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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历史门槛上
◀上接A01版
与会者纷纷以数据说话。“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已经达到 80%。按汇率法计算，
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
近40%。”

从习近平主席去年厦门会晤提到
的两个视角去看，可以更好把握金砖
合作的成长之路，也更能理解它之于
未来的意义。

在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维
度上，金砖合作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变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五
国各自和共同发展的维度上，金砖合
作朝着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
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的
目标不断迈进，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作出生动诠释。

今天，当金砖五国齐聚在恩古尼
语中被称为“黄金之城”的约翰内斯
堡，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在‘黄金之城’勾画‘金色十年’蓝图
美景，再恰当不过了！”这句话，当晚金
砖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宴会上，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原文引用，并呼吁各方共
迎第二个“金色十年”。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如何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
中运筹金砖合作？如何在世界发展和
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谋求
金砖国家自身发展？金砖会晤期间的
一系列讲话，习近平主席对未来10年
的世界走向作了深邃思考和精准判
断。拉马福萨总统在现场聆听习近平
主席讲话，不由感慨：“您的讲话很有
前瞻性。”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
能转换的关键10年。”

这次金砖会晤，主题聚焦“第四次
工业革命”。回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曾把“非洲的新工业化”作
为议题之一。时光如梭，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推进速度、它对于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催生力量，此刻，将关系未
来的抉择摆在各国面前。

各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阐释政策

理念。26 日的金砖会晤大范围会议
上，拉马福萨总统强调综合利用资源
成为创新者，巴西总统特梅尔关心加
强科技竞争力，俄罗斯总统普京陈述
了促进数字经济增长的战略，印度总
理莫迪期待“成为就业的创造者而非
寻求者”。

习近平主席从经济发展模式更新
的视角，去思考和把握这一蓬勃的时
代浪潮。“潮流来了，跟不上就会落后，
就会被淘汰。我们能够做的和应该做
的就是要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着
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
能转换。”

“未来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
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
塑的10年。”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愈演愈烈的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为约翰内斯堡
会晤的一个画外杂音，反而激发会场
内凝聚了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鲜
明阐述中国主张：“贸易战不可取，因
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
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维护规则的负责任立场，面向合
作的建设性态度，在会场赢得持久掌
声，也在世界范围内激荡回响。有外
媒评价称：“我们要对贸易战说‘不’”；
也有外媒引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认为中国为缓解全球焦虑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开放不要封闭，要互利共赢不
要以邻为壑，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
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十字路
口的坚定选择，成为金砖国家的共同
立场，也体现出金砖国家发展理念的
彼此契合。拉马福萨总统说，金砖国
家需要加强合作，维护多边秩序，维
护联合国的中心地位，维护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特梅尔总统说，金砖国家
应该加强团结，共同应对当前面临的
风险和挑战；普京总统说，金砖国家
要团结协作，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规
则，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经济秩序；
莫迪总理说，面对保护主义抬头、多边
体系面临挑战的局面，我们要积极参
与完善全球治理，弘扬多边主义，促进

自由贸易。
共同的声音，共同的决心。26日

金砖国家一致通过《约翰内斯堡宣
言》，文中写道：“我们认识到多边贸易
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强调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让所有国
家和民众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益处。”防
止全球经济滑向封闭陷阱，金砖国家
担当重任。

“未来10年，将是五国发展处于关
键阶段、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 10
年。”

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让世
界探寻背后的成因，越来越多的国家
渴望了解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习近平主席讲话中蕴含着中
国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

中国机遇，也是金砖的机遇、世界
的机遇。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习近
平主席对“中国机遇”如数家珍。博
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中国宣
布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今年11
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商机即
将接踵而至；还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应者云集的“一带一路”，这条从
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也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新的时代
注脚。

内部和外部，探求合作之道

“伙伴”，金砖国家领导人每逢聚
首畅谈，习近平主席常会谈到这个话
题。

金砖五国一路牵手走到今天，路
上也不乏荆棘风雨。看到个别金砖国
家经济数据起伏、发展遭遇不同程度
的逆风，国际上有些人惊呼“金砖褪
色”了，甚至妄言“金砖破碎”了。对
此，习近平主席坚定回应：“金砖国家
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
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约翰内斯堡
会晤，他再次凝聚信心：“只要金砖国
家携手同心，就能不断攀越险峰峭壁，
登顶新的高峰、到达新的高度……”

巴西福塔莱萨会晤期间，在习近
平主席亲自协调推动下，金砖五国自
主创立了首个多边金融机构，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应运而生。习近平主席
指出：“它的成立，是对既有金融体系
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可以促进国际金
融体系更加深刻地反思、更加主动地
改革。”历经4年时间，新开发银行地区
中心建设成为约翰内斯堡会晤的热门
话题。拉马福萨总统说，新开发银行
弥补了巨大鸿沟。习近平主席再次强
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努力把
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

