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 50%。但金砖国家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在此，
还体现在金砖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新关系：不以
大压小、不以强凌弱的合作共赢理念与创新模式。
社论说，金砖合作机制被视为互利共赢典范，各方
都期望它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
能。

香港 《文汇报》 则发表专家解读文章，认为当
前全球化面临困境，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思
潮，对此金砖国家应该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而厦门会晤，有望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契机。

《澳门日报》 发表社论指出，中国提出“金
砖+”合作模式，目的是构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

“金砖+”的理念体现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金砖
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金
砖+”更得到了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欢迎和支持。

台湾 《中国时报》 的报道也认为，中国大陆提

出的“金砖+”模式是此次峰会的一大亮点。报道
说，这意味着金砖五国将破除原有的“小圈圈”，邀
请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会，预计规模可扩
增至10国至20国。

展现“大国风范”

金砖峰会在厦门的成功举办，成为全体中国人
的共同骄傲，港澳台同胞也与有荣焉。港澳台舆论
均表示，近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
越重要，不断展现出“大国风范”。

台湾 《旺报》 在 4 日发表的评论中写道，中国
大陆从封闭到打开门户到走向世界，是国力增长与
时代发展下的自然轨迹。在厦门举办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出大国的风范”。

台湾中评社 4 日也发表署名社评说，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 9 次会晤正在厦门举行，中国与巴西、俄
罗斯、印度、南非等 5 个金砖国家关系更加紧密，
这也是中国国力提升的指标。

香港 《星岛日报》 的报道援引多名专家学者的
观点指出，全球经济阴霾下，国际社会存在唱衰金
砖的杂音，但这种状况更突显中国作为金砖国家最
大经济体影响力日增，发挥重要作用，“外界普遍认
为，只要中国蓬勃发展，金砖就没有问题，这便是
中国引领作用的体现。”

香港 《明报》 则将中国称为推动全球化和多边
主义的“旗手”。其刊载报道说，习近平主席指出，
金砖国家要继续秉持多边主义，扩大金砖合作的辐
射和受益范围，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
放多元的伙伴网络。中国作为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
主席国，将带领金砖国家共同开创合作的第二个

“金色十年”。
厦门也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台湾 《联合

报》 发表的随笔“金砖在厦门”说，看到这个邻近

台湾的大陆城市迅速发展，如今吸引全世界的目
光，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人才，台湾能不“心有
戚戚焉”？

抓住金砖机遇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顺利召开，意味着大陆
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分量正在加重，地位日趋巩
固，台湾必须理性务实地面对这个趋势，才能找到正
确的出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台湾竞争力论坛
理事长庞建国表示，无论从地理距离、语言文化、人脉
联接、市场规模或产业互补性来说，台湾都应该敞开
门户，把台湾的竞争优势镶嵌进由大陆牵头的金砖行
列以及“一带一路”的大平台上，让台湾脱离已经被困
将近20年的“闷经济”窘境，再创美好未来。

庞建国的看法也是港澳台各界的一致观点。全
国政协委员、中华厂商会会长李秀恒说，香港人对
金砖五国并不陌生，本次峰会提出“金砖+”合作
模式，配合“一带一路”发展，成为中国一系列对
外发展的策略，他希望港商可通过此与更多国家一
同携手，互相帮助，打破各自贸易保护及竞争局
面，力争共同创富。

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王国强也说，本次峰会
提出推动“金砖+”合作模式，在未来 10年吸引更
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金砖国家平台合作。他希望香
港商界抓住机遇，进一步增强与金砖国家经济、文
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拿出习
主席提出的“爱拼才会赢”的进取精神，与“金
砖+”国家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能否把握金砖机遇，对台湾有深远影响。”台
湾中评社的评论说，台湾如能充分理解金砖精神，
抓住金砖机遇，改善两岸关系，并与大陆共享发展
机会，搭上金砖“列车”、参与“一带一路”，经济
才能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否则前景相当严峻。

拼搏进取 再创美好未来
——港澳台舆论热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本报记者 汪灵犀 王 平

亚洲水果蔬菜展在港开幕
本报香港电（记者张庆波） 一年一度的亚洲国际水果蔬菜

展览会9月6日至8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今年有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65 位参展商参加展览，展出面积大幅提
升30%，预期将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万个买家和贸易专
家前来参观和洽谈合作。

