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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互利共赢

“2009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叶
卡捷琳堡举行的第一次会晤发表的联合声
明只有 1500字 （中文），仅涉及 16个方面
的问题。201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印度果
阿举行的第八次会晤发表的宣言长达 1.2
万字，涉及 109 个方面的问题。”上海大学
特聘教授江时学对本报表示，“这意味着，
金砖国家的合作领域在快速增加，可谓无
所不包。而且，据说，近几年，与金砖国家
有关的各种会议，每年有 100 个。如此多的
会议，说明金砖国家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在
动脑筋、想办法，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当年
提出“金砖”概念时，没有想象到如今金
砖国家合作展现出的旺盛生命力以及取得
的累累硕果。这位西方经济学家慨叹，金
砖发展进度“远远超出我当年的预测”。

正如江时学所说：“金砖国家合作已
取得了许多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2016
年金砖国家经济平均增速5.1%，远高于世
界经济平均增速2.4%。金砖国家在世界经
济中的比重从 12%上升到 23%，贸易额比
重从 11%提高到 16%。2016 年金砖国家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增速
为 5.0%，比发达经济体增速高出 3.3 个百
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
到2030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普遍高于发
达国家。此外，五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
上升到13.2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
额上升到14.91%。

事实证明，金砖合作契合五国发展共
同需要，顺应历史大势。

“历史的机遇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使金
砖国家脱颖而出。”江时学说。

“金砖国家在发展与合作方面有非常

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金砖国家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徐秀军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是金砖合作
机制得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原因，“从
内部看，金砖国家都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
快速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面临着
一些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和
挑战。这种共同的需求让五个国家走到了
一起。从外部看，金砖国家都是现有国际
规则和体系的接受者。经过多年发展，五
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但是，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的
发言权非常有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
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金砖国家的共同
利益所在。所以，五国自然而然走到一
起，相互合作。”

机制：灵活有效

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成功的合作机制。
五国的优势互补让彼此之间的合作拥

有更大空间和更多可能。加拿大《环球邮
报》网站曾刊登前英国和南非国际金融机
构高级银行家迪帕克·库马尔的文章称，南
非的金融业、印度的技术、中国的制造业、
巴西的农业经济和俄罗斯的能源与矿业资
源，这些都是各国可以利用的自身优势。

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
灵活而有效。金砖机制本身是一个非正式
的论坛机制，这保证了合作的灵活性。同
时，金砖国家又建立了包括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在内的正式机制，保
证了执行的有效性。这种非正式与正式机
制相结合的模式可以说是金砖国家合作的
一大亮点。”徐秀军说。

2013年德班峰会上确定的金砖国家开
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金砖合作落地的
两大重要成果。2015年《金砖国家应急储

备安排中央银行间协议》正式签署，应急储
备安排初始规模 1000 亿美元。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是金砖合作建立的第一个实体机
构，2014 年正式成立；2016 年，成功发行 30
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2017年5月，新批准6
个项目，贷款总额16亿美元，项目总数和贷
款总额分别增至21个、超过51亿美元。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另一大亮点是
开放性。最初是四国，2010 年南非加入。
这几年虽然没有扩员，但是一直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紧密联系。比如，自2013年南非
德班峰会起，历届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
人都同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举行
了对话会。2017 年，中国厦门峰会期间，
中国提出‘金砖+’概念，更是凸显了金砖
国家合作机制的开放性。”徐秀军说。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金砖合作之
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
之道。这就是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人
文合作；倡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共同营
造良好外部环境。

担当：立己达人

金砖国家被誉为五个长短不一的手指
和一个有力的拳头。“握手成拳”之后，
无论从经济体量看，还是从合作水平看，
金砖国家都不容忽视：国土面积约占世界
三成，人口总数约占世界四成，经济总量
超过全球的 23%，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50%。

“金砖国家既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
良好愿望，也有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这一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意味
着，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容低

估。”江时学说。
事实上，金砖国家正为全球治理体系

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着独特的智慧
与力量。

“金砖国家合作搭建了南南合作新平
台。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不乏发达国
家的合作平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平台则是缺位的。如今，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使得全球层面上，新兴市场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有 了 对 接 与 合 作 的 平
台 ， 也 为 新 兴 市 场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同发达国家对话提供了支撑。”徐秀军说。

“金砖国家合作提出了全球治理新理
念。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走的是盟友合作的
传统道路，金砖国家则倡导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精神。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的，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
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
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
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
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
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
念。”徐秀军说。

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遭遇着个别发达国家
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金砖
国家合作也走过浅滩进入深水区。不过，
前景可期。“问题和挑战其实一直都存
在，如果利用得好，这些都可以转化为进
一步深化合作的动力和机遇。”徐秀军说。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合
作共赢；胸怀天下、立己达人。金砖国家
正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前行。

