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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银川 9 月 6 日电 （记者
艾福梅） 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
览会6日在宁夏银川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拉伯国
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历史上，中阿
因丝绸之路相知相交。在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阿成为“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互
利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成果越来
越实。

习近平强调，在今年5月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我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
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得到阿拉伯世界积极响

应和广泛支持。本届博览会突出
“务实、创新、联动、共赢”主题，契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理念，为中阿
拓展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中国愿
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一
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享机遇，
共促和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
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博览会开幕大会
并发表主旨演讲。张平说，古丝绸
之路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紧密
联结在一起，今天中阿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为双方务实合作找准了方
向和突破口。张平建议，中阿双方
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推
进开放互惠、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
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合作水

平，共同落实好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进一步拓展投资金融合作，实施产
能对接行动；进一步深化能源资源
合作，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
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
共同谱写“一带一路”建设的辉煌
乐章。

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孔
戴等外国领导人和有关国际组织代
表出席了开幕大会。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是由
中国商务部、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
际性大型经贸活动，得到包括阿拉
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广泛欢迎，已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平台。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2017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福建厦门，

习近平主席出席并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对话会，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
幕式。

主持大小范围会议、发表演讲致辞、
会晤与会外国领导人⋯⋯站在新十年的
起点上，习近平主席立足金砖，放眼世界，
携手各方擘画共同发展进步的新蓝图。

一城如花半倚石，万点青山拥海来。
鹭岛为证，金砖合作在这里发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愈发响亮。

大国引领，凝聚金砖国家力量

这一次，世界将目光投向厦门，关注
金砖国家合作将书写怎样的新篇章。

4 日清早，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山海
之间。

形似巨轮的国际会议中心，迎宾长廊
如展翅飞翔的白鹭向前延伸。长长的红毯
两侧，英姿飒爽的礼兵昂首伫立。

习近平主席提前来到白鹭厅，迎接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四国来宾。

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的信函
发往四国领导人手中，介绍主席国设想，
由此正式拉开金砖国家“中国年”的大幕。

十年风雨同舟，十年砥砺前行。论分
量、看成色，金砖国家合作对全球发展举
足轻重。

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如约而至，
习近平主席同远道而来的贵宾握手寒暄。

面对各国记者，5 国领导人并肩站
立。“咱们手拉手！”习近平主席伸出双手
示意。照相机快门响起，定格这历史的
瞬间。

凤凰厅内，5 位领导人围圆桌落座。
圆桌中央，代表 5 国的彩色花瓣分外醒
目。习近平主席敲击木槌，宣布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开幕。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
于金石。’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习近平主席
的点睛之语，阐明了山海相隔的金砖国家
能够走到一起的合作基础。

回望来时路，启示新未来。在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
1000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及相关国际组
织和机构代表发表主旨演讲，深刻揭示出
金砖合作发展的要义：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金砖国家
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着来；

——务实创新、合作共赢。金砖国家
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
行动队；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金砖合作
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理解和认同，成为国际
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时针回拨到 2013 年初，南非德班，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全面阐述中国立场，提出
金砖国家“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
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四大目标。

5 年历程，步履坚实。在巴西福塔莱
萨，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
精神；在俄罗斯乌法，提出构建金砖国家

“四大伙伴关系”；在印度果阿，宣示扩大
和巩固金砖国家“朋友圈”。

一举一动，尽显中国作为。
《时间去哪儿了》，一部由金砖国家首

次联合拍摄的电影即将在全球上映。
4 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大同厅，

习近平主席邀请4国领导人共同观看片花。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

且平。
首次举办媒体高端论坛、首次举办媒

体联合摄影展、首次举办运动会⋯⋯一个
个首次，体现了东道主中国的独具匠心。

站立在白色祥云柱前，5 国领导人同
时按下各自面前的一枚中国印章，屏幕上
旋即显示出金砖国家中文国名篆刻印文。
金砖国家文化节拉开帷幕。

从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到人文交流，
中国行动打造金砖合作新支柱，开启“三
轮驱动”新阶段。

外媒评价，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不断前行，中国的引领
作用不可或缺。

这是值得自豪的历史进程——短短
10 年，金砖国家合作从无到有，由浅入
深，如今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向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开启新的金砖合作发展之门

