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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评论员

这是推动金砖合作的中国方案，这是倡导多边主义的时代
强音。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在公开和
闭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着眼当今世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
出促进金砖合作与发展的三点倡议，阐明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
要义，指出践行多边主义的行动路径。讲话直面时代挑战，回应
各国关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激荡着为人民谋幸福、为世
界谋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此次会晤正值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时刻。
环顾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崛起势头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愈演愈烈，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世界经济中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身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

砖国家更应勇立时代潮头，展现责任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
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面对改革创新的时代机遇，金砖国家应有大智慧，做好团结
合作的推动者和示范者。近年来，在“三轮驱动”合作架构下，金
砖经贸财经、政治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习
近平主席此次提出“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谋求开放创新
的发展前景”“促进互学互鉴的人文交流”等倡议，体现了金砖合
作的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顺应新工业革命潮流，打造更全面、
更紧密、更广泛伙伴关系的远见卓识。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
势，金砖国家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深化互利合作，定
能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金砖国家应有大担当，勇做多
边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弘扬多边主义
的核心要义是“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
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这一精辟论述，指出了世界乱局的病灶
所在，为破解人类难题明确了方向。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方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维护以
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让经济全球化造
福各国人民、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一直以来，中国在多边框架内
与各国深化合作，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无论是深化金砖合作的中国方案，还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无
论是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的有力支持，还是通过开放
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站在历
史和道义的正确一边。如今，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正成为世界
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心声，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历史可鉴，未来可期。在打造金砖国家第二个“金色十年”

征程中，各国携手努力、砥砺前行，金砖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合作共赢的大道必将越走越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

谱写金砖合作新篇，奏响多边主义强音
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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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
报道：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一次会晤当地时间 14
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
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海外专家学者认为，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世界
传递出中国致力于同其他
金砖国家深入推进各领域
合作、携手倡导并践行多
边主义的有力信号，为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强劲
动力。中国坚持扩大开放，
与各国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将给各国带
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携手倡导践行

多边主义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
卢卡斯·瓜尔达认为，习近
平主席在讲话中呼吁倡导
并践行多边主义、坚决反
对保护主义，展现了中国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加强
金砖合作，将为全球经济
增长和创造就业作出切实
贡献，世界各国都将从中
受益。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大
学圣保罗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利贾·科斯塔十分赞赏
习近平主席有关践行多边
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的观
点。她说，支持多边主义和
多边贸易体制是维护全球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
择，期待金砖五国在发展
各自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加
深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罗伯特·库恩说，中国坚定
地支持多边主义，对整个
世界的稳定、安全与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自
身发展的同时，也非常重
视履行一个大国的全球
责任。

卢旺达大学政治科学
系高级讲师伊斯梅尔·布
坎南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
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的论
述。他说，贸易保护主义正
在阻碍全球经济发展，自
由开放是贸易和投资增长
的基石。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
爱德赫雷·卡文斯说，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为践行多边
主义、维护和加强多边贸
易体制提供了动力。以金
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
体应该携手合作，推动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向前
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认

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
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亮点所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现
了中国对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世界贸
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决心。

深入推进金砖务实合作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路易斯·
保利诺很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的论述。他说，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以及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肯尼亚经济学家亨利·万德拉说，金砖国家都是新兴
经济体，市场空间广阔。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呼吁深入推
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在贸易和投资、数字经
济、互联互通等领域不断打造合作成果。这表明中国看好
金砖国家未来的发展。

智利大学学者、政治分析师吉列尔莫·霍尔茨曼说，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有关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不断打造合
作成果的内容非常重要，将赋予金砖合作新的力量，推动
金砖国家在各领域协同发展。

黎巴嫩中国问题专家马哈茂德·拉亚说，金砖五国携
手合作将带来真正机遇，让世界各国一起享受可持续发
展的红利。数字经济和现代科技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进
步的强有力和可靠动力。金砖国家在这些领域发展迅速，
给全球经济带来积极乐观的信号。

分享开放共赢合作机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副教授沈凯玲
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谋求开放创新的发展前
景等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为包
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更提供了
不断创新的动力。

巴中工商总会研究员伊莎贝尔·卡瓦略表示，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
谋发展的立场和决心。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应提高话
语权，开展全球合作，造福世界人民。

乌克兰政策分析专家弗拉基米尔·沃利亚说，通过开
放和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中国进一步推动了地区融
合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不仅使世界
联系更加紧密，也使世界更加安全。

墨西哥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研究所所长何塞·路易
斯·德拉克鲁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现出中国寻求各
方达成共识、相互尊重，从而以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带动
投资与合作，这为各国合作与发展带来更多确定性。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兰·辛格
说，金砖国家已成为支持合作、倡导践行多边主义的强
大力量，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
了积极贡献，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参与记者：
王晓梅、宫若涵、尹南、倪瑞捷、储信艳、杨臻、杨士龙、吕
天然、李东旭、岳东兴、周星竹、李良勇、吴昊、赵旭、王
丽丽）

