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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蔓延，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发展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

中国人讲“烈火见真金”。16年来，面对惊涛骇浪、风吹雨打，

金砖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走出了一条相互砥砺、合作共

赢的人间正道。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既要回望来时路，牢

记金砖国家为什么出发；又要一起向未来，携手构建更加全面、紧

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同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第一，我们要坚持和衷共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放眼全

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霾不散，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

不穷。一些国家力图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迫别国选边

站队制造阵营对抗，漠视别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如果任由这种

危险势头发展下去，世界会更加动荡不安。

金砖国家应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公道、反对霸道，维护公平、反对霸凌，维护团

结、反对分裂。今年，我们举行了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

议，深化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

协调，在国际舞台上为正义发声。

前不久，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立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

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中方愿同

金砖伙伴一道，推动倡议落地见效，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第二，我们要坚持合作发展，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新冠肺

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交织叠加，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

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为各国

发展蒙上阴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危机会带

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

今年以来，我们发起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贸易投

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通过了海关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粮食安

全合作战略，首次举办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金砖国家应该

充分利用这些新平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共同应对减

贫、农业、能源、物流等领域挑战。要支持新开发银行做大做强，

稳步吸收新成员，同时推动完善应急储备安排机制，筑牢金融安

全网和防火墙。要拓展金砖国家跨境支付、信用评级合作，提升

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去年，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再出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

道，推动倡议走深走实，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第三，我们要坚持开拓创新，激发合作潜能和活力。谁能把

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

企图通过搞科技垄断、封锁、壁垒，干扰别国创新发展，维护自身

霸权地位，注定行不通。

我们要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理，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及所

享。今年，我们加快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创新基地

建设，举办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制造发展论坛、可持续发展大数据

论坛，达成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作

倡议，建立技术转移中心网络、航天合作机制，为五国加强产业政

策对接开辟了新航路。我们着眼数字时代人才需要，建立职业教

育联盟，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女性创新大赛，为加强创新创业合作

打造人才库。

第四，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金砖国

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

大家庭、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在 2017年厦门会晤上，我提出了“金

砖+”合作理念。5 年来，“金砖+”模式不断深化拓展，成为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

新形势下，金砖国家更要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

今年，我们首次邀请嘉宾国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新成立的金砖

国家疫苗研发中心明确开放性原则。本着循序渐进原则，我们还在

科技创新、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金砖+”

活动，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近年来，不少国家提出希望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引入新鲜血

液，将为金砖合作带来新活力，也将提升金砖国家代表性和影响

力。今年，我们在不同场合就扩员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应该推

进这一进程，让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早日加入金砖大家庭。

各位同事！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我们在历史发展关键

当口作出正确选择，采取负责任行动，对世界至关重要。让我们

团结一心，凝聚力量，勇毅前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开创人类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

（2022年 6月 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绵延的黄土高原，广袤的草原，茫茫的

戈壁，洁白的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

面，整个地理形势宛如一柄玉如意。”习近平

总书记曾这样赞叹陇原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赴甘

肃考察，多次对甘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党

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为甘肃发展明确定

位、擘画蓝图、指明方向。

2500万陇原儿女牢记嘱托，负重自强，为

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奋

发进取，描绘新时代如意陇原的崭新图景。

“让老百姓幸福就是
党的事业”
“苦瘠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很多地方的真

实写照。吃水难、行路难的困苦几乎遍及每

个贫困村庄。

201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定

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

族自治县布楞沟村，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

群众。

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

一，困难群众过得好不好，扶贫政策落实得怎

么样，总书记要亲自看一看。

（下转第三版）

开 创 富 民 兴 陇 新 局 面
—— 沿 着 总 书 记 的 足 迹 之 甘 肃 篇

新华社北京6月 23日电 （记者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晚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南非总统拉

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花团锦簇，金砖五国国旗整齐排列，与金砖标

识交相辉映。

晚 8时许，金砖五国领导人集体“云合影”，会晤开始。

习近平首先致欢迎辞。习近平指出，回首过去一年，面对严峻复

杂的形势，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加强团

结协作，携手攻坚克难。金砖机制展现了韧性和活力，金砖合作取得

了积极进展和成果。本次会晤正值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

金砖国家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要勇于担当、勇于

作为，发出公平正义的声音，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念，汇聚经济复苏的合

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共同为推动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为世

界注入积极、稳定、建设性力量。

习近平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蔓延，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6 年来，面对惊涛

骇浪、风吹雨打，金砖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走出了一条相互

砥砺、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既要回望来

时路，牢记金砖国家为什么出发；又要一起向未来，携手构建更加全

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同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第一，我们要坚持和衷共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一些国家力图

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漠视别

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如果任由这种危险势头发展下去，世界会更加动

荡不安。金砖国家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维护公道、反对霸道，维护公平、反对霸凌，维护团结、反对分

裂。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见效，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

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第二，我们要坚持合作发展，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新冠肺炎疫

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交织叠加，为各国发展蒙上阴影，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

于如何应对。金砖国家应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共同应对减

贫、农业、能源、物流等领域挑战。要支持新开发银行做大做强，推动

完善应急储备安排机制，筑牢金融安全网和防火墙。要拓展金砖国家

跨境支付、信用评级合作，提升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中方愿同金

砖伙伴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再出发，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

康的全球发展。

第三，我们要坚持开拓创新，激发合作潜能和活力。企图通过搞

科技垄断、封锁、壁垒，干扰别国创新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注定行

不通。要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理，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及所享。加

快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达成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作倡议，为五国加强产业政策对接开辟新航

路。着眼数字时代人才需要，建立职业教育联盟，为加强创新创业合

作打造人才库。

第四，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金砖国家不

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合

作共赢的好伙伴。5年来，我们在疫苗研发、科技创新、人文交流、可持

续发展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金砖+”活动，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新形势下，金砖国家更要敞开

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应该推进金砖扩员进程，让志同道合

的伙伴们早日加入金砖大家庭，为金砖合作带来新活力，提升金砖国

家代表性和影响力。

习近平强调，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我们在历史

发展关键当口作出正确选择，采取负责任行动，对世界至关重要。让

我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勇毅前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开创人类美好未来！（讲话全文另发）
与会领导人感谢中方主办此次领导人会晤以及为推