—
—

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系列活动纪实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 近 平《在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单 行 本 出 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被赋
予更为丰富的内涵。而地处内陆的
宁夏，随着中阿博览会等展会的举
行，愈来愈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国家“向东看”和中国“向西看”的
新通道与新平台。

“作为全国首个内陆开放型经
济试验区，宁夏借助‘一带一路’建
设的东风，着力构筑‘空中、陆上、网
上’丝绸之路，通道经济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正在快速崛起！”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说。

开放：从末梢到前沿

区域经济实现均衡发展，缩小
东西差距是重要的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一直在奋
力爬坡追赶，原因有三：第一，由于
深居西北内陆，出口路程遥远、时间
长、成本高，生产、生活要素流动迟
缓；第二，经济外向度较低，对外开
放意识不强；第三，不是交通枢纽，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吸引力不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实施，宁夏从开放的末梢站到了前
沿。”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王和
山说。这个“前沿”是由地理方位、
政策效应和市场需求 3 个方面承

载的：
首先是地理方位。宁夏处在新

欧亚大陆桥国内段中间位置，拥有
对内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对外通
往中亚、西亚的特殊陆空优势；再看
政策效应，国家先后批准在宁夏设
立首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
银川设立综合保税区，批准银川为
国家扩大航权安排的重点城市等；
最后看市场需求，中亚、西亚细分市
场辐射 3 亿多人口，与我国双边贸
易额高达2300亿美元。我国西北、
华北、东北地区形成了一批具有国
际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优势商
品，可以为双方扩大贸易、开展产能
合作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下转第二版）

宁 夏 崛 起 通 道 经 济
——写在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召开之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国务
委员杨洁篪 6 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
访，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
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
话会成果。全文如下：

一、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将有力推
动金砖国家合作。您如何看本次会
晤的重要意义？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是今
年我国主办的又一场重要主场外交
活动，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完善
全球治理、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刚刚闭幕的厦门会晤取
得圆满成功，受到各方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指出，观察金砖合
作发展，既要把它放在世界发展和
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看，
又要把它放在五国各自和共同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这是我们看待
厦门会晤意义的两个关键视角。

金砖国家的联合自强，推动了
国际格局大演变、国际体系大调整，
向世界展现了金砖国家的力量。10
年来，金砖国家一直是拉动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全球治
理变革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
者。在当前世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的背景下，厦门会晤推动金砖国家
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贡献金砖智
慧、提出金砖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金砖自身来看，厦门会晤具
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
义。10年来，金砖国家践行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一步一
个脚印地往前走，金砖合作迈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在厦门会晤中，
习主席提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

“务实创新、合作共赢”“胸怀天下、

立己达人”三条重要启示，指明未来
金砖合作方向，奏响金砖合作第二
个“金色十年”的乐章。五国领导人
共同发表《厦门宣言》，就加强各领
域合作释放有力信号，展现了金砖
合作的强大生命力。

我相信，以厦门会晤为起点，金
砖合作的成色会更足、分量会更重、
动力会更强！

二、厦门会晤在推动金砖国家
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能
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经济合作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主
线，也是金砖合作的重要基础。10
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不断走向
深入，给五国发展创造了机遇，也给
各国企业和人民带来了许多实际利
益。在厦门会晤上，五国以落实《金
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为契机，推动
经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达成 30 多
项务实成果。 （下转第二版）

奏响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乐章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圆满成功富有成果

9 月 6 日，
在2017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
览会上，来自非
洲的参展商在
表演手鼓。当
日，2017 中国
—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在宁夏
银川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共
有来自埃及、
阿联酋等40余
个国家和地区
的 近 5000 家
参展商参展。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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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6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各领
域交往与合作继续推进。两国外交
安全团队和经济团队保持密切沟
通，双方正在筹备首轮中美社会和
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的国
事访问，希望双方团队共同努力，

确保访问取得成功。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

保持密切沟通、就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加强协调十分重要。我期待着年
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习主席
再次会晤。

两国元首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
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
坚定不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同时，我

们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坚持
和平解决的大方向，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
施策，积极探寻长久解决之道。

特朗普表示，美方对当前朝鲜
半岛形势的发展深感关切，重视中
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愿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尽早找到解
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我衷心希望厦门会晤为我们开启新的合作之门、发展之门，

迎来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开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光明未来。”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