据新华社香港 11 月 15 日电（记
者周文其）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
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
场。香港主流舆论及社会各界 15 日
表示，习主席的讲话向世界展示了中
央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与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将指
引香港各界民众团结一心，以更坚定
的决心支持特区政府止暴制乱。

《大公报》社评表示，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是中央对香港局势的最
新分析及定性。讲话中的三个“坚
定支持”、三个“坚定不移”一气呵
成，既有丰富内涵，更是高屋建瓴
为解决香港问题提出明确的方向
和方案。中央对解决香港目前面临
的问题有足够的定力、充分的信
心、多样化的手段。中央坚定支持
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体现了对
“一国两制”的尊重，对特区政府的
信任。止暴制乱责任重大，不是单
靠个别部门单打独斗，需要香港特
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共同努力。

香港《文汇报》社评强调，习近平
主席代表中央对香港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指引，对香
港各界寄予厚望，增强了大家对止暴
制乱的信心，让港人坚信在中央坚定
不移的支持下，香港各界众志成城、
迎难而上，一定能够推动香港转危为
安。同时，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坚定
有力的表态，也表明了中国在原则问
题上寸步不让，粉碎了部分势力颠覆
香港、扰乱中国的幻想。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
会会长唐英年表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给香港各界以振奋、鼓舞，为
香港应对当前困难、重拾和谐稳定
提供了关键支持，自己也将发挥一
切所能，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提到
的三个“坚定支持”、三个“坚定不
移”做出最大的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说，
这一讲话反映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
香港局势，并清楚地指出了当前香港
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香港特区内
部应动员一切力量，以更强有力的手
段依法止暴制乱。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
联副主席陈勇说，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证明习主席、中央政府与广大内
地同胞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有了
如此强大的支持，香港各界有更大
的信心与勇气全力止暴制乱，维护
好香港的繁荣稳定与社会秩序。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联
会会长吴秋北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要告诉全世界，中
央政府对特区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坚定信任、坚决支持，并
向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发出警告，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暴徒、反
对派、外国势力反中乱港的政治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志祥说，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
分子”十分重要，如果法庭对暴力违法案件作出具有阻吓力
的判决，相信会让更多人警醒，从而制止暴力、恢复秩序。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亮星强调，法治是香港核心价值，
香港一定要重视法治、坚持法治、用好法治，各部门要通力合
作，才可以真正止暴制乱。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魏明德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实际上这也
是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诉求，香港要想实现繁荣稳定，首要
条件就是止暴制乱、维护法治。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全
世界重申了中央政府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庄严承诺，展现
了中央政府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处理好当前香港面临问
题的高度自信。同时，这一讲话也表明止暴制乱不是单个部
门的职责，需要香港各个机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吴旭洋说，香港百姓的日常生活已受到
严重影响，上班、购物、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都难以得
到保障。因此，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对破坏香港法治和
人权、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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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
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多国各界人士表
示，他们支持中国政府立场，希望香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白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白中友协主席托济克说，他完全赞同
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他说，香港暴力犯罪分子的
行为早已远远超出正常抗议活动和法律的范畴，现在的抗议活动
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迹象，不能再任由局势继续发展下去。
希望香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止混乱。他还强调，香港是中国
的领土，任何外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政府如何行事。香港问题是中
国内政问题，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不允许的。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说，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指出的，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香港的混乱会让这座城市陷入发展困境。持续的暴力将
进一步破坏城市经济，摧毁人们的生计。香港的暴徒们很快会意
识到，香港的未来并不在他们这边。

澳大利亚知名侨领、堪培拉澳华会名誉会长黄树樑说，习近
平主席讲话非常及时，给期盼恢复社会秩序的香港市民吃下一
颗“定心丸”。黄树樑说，目前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影
响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这些暴徒堪称“城市恐怖分子”，如果类
似行为发生在澳大利亚或美国，他们会被当地警方逮捕甚至
击毙。

赞比亚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埃德温·萨卡拉表示完全支持习近
平主席的观点。他说，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严重践踏法治和

社会秩序的非法抗议活动。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是对民主的严重
滥用，是不可接受的，需要果断采取措施结束暴力和混乱。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说，当前香港的暴力示威
活动正在不断升级，甚至出现恐怖主义倾向，扰乱了香港正常
的社会秩序，破坏了香港繁荣的商业环境，因此当前香港必须
尽快止暴制乱，才能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果香港陷
入持续混乱，将对整个地区的稳定发展构成伤害。他希望香港
特区政府能尽快结束当前的混乱局面，恢复社会秩序。

