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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7月8日专电（记者张
家伟）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8日发布
2015年金砖五国大学排名，中国共有
110所大学入选400强，入选数量占据
首位。

在这份新出炉的排行榜上，印度、俄
罗斯和巴西都有超过90所高校入选前
400名，南非有14所入选。

中国入选的110所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校中，北京23所，江苏14所，上海
10所。

据QS集团介绍，从单项指标看，中
国的重点大学在科研方面极具国际竞争
力，其中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
以及中科大都在“篇均引用”这一指标上
排名金砖国家前10。

在“全球学术声誉”方面，中国大学
稳步上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学入选金砖国家
前10。但在体现教学质量的“师生比”
上，中国仅有10所大学排名前100。此
外，在“国际学生比例”的排名方面，中国
高校与其他4国名校相比也有待提高。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说，
这份排名使用了包括篇均引用、国际学
生比例、国际教职工比例、全球学术声誉
和雇主声誉等8项指标来进行综合评估。

习近平分别会见印度南非巴西领导人

据新华社俄罗斯乌法 7 月 8 日电
（记者刘华 侯丽军）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
在俄罗斯乌法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们在中国
西安就充实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构建
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达成重要
共识，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印
两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积
极信号。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我们达成的
各项共识正在得到落实，两国立法机构、
铁路、产业园区、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稳
步推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双方要共同努力，
维护中印关系积极发展势头，开创互利合
作新局面。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加强各
层级战略沟通。要按计划完成重大合作
项目可行性研究，打造中印合作旗舰项
目。要实施好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

开展好智库、媒体、地方合作。要妥善管
控分歧，共同努力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
宁。要携手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建设，探讨将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印方
有关倡议有效对接，实现互利合作和共同
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印同为金砖国家坚定
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要共同致力于建设
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
关系，努力推动金砖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
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莫迪表示，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金砖
国家框架下的合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为印中
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印度愿积极参
与上述银行的建设和合作项目。

据新华社俄罗斯乌法7月9日电（记

者孟娜 郝薇薇）7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俄罗斯乌法会见南非总统祖马。

习近平表示，过去两年，我同总统先
生成功实现互访，就加强两国合作作出长
远规划和全面部署。中南关系保持强劲
发展势头，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在
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战略合作卓有成效，极
大丰富了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方愿意同南方密切协作，着力推进在开
发海洋经济、产业产能、经济特区、能源、
金融等重点领域互利合作，将中南友好和
政治互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南两国在重大国际
问题上保持着良好沟通和协调，我对此感
到高兴。中方也愿加强同南非在金砖国
家框架内合作，为金砖国家建设添砖加
瓦，推动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
建设性作用，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命运

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加强同非洲国家
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重要基
石。中方愿意同非方携手努力，把中非传
统友好优势转化为合作发展动力，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
成立15周年，作为论坛共同主席国，中方
愿意同南方一道，共同把将于今年在南非
召开的论坛会议办成一次加强中非团结、
共谋中非合作未来的盛会。

祖马表示，南非赞赏中方长期以来对
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非
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的理解和
对中非合作论坛的高度重视。作为今年
论坛会议主办国，南非希望通过同中方的
密切合作，使本次论坛取得积极成果。南
非也愿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加强非洲

国家同中国的卫生合作。
据新华社俄罗斯乌法7月9日电（记

者孟娜）7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
斯乌法会见巴西总统罗塞夫。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两国已经成为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双
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互利友好合作不断
取得新成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
持密切对话协作。中巴关系的全局性和
战略性影响日益凸显，中巴关系这棵参天
大树更加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重
视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一道，秉承
坚持合作、聚焦发展的原则，密切全方位
交往，不断提高双边经贸合作水平，优化
贸易结构，促进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油气、电力、清洁能

源、装备制造、农业等领域产业投资合作，
密切金融合作。中方愿意同巴方密切在
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
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框架内的协调和
配合，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
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整
体利益。

罗塞夫表示，巴中分别是西半球和东
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巴西最大贸
易伙伴。近年来，巴中高层交往频繁，两
国制订了双边关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双方
要共同努力，落实好高层交往达成的各项
共识，继续加强贸易、投资、金融、科技、航
天、教育、农产品、新能源、飞机制造、基础
设施等领域合作。感谢中方支持巴西成
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
巴方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同中方加
强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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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10所大学
入选金砖五国
大学400强

“金砖国家”最初是指巴西、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四国。因为这四个国家英文
首字母组成的“BRIC”一词，其发音与英
文的“砖块”非常相似，所以被称为“金砖
四国”。2010年12月，四国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正式吸收南非加入机制。机
制英文名称为“BRICS”。“金砖四国”也
因此改称为“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
29.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2.6％。
过去十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50％。

金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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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乌法出席7月8日至9日举行的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7月9日至10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见莫迪时，习近平强调要携手推进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会见祖马时，习近平表示愿加强同南非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合作，为金砖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会见罗塞夫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巴方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

两大国际合作组织此次共同在乌法
举行峰会，使媒体目光聚焦到了俄罗斯中
部的这座城市。乌法位于乌拉尔山脉西
南侧，别拉亚河畔，乌法河和焦马河注入
处，是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简
称“巴什基尔”）的首府，也是俄罗斯最大
的经济、文化、科学和宗教中心之一，位于
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地段。同时，乌
法也是目前正在建设的“中国西部-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奥伦堡州-巴什科尔托斯
坦-鞑靼斯坦-莫斯科-圣彼得堡-欧洲”
欧亚公路走廊的重要一环。

乌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交通
枢纽地位，或许正是两大国际合作组织
选择在乌法召开峰会的重要原因。巴什
基尔领导人哈米托夫在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说，历史上中国的丝路商队就从巴什
基尔旁边经过。巴什基尔非常支持俄中