据了解，此次展会将推出超甜南瓜、巨型蓝莓等大量新颖产
品，新鲜食品行业的多个最新包装技术、消毒系统、分选平台、配
送模式也将集中亮相。主办方介绍说，这次“水果盛宴”规模超前、
质量可期，将让更多新鲜果蔬品牌亮出风采、获得商机。

近 日 ， 在 全 国 台
联 组 织 的 “ 一 带 一
路 ” 参 访 考 察 活 动
中，两岸媒体记者共
30 余人沿古丝绸之路
行进，探访大美青海。

大图：两 岸 记 者
参观青海格尔木炼油
厂。

小图：台 湾 记 者
在青海全国重点生态
种植基地——诺木洪
农场枸杞园，向农户
询问枸杞采摘情况。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两岸记者探访大美青海

本报澳门9月6日电（记者苏宁） 半个世纪一
遇的特大风灾，初步估计给澳门造成直接、间接
损失超过 114 亿澳门元。10 多天过去，澳门通过
守望相助、万众一心的共同努力，社会生活、经
济运转正在逐渐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对这场自
然灾害带来人员财产重大损失的反思与检讨也一
刻未停。今天下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再
次率领下辖五司司长等官员召开记者会，就检讨
重大灾害应变机制及跟进改善工作交待最新进展。

崔世安首先代表特区政府衷心感谢广大居民
和衷共济、自发互助，感谢全体公务员及其家人
的支持，感谢中央政府批准驻澳部队官兵参加救
援，感谢广东省给予的及时物资支持。

崔世安介绍了灾后成立的“检讨重大灾害应
变机制暨跟进改善委员会”近期工作进展及未来
工作方向，包括提升防水浸、水患能力，加高沿
岸海堤等。他说中央有关部委已回复同意建设挡
潮闸，短期内会拜访广东省政府商量有关细节。

崔世安说，未来会提高本地供水、供电的应
急能力。国家减灾委员会将派出技术专家团队，
协助澳门完善应对灾害的总体规划。澳门还将因
应实际需要，把位于较高地势的大型体育设施临
时改成避险中心，并制定应对重大风暴潮、疏
散、撤离低洼地点民众的行动预案。在保安司辖
下设立常设机构，应对灾害事件。

崔世安最后表示，根据澳门基本法及相关法
律，有关部门将就“8·23”风灾展开项目调查，调查

“天鸽”袭澳期间，公共部门及人员在履行法律义
务，尤其是防灾救灾工作上是否存在过错和责任。考
虑到这项调查具有紧迫性、复杂性及专业性，已委任
米万英助理检察长，澳门大学姚伟彬教授、何美华核
数师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并由米万英担任主席。

澳门行政法务、经济财政、保安、社会文
化、运输工务等5位司长和警察总局局长也分别汇
报了相关领域的工作情况。

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四川省绵
阳市北川地震遗址保护区被设立为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9月3日，授牌仪式在四川北川新县城禹王
广场举行，国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涛，四川省台办
主任周敏谦、副主任赵宇出席了授牌仪式。

当天，台湾海峡经贸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高孔廉率台湾东吴大学等 15 所高校师生代表
团，台湾中华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国民党中
央委员李玉文率台湾社团精英参访团等 170 余
名台湾同胞参加了授牌仪式，并开展交流活动。

据了解，北川地震遗址保护区是四川省继
成都大熊猫基地之后获批的第二个国家级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基地”以北川地震遗址保护区
为主体，含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沙坝地震断
层、唐家山堰塞湖地震遗址和北川新县城。

“北川地震遗址保护区获批设立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对于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厚
植‘两岸一家亲’理念，扩大两岸交流，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敏谦介绍，“5·12”汶川
特大地震，北川是极重灾区，地震发生后，台

湾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关心、支持和
帮助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据统计，四川共接收
台湾各界捐款及捐建灾后重建项目资金合计
13.2 亿元人民币，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 2 亿多
元，涉及援建重建项目 189个，主要集中在灾区
中小学校、卫生院等民生项目。“灾难带来的伤
痛是刻骨铭心的，但在灾难面前，两岸同胞携手
共同抗击灾难所展现出的守望相助、血浓于水
的亲情连结、崇高爱心更是弥足珍贵的。”