格鲁吉亚《每日新闻网》主编阿弗坦迪尔·奥提纳什维利
说，习近平主席就香港问题的最新表态为香港恢复法治和秩
序指明了方向。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士都对香港目前的
糟糕状况表示忧虑。持续的暴力行为是对香港法治和秩序的
践踏，将损害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这种暴
力犯罪的存在。应立即制止不断蔓延的暴力犯罪行为，惩治不
法之徒，恢复香港社会的正常秩序。

阿富汗政治分析师兼专栏作家哈贾图拉·齐亚说，暴力犯
罪分子已经对香港造成了巨大破坏，给香港的商业和教育带
来了巨大损失。现在是时候对暴力犯罪分子采取行动了。齐亚
认为，香港如今的动荡局面是由某些国家煽动起来的，这些国
家采取双重标准，旨在破坏地区稳定。暴力犯罪分子应该从一
些中东国家的例子里吸取教训。过去十几年，一些中东国家在
外部势力的煽动下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暴力示威，最终陷入
血腥冲突与残酷破坏。（参与记者：魏忠杰、李佳、储信艳、杨
臻、岳东兴、彭立军、杨柯、袁梦晨、李铭、陈鑫、邹德路、谢琳）

香 港 应 尽 快 止 暴 制 乱
国际社会支持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
人杨光 15 日发表谈话表示，习近平主席 14 日在巴西就香港
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
的最强音，国务院港澳办将坚决贯彻落实，全力支持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加大对激进暴力犯罪活动的惩治力度，尽
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杨光说，习近平主席心系香港，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香港当前局势发表重要讲话，表明中
国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修例风波持续
5 个多月，特别是近期激进暴力犯罪活动升级的情况下，对
止暴制乱工作发出的最强音，句句千钧，振聋发聩。习近平主
席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了激进暴力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和

实质，明确宣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局势的基本立场和态
度，明确提出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为稳定香港局势指明
了方向和路径。这一重要讲话是对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
府的强有力支持、对广大市民的巨大鼓舞、对激进暴乱分
子及其幕后支持势力的严厉警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
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通过各种
方式支持和鼓励香港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凝聚起反暴力、
护法治、保稳定的压倒性正能量，促使香港尽快结束乱局，
恢复社会稳定。中央政府和全国 14 亿人民永远是香港战
胜任何风险挑战的最坚强后盾。

习近平主席巴西讲话发出中央

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强音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

新华社香港 11 月 15 日电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
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 15 日就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
香港局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发表谈话。该负责人表示，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
明确提出“六个坚定”，为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这是习近平主席本月内第二次谈香港局势。习主席强调，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中央
对当前香港形势的判断，更是具体的工作要求。习主席指出，
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这“六个坚定”再
次表明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是香港战胜当前困难的最
坚强后盾，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坚决反对和挫败内外势力图谋干
预、搞乱香港的坚定决心。

该负责人表示，五个多月来接连不断的大规模违法暴力行
径，特别是最近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
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已经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希望香港的行政、
立法、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主动作为，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勇于行动、共同努力，凝聚更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力量，更有
效遏止暴力，恢复社会秩序。相信在中央坚定不移的支持下，香
港各界众志成城，迎难而上，集思广益，一定能够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维护好香港 750 万市民的共同家园，推动“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发表谈话

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凝聚止暴制乱强大社会力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
言人杨光 15 日就香港一名无辜市民遭暴徒伤害致死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女士在伦敦遇袭受伤事件
发表谈话，对施暴者予以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将暴徒绳之
以法。

杨光说，11 月 13 日下午，在香港新界上水地区一群暴徒疯
狂攻击清理路障的市民，致使一名 70 岁的罗姓清洁工人严重受
伤，经救治无效于 14 日晚去世。这是“修例风波”以来在香港暴

力活动中丧生的第一位市民。伦敦时间 11 月 14 日，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当地参加一场仲裁讲座时遭到
数十名暴徒围攻并受伤。我们对上述极端暴力行径表示极大愤
慨和严厉谴责，对去世长者表示深切哀悼，对郑若骅司长表示深
切慰问。

杨光表示，近来香港暴力活动升级，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
序，危及香港居民的人身安全。暴徒除了在香港实施打砸抢杀
等暴力活动之外，还将黑手伸向境外，竟然对特别行政区政府官

员行凶，可谓丧心病狂、嚣张至极。对这类严重犯罪行为，必
须依法严惩。

杨光表示，习近平主席 14 日在巴西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
要讲话，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乱的最强音。我们坚
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履行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一最紧迫的职责和任务。希望
香港各界人士擦亮眼睛，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暴力行径，支持
有关方面追究暴力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港澳办发言人严厉谴责香港暴徒攻击无辜市民和在英袭击律政司长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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