在当前世界面临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的背景下，有人形象地将金砖国
家约翰内斯堡会晤称之为“抱团取
暖”。

“伙伴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顺
境中共襄盛举，更在于逆境时携手前
行。”“不为风雨所动，不为杂音所扰，
不为困难所阻……”习近平主席出席
历次金砖会晤的经典语句，启迪深
远。今天，出席纪念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10周年非正式会议时，习近平主
席谈到了两组金砖伙伴关系。

一组伙伴关系着眼金砖内部合
作，“秉持金砖精神，深化金砖战略伙
伴关系”。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
合作共赢，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习近
平主席曾深刻总结金砖发展10年经验
的3条启示。约翰内斯堡会晤时，习近
平主席评价称，金砖合作摒弃了政治
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拒绝了意识形
态划线的老思维，超越了你输我赢、赢
者通吃的老观念，是国际关系和国际
合作的一个重要创新。

当伙伴关系遇到时代大潮，将迸
发出怎样的活力和潜力？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中国为约
翰内斯堡会晤作出的又一份贡献。习
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开宗
明义、阐释内涵：“我们将共同建设金
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加强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创新和工业化
合作，联手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
转型升级。”

在发展大势的坐标上思考新的合
作之道，中国提出的方案高瞻远瞩又
切中肯綮，成为会场共识。翻开会晤

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宣言》，明确提出：
“我们高度评价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我们将启动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的全面运作。”拉马福萨
总统对此评价：“这一伙伴关系将通过
工业化、创新、包容增长、投资合作把
第二个‘金色十年’的蓝图转化为现
实。”

一组伙伴关系牵手金砖外部合
作，“拓展‘金砖+’合作，构建广泛伙伴
关系”。

金砖合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五国范
畴。

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美美与共。
金砖会晤期间，同周边国家、同相关国
际或地区组织对话渐成机制。越来越
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渴望
走近金砖。中国水到渠成提出了“金
砖+”的概念并付诸实践。

金砖合作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延续这一创新，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
再度举行“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来自
非洲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20多位领导人济济一堂。

会场上，讨论话题的广度和深度
令人感叹。

近 3 年前，正是在同一个会议中
心，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他的发言赢得了非洲
领导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
伙伴”的连连赞叹。而这次，对中非关
系“真实亲诚”四个字，非洲人民在奔
驰的列车、宽阔的道路、丰收的农田、
温暖的房屋……有着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讲述了中国
公司投资乌干达、带动当地发展的故
事，中国的“义利观”收获了广泛共鸣。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谈论即
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都对
这场盛会心怀期待。他们道出了共同
观感：“非洲大陆正在集中精力致力于
自身发展振兴，这次峰会正当其时。”

拉马福萨在“金砖+”领导人对话
会的总结讲话上，专门提到了北京峰
会：“这次金砖会晤为9月的北京峰会
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我们将在
北京再度相聚，我们期待着去北京同
习主席会面。”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因开放包
容，金砖合作的辐射圈如水波荡漾，渐
次铺展。习近平主席在大范围会议上
指出：“厦门会晤更确立了‘金砖+’合
作理念，其要义是在不断强化五国团
结协作内核，提升金砖合作向心力、凝
聚力的同时，持续扩大金砖国家‘朋友
圈’，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言必信，行必果。就在一天后，当
《约翰内斯堡宣言》通过金砖国家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之后，习近平主席在

“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向广大的新
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出倡议：

“中方倡议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既面向金砖国家，也面向广
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把协
同效应释放出来，实现创新、联动、包
容发展。”

在通过《约翰内斯堡宣言》的金砖
国家领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暨签
字仪式现场，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环
节——与人类摇篮遗址视频连线。裹
挟着泥土芬芳的镜头从约翰内斯堡西
北部实时传送到会场，这里发现的人
类先祖化石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推
开历史的厚重大门，倾听远古的时空
回响，拉马福萨总统说，把握好第四次
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在金砖合作第
二个“金色十年”实现更好发展，共同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
来。

命运与共，前景相连。“金砖机制
自成立之初，就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
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阐
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行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
家的地位没有变。无论将来中国怎么
发展，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都会坚
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都会继
续致力于同大家发展紧密的伙伴关
系。”

这是中国向世界的承诺，这是中
国不变的情怀与担当。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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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
园区“搭台”企业“唱戏”

“在今天招聘会现场，我们收到了
不少应聘者的简历。其中大部分应聘
者非常优秀，接下来我们会做进一步
的接洽和沟通。”在招聘会举办当天，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助理林伟说。

一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始终
将人才作为园区事业发展的“第一资
源”。今年5月13日《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正式
发布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响
应，迅速行动，组织举办系列人才靶
向招聘会。