据绵阳市台办有关负责人介绍，“5·12”特
大地震发生后，台湾同胞千里驰援，第一时间帮
助抗震救灾，抢救伤员，捐助物资。2010年以来，
北川县地震遗址保护区累计接待台湾各类参访
交流团组、旅游观光团组 645 批 2 万余人次。目
前，绵阳市台办已会同北川县、5·12地震纪念馆
管理中心等着手编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2018-2020 年工作规划》，《规划》以“着眼常态、
突出重点、双向互动”为原则，在抓好日常对台
交流活动基础上，重点抓好两岸防灾减灾交流、
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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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地震遗址授牌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杨 勇 董媛媛

9 月 5 日，第三十
六届香港钟表展在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开
幕，共吸引820家来自
24 个国家及地区的展
商参与。图为模特在
展示新设计的腕表。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全球全球 820820 家展商家展商
参展香港钟表展参展香港钟表展

（上接第一版）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海水不再是合作发展的阻碍，

而成为连接各国的纽带。
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成为近代

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历史性变化。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厦门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邀请来自

全球不同地区国家的5位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
计，开启了“金砖+”合作新模式。

“我代表泰国政府对您邀请我们参加对话会表示由衷感谢。”
泰国总理巴育对习近平主席说。

“厦门会晤点燃了世界关注非洲的热情。”几内亚总统孔戴期
待，金砖国家同非洲携手应对挑战。

观察人士认为，受邀参会的5国来自亚、非、拉、中东和中
亚5个重要地区，金砖国家的辐射范围显著扩大，其政治经济意
义令人刮目相看。

4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水墨画 《世界文化遗产鼓
浪屿》前，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及配偶
合影留念。

海天相连，千帆竞发；文明互鉴，相通相融。
洞察历史大势，把握未来走势。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

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金砖合作与时俱
进、行稳致远，造福五国、惠及世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尽显中国
责任担当。

大国风范，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

5日中午，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内座无虚席。
习近平主席健步走上讲台，向中外记者全面介绍厦门会晤成

果，为会晤画上圆满句号。
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上，金砖机制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金秋9月，厦门会晤聆听中国故事。
4日晚，伴随着《鼓浪屿之波》的优美旋律，习近平主席走上

讲台，向出席欢迎晚宴的各国嘉宾娓娓讲述厦门变迁、中国传奇。
“1985 年，我来到厦门工作，当时到这里担任副市长。那

天，正好是我32岁生日。现在捻指算来，又过了32年。”
两个“32年”，别具意蕴。
今天的厦门，早已旧貌换新颜。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

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折射着13亿多中国人民自
强不息的奋斗史，写下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篇章。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亦是中国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
央的底气和动力。

金秋9月，厦门成为中国运筹国际关系的重要舞台。
细雨中的筼筜书院，清幽古朴，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这里举行今年以来的第四次会晤。两位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朝鲜半
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会见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习近平主席同他就共建“一带一
路”达成重要共识。

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同埃方在各自改革
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携手同行。

……
签署合作文件、对接发展战略、增进政治互信，在紧张的金

砖日程间隙，习近平主席同与会所有国家领导人一对一会晤，达
成广泛共识。

金秋9月，厦门会晤为中国主场外交再添新华彩。
时间闪回，一次次主场外交，展现习近平主席大国领袖风

采，尽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启动亚太自贸区进

程，雁阵从这里起飞；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宣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弄潮儿向涛头立，推动

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同打造合作之路、

希望之路、共赢之路，引领各方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
5年来，中国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区域组织建立或升级不同

形式的伙伴关系，目前建立的伙伴关系已达100个左右，走出一条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访28次，足迹遍及五大洲56个国家以及主
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实现中国元首外交对全球不同区域的“全覆盖”。

5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重要理念，呼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破解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厦门闽南大戏院流光溢彩。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国家领
导人一道，在这里观看一场题为《扬帆未来》文艺晚会。海风、海天、海
韵、海潮、海梦……意蕴悠长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历史节点，中国又一重要主场外交

取得圆满成功。
人们期待，金砖国家携手，开启通往合作发展的大厦之门，

拥抱共同繁荣的绚丽彩虹！
（新华社厦门9月6日电 记者秦杰 刘亢 李忠发 刘华

项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