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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同南美国家领

7月1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
国家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会。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本报巴西利亚 7 月 16 日电 记者王宝锟报道：
7月
16 日，金砖国家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在巴西利亚
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罗塞夫、俄罗斯
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以及苏里南总
统鲍特塞、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玻利维亚总统莫拉
莱斯、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厄瓜
多尔总统科雷亚、圭亚那总统拉莫塔尔、巴拉圭总统卡
特斯、秘鲁总统乌马拉、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等南美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
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
方案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共商加强金砖国家和南美
国家合作。
习近平在发言中指出，金砖国家和南美国家都是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格局中的上升
力量。我们要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方向发展，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
道路的权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更加
重视发展问题，帮助南美国家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事
业。我们要加强金砖国家同南美两大市场对接，积
极参与南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项
目融资等，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人民友谊。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南美有着悠久交往史，南美国
家是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
我们愿意
继续同大家做好朋友、好伙伴，共同推进中拉整体合
作。中国今年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正在同包括南美国家在内的各成员一道，
构建亚太区域
经济一体化框架和互联互通网络，
发展面向未来的亚太
伙伴关系，
期待南美国家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
其他与会领导人表示，金砖国家与南美国家对话，
分享发展经验，共谋合作大计，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合
作潜力巨大，要扎实推进务实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南美国家欢迎金砖国家成立开发银行、建立应急储备安排，希望这将为有关国
家提供融资支持，提高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相信双方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发展，也
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出席。

7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国家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这是与会各国领导人在会前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会谈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共创中巴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本报巴西利亚 7 月 17 日电 记
者王宝锟报道：当地时间 7 月 1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同巴西
总统罗塞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总
结 中 巴 建 交 40 年 来 的 成 功 经 验 ，
决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规划两
国关系未来发展，坚持合作、聚焦
发展，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走得更深更实。
会谈前，罗塞夫在总统府为
习 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巴西
利亚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威武的
骑兵马队等候习近平专车到来，并
护卫专车缓缓驶入总统府。习近平
检阅仪仗队。随后，在乐队伴奏
下，习近平走向总统府大楼，礼兵
列队两侧执戟致敬。在总统府入口
处，习近平受到罗塞夫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军
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升中国国
旗，鸣礼炮 21 响。随后，习近平
和罗塞夫分别介绍陪同官员。两位
元首一同登上观礼台，观看仪仗队
分列式。骑兵马队簇拥着军旗，踏
着鼓点，奔腾跳跃，奋蹄疾驰，接
受两国元首检阅。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
会谈。
罗塞夫对习近平对巴西进行国
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强调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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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重要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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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
习近平会见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习近平会见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习近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

3版

习近平会见巴西参议长和众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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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红光摄

主席在巴中建交 40 周年之际访问
巴西，具有重要意义，必将有力推
动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
发展。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
40 周年。建交 40 年来，两国坚持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相互协
作、交流互鉴，中巴关系长期稳
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政治
和战略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
平，利益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
密程度，两国已经成为命运共同
体。当前，国际格局复杂深刻变
化，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并存。中巴同为主要的发展
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
第二和第七 大 经 济 体 ， 均 处 在 关
键发展阶段。双方应该加强交流
合作，深化战略协作，共同营造
良好外部发展环境，促进各自发
展，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
方向发展，促进世界繁荣和
稳定。
（下转第三版）
左 图 当 地 时 间 7 月 17 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同巴
西总统罗塞夫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定向调控 精准发力
本报评论员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进入二季度
以来，PMI、固定资产投资、发电量、
货运量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了积
极变化。这些变化说明，
中央一系列
稳增长、
促改革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是及时的、
有效的。下半年交出更好
的经济
“答卷”
，
仍需根据不断变化的
形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继续在定
向调控上下功夫、
精准发力。
今年上半年，
从定向降准到稳定
外贸，
从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到扩大社
会资本开放，
针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
形势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党中央、国
务院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
基础上实施了预调、微调，在坚持区
间调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定向调控，
出台了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彼此相互关联，
既是促
改革的政策，也是稳增长的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又与结构调整结合在一
起，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加了
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有效支持了实体
经济做强。
但同时也要看到，
当前和未来一
段时间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仍然很
多。从国际上看，
发达国家经济虽有
一定起色，
但还不稳固。一些主要国
家的货币政策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最近，美联储负责人就表示，要警惕
“虚假曙光”
，
美国经济仍需宽松政策
支持。新兴市场不景气状况还在继
续，
对我国外需的带动作用有限。从
国内看，目前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
间，但毕竟是在中低位运行，而且中
西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速下滑，
宏观调
控面临着诸多
“两难”
选择。比如，
一
方面，
我国货币供应量已经很大，
6月

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超过了 120
万亿元，
已经是 GDP 的两倍多了；
但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
题仍很突出，据估算，现在大企业
融资成本大致超过 8%，中小企业
就更高了。如何保持“池子”里的
货币相对稳定，
又灵活运用货币政
策工具，盘活存量资金，优化增量
结构，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解决企
业融资难题，
考验着宏观调控的水
平和能力。又如，
财政收入和支出
存在“两难”。一边是受经济下行
压力仍然存在、
结构性减税等因素
影响，
中央财政收入增幅面临回落
压力，一些省份地方财政增收困
难；另一边是稳增长需要扩大支
出，改善民生需要扩大支出，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需要扩大支
出。如何在财政增收困难的情况
下，盘活存量、减少不必要的“三

公”经费支出？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这些两难问题，
又集中反映在
如何在调控中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的关系上。
应对这一复杂局面，
需要不断
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预见性和
针对性，既深入研究战略性、
规律
性问题，
也要敏锐捕捉苗头性、
倾向
性问题，
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
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
影响来之不
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
也不能
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
出
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要继续在落实定向调控措施上持
续发力、精准发力，切实把综合运
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既稳增
长，又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既
稳当前，
又为长远发展
“垫底子”
。
（更多报道见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