两国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开展对接合作的战
略。未来，一条通过巴什基尔连接欧洲
和中国的公路，将大幅加速中国与俄罗
斯、中国与欧洲的商品流转速度，同时通
往中国的铁路也在规划之中。巴什基尔
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峰会事务部长米尔
萨亚波夫则透露，乌法峰会的有关筹备
于两年前就全面启动了。

同时，乌法峰会也是习近平主席在
时隔2个月之后再次到访俄罗斯。峰会
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
行双边会见，并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第
二次会晤。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

办杨庆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新形
势下，三方都提出重要发展战略，都同意
把中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蒙方的
草原之路倡议、俄方的跨欧亚大铁路倡
议实现战略对接发展，深化三方合作已
成为三方发展战略的共同选择。

程国平透露，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
导人还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
欧亚经济联盟，及受邀国领导人和国际
组织负责人举行对话会。希望通过此次
对话，推动上述3个组织之间加强政治、
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相互促进、形
成合力，共同提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的影响力。 （综合）

两大国际合作组织
对接各国重要发展战略

上合组织各国元首将在峰会上审议并
批准《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
通过这份内容涵盖广泛的政治性纲领文
件，为该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谋篇布局。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人民日
报》文章中指出，要以落实好《上海合作
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为引领，规划
好本组织中长期发展方向，进一步增强
成员国之间团结协作的行动力，为实现

本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发挥自己的
作用。

备受关注的上合组织扩员问题也有
望在此次乌法峰会上取得突破。程国平
副部长在吹风会上表示，上合峰会将启
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
程序，这意味着上合组织扩员大门正式
打开。他透露，已有越来越多国家提出
希望参与上合组织合作，表明上合组织

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
驻土库曼斯坦前大使吴虹滨认为，

若印巴能够成功加入上合组织，将会为
上合组织的发展再添助力。一方面，印
巴加入上合组织，能够使上合组织成员
国人口总数占到世界总人口的约一半，
其影响力大大增强，同时突破了原有的
地域局限，并对其他处于观望状态的周
边国家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使上合组
织的影响力能够拓展到南亚甚至更广阔
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上合组织内部
的合作将会有新的发展空间，并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互
相推动、互相融合。

上合组织成员国扩员
大门正式打开

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以“金砖国
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
为主题，承接了此前六次领导人会晤关于
经济合作和和平发展的努力。这也是习近
平主席第三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金砖国家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对世
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

国现代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
英说，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金砖国
家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又多是
地区大国，其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目前
全世界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因近
期美元汇率不断走高，2015年下半年将
成为世界经济的敏感期。因此，本次会

晤通过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
领域的合作，对金砖国家的发展、新兴市
场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复苏都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外交部程国平副部长表示，中方期
待此次乌法会晤期间，各方推动金砖银行和
应急储备安排在投入运转方面取得新进展。

去年7月，金砖五国在峰会期间宣布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时宣布建立金
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2015年7月1日，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批准了《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透露，根据金砖
五国商定的计划，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7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
议，任命董事会成员和首任领导层，制定
理事会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商讨银行5年
发展战略。

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在《人民日
报》上撰文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顺应
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群体
性崛起，是新兴市场国家为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图共赢而创建的交流与合作
平台。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召开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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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俄罗斯乌法7月9日电（记者
侯丽军）7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
法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
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蒙元首第二次会
晤。

习近平指出，去年9月我们首次举行
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启动了三方合作
进程。这是我们着眼三国共同发展、促
进区域合作作出的重大决策。中俄蒙互
为邻国和战略伙伴，开展三方合作既有
良好基础，也有巨大潜力。我们要从战
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推动三方开展
全面合作。政治上，要增进互信，打造命
运共同体；经济上，要对接各自发展战
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人文上，要
密切民众交流和联系，巩固三方合作社
会基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

调和配合，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经济合作是三方合作

优先和重点领域。希望三方将中方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俄方跨欧亚大通道建
设、蒙方“草原之路”倡议更加紧密对接
起来，推动构建中俄蒙经济走廊。三国
主管部门要抓紧把三方发展战略对接落
实到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上来。中俄已
商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对接，也欢迎欧亚经济联盟建
设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对接合作。这
是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带动整个欧亚
大陆发展的重要举措，欢迎蒙方积极参
与。

普京表示，俄中蒙三国联系紧密，拥
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去年首次三国元首
会晤以来，相关部门保持了密切沟通协

调，铁路运输、旅游等领域合作顺利展
开。很高兴此次会晤期间，三方达成了
拓展和深化合作的共识，这符合我们的
共同利益。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蒙中俄三国
元首第二次会晤达成三方深化合作的共
识，令人高兴。三国在铁路运输、物流、
农产品和矿产品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
等领域开展合作，将造福三国人民。蒙
方希望推动三国合作深入发展。

三国元首批准了《中俄蒙发展三方
合作中期路线图》。三国有关部门分别
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创建便
利条件促进中俄蒙三国贸易发展的合作
框架协定》、《关于中俄蒙边境口岸发展
领域合作的框架协定》。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第二次会晤

三国元首批准了
《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7月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在俄罗斯乌法举
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巴西总统罗塞夫、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
祖马等共同出席。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

时事档案

金 砖 国
家领导人第
七次会晤和
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
7 月 8 日 至
10日先后在
俄罗斯巴什
科尔托斯坦
共和国首府
乌 法 市 举
行。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
平出席，这是
习近平主席
连续第三次
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
晤，体现中方
对金砖国家
合作的高度
重视。同时，
习近平主席
时隔两个月
再次赴俄参
加上合峰会，
体现中方对
欧亚地区和
上合组织的
高度重视。

乌法峰会会场外景。（新华国际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