上图：2017年9月3日至5日，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厦门举行。图
为厦门大学、世茂海峡大厦及附近海岸

（2017年8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
姆·奥尼尔提出BRIC概念，用巴西、俄罗
斯、印度、中国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
缩写词，中国媒体和学者将其译为“金
砖”国家。

2006年，金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举行首次外长会，将一个经济概念转化为
具体行动，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

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
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会晤联合声明》。

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
巴西的巴西利亚举行。会后发表《“金砖
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联合声明》。

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印、巴商定，
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更名为“金
砖国家”。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
会晤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会晤以“展望
未来、共享繁荣”为主题，通过《三亚宣
言》，并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

融合作框架协议》。

2012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
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主题为“金砖国
家致力于全球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
系”，发表《德里宣言》。

2013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
会晤在南非德班举行，主题为“金砖国家
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
伙伴关系”，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
次会晤德班宣言》。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
发银行、外汇储备库，宣布成立金砖国家
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

2014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
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主题为“包容
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发表《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
签署 《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协
议》 和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
排的条约》。

2015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
会晤在俄罗斯乌法举行，主题为“金砖国
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
素”，发表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
晤乌法宣言》，通过 《金砖国家经济伙
伴战略》。

2015年，《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
央银行间协议》正式签署，应急储备安排
初始规模1000亿美元。

2016年10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
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主题为“打造有
效、包容、共同的解决方案”，发表《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果阿宣言》。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在中国厦门举行，主题为“深化金砖
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五国协
商一致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王 晴整理）

美国季刊——

金砖国家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保持了数十年的金砖国家部长级会议以
及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到反恐等
议题上的密切合作，是目前富有成效的
多边主义的典范。即将到来的南非峰
会必然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南非独立在线网站——

在过去 10 年中，金砖国家建立了有
效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商业理事
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常规货币储备
库和金砖国家网络大学。他们现在正在
讨论建立评级机构和共同支付系统以及
数字货币的可能性。他们还通过青年和
妇女运动在学术和民间轨道上合作，共
同打击恐怖主义。金砖国家正在优先重
视科学、技术、创新、先进医学等方面
的联合工作，并规划起草关于加强信息
和通信技术安全合作的联合协议。

泛非通讯社——

金砖国家有助于进一步为南非的经
济发展议程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发展议
程提供机会。金砖国家现在正在向当地
经济展示其巨大的潜力。金砖国家通过
分享最佳实践和发展模式，以应对共同
挑战。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寻求将全
球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重组推进到
更加公平和平衡的框架中去，而这一框
架以多边主义作为重要支柱。

印度《商业标准日报》——

由总理莫迪担任主席的联盟内阁7月
18 日批准在金砖国家之间签署关于区域
航空伙伴关系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谅
解备忘录是印度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
之间民用航空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并可
能促进金砖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贸易、
投资、旅游和文化交流。

美国CNBC非洲网站——

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之间的伙伴
关系受到外交、政治、安全、环境、经
济和区域合作相互作用的影响。金砖国
家应该保持多元化方面的团结，并致力
于为全球挑战制定共同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

金砖国家成员愿意承诺为非洲大陆
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是一个对非
洲大陆有利的消息。非洲“新大陆自由贸
易协定”的成功实施需要建设能够联通非
洲内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金砖
国家在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基金的两个主要来
源是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和中国为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而创建的丝路基金。金
砖国家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它在为改变
全球经济体系而持续做出努力。

（王 晴整理）

金砖10年 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张 红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从首次金

砖国家外长会议至今，金砖国家合作已

经走过十多个年头。2009年，金砖国家

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201 8年7月25日

至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将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金砖国家合作

从无到有，从虚到实，合作机制不断完

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回望来时路，

金砖国家创新了合作方式，走出了求同

存异、合作共赢、立己达人的新路。一

路走来，金砖更加光彩夺目。

环 球 热 点

4月 13日，“特色·融汇——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特展”在北京中国美术
馆举行。展览展出了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成员中国美术馆、南非Iziko博物馆
联盟、巴西国家美术馆、俄罗斯国家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印度国家现代美
术馆收藏和遴选的经典作品62件。图为家长抱着孩子观赏南非Iziko博物馆联
盟藏的威利·贝斯特的作品《失踪的孩子们》。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人文交流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打造了诸多像文化节、
电影节、运动会等接地气、惠民生的活动。2017年9月18日，金砖国家民族
舞晚会在厦门举行，来自金砖五国的演员为观众献上精彩的舞蹈。图为厦门
小白鹭民间舞蹈团演员在表演《海·风》。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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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8 日，厦门旺集科技电商平台 UMKA 中国区副总裁张晓燕
（中） 与中俄两国员工一起探讨业务。近年来，厦门与巴西、俄罗斯、印度、
南非4个金砖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更加开放、透明、规范的经营环境，让
中外企业在合作中实现经济共享、发展联动、成果互惠。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