5月16日，海口国家高新区在海
南举办首场靶向（技术工人）招聘会并
取得良好成效。为进一步帮助园区企
业引进更多中高端优秀人才，海口国

家高新区加快揽才步伐，积极筹备于
7月28日在深圳举办2018年第二场
靶向（中高端人才）招聘会。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13家企业涉
及医药、互联网、环保、机电等四大行
业，共提供166个招聘岗位。其中，医
药制药行业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支柱
产业，共有8家医药制药公司参与招
聘，参会企业数量占比62%。本次招
聘会提供的岗位，涉及研发、设计、生
产、质量等专业领域，包含专员、主管、
经理、总监等岗位类型。

新举措
精准匹配 提高揽才效率

“如果面试能顺利通过，有机会回
家乡工作，哪怕薪资比深圳少一些，我
也很乐意。”在招聘会当天，参与面试
的琼籍小伙子诚恳地说。

海南良好的生态，广阔的发展前

景，不仅吸引了许多在岛外的琼籍人
才回乡就业，也吸引了不少外省优秀
人才的目光。

一位来自深圳的刘先生告诉笔
者，他之前一直从事环保工作，海南的
生态优势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让
他对海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希望能
到海南就业。

据了解，为了实现精准招聘，在举
办该场招聘会之前，海口国家高新区
扎实开展筹备工作，依托专业机构调
查了解企业的中高端人才需求情况，
着力提高岗位和人才的匹配度。

“前期的大量宣传，后期的专人执
行，以及招聘会现场的氛围营造，提升
了面试的效果。主办方将人才和岗位
进行精准匹配，提升了企业揽才的效
率。”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统计，此次招聘会前期共邀约
应聘者 440 人，当天到场 250 余人

次。到场应聘者包含博士研究生3
人、硕士研究生 38人、本科学历者
190人、其他学历者19人。其中，拥
有中高级职称以上者90人。各企业
共收到简历211份，初步达成招聘意
向51人。

破壁垒
抱团取暖 实现资源共享

“参加这场招聘会,除了招到优
秀人才，我们还收获了许多。”海南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
员介绍，这次招聘会的成功举办，加
深了企业和政府、医药同行、以及猎
头公司之间的沟通交流，拓宽了他
们的视野。

“深圳是全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
市之一，此次在深圳举办人才靶向招
聘会是一次大胆创新的尝试。企业和
企业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实现了资源共享，抱团取暖。”海口国
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招聘
会在多部门和各企业的通力合作下，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负责人还介绍，目前园区正在
筹建人才服务网。网站建成后招聘
版块将免费提供给园区企业使用，企
业可在网上进行全年度的人才动态
招聘。同时，各类人才也可登录该网
站免费注册，发送求职信息，园区企
业招才和人才求职可以在网上实现
无缝对接。

接下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继续
坚定不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借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绝佳时机，实施多项靶向引
才计划，搭建起企业与中高端人才沟
通的桥梁，建立高效优质的开放式交
流平台，有效解决企业中高端专业人
才使用需求，确保各类人才在园区各
尽其用、各展其才。

海口国家高新区2018年第二场靶向（中高端人才）招聘会走进深圳

精准匹配，助力园区企业高效揽才
海口国家高新区
招才引智出实招

一、统筹当地人才。目前海口国家高新区
已与海南各大院校建立了稳定的人才培养合
作关系，将本地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向园区。

二、统筹外地琼籍人才。结合“百万人才
进海南”相关政策，吸引在外地的琼籍人才回
海南就业创业。

三、统筹国内人才。本着企业缺什么就招
什么的原则，面向全国开展靶向招聘，并以“三
以三招”（即以产业招产业、以企业招企业、以
人才招人才）新模式，吸引全国各地人才来琼
发展。

四、统筹境外人才。与第三方人力资源机
构展开合作，借助第三方人才智库，根据园区
企业高端人才需求，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五、搭建平台为高端人才“筑巢”。在园区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2017年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3家企业建立省级院
士工作站。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将继续引导支
持企业创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柔性
引进院士、博士及其核心团队来琼开展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

(本版策划/王文壮 容朝虹 撰文/容朝虹 史珍萍

图片均由海口国家高新区提供)

7月2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2018年第二场靶向（中高端人才）招聘会在深圳举行。

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与企业招聘工作人员面
对面交流。

“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今年
以来海南相继出台的多项好政策，
让人兴奋。如今又有这么一个好
平台让我有机会回家乡就业，实在
难得。”7月28日上午，海口国家高
新区2018年第二场靶向（中高端
人才）招聘会在深圳举办，一名在
深圳就业的琼籍小伙子在海南皇
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展位前
面试时激动地说道。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
业而聚。”中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是构建企业人才结构的关键要
素。为了帮助园区企业引进更多
中高端优秀人才，为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储备高端人才做准备，海口国家
高新区特在深圳举办2018年第二
场靶向（中高端人才）招聘会，这是
海口国家高新区面向发达地区靶
向揽才的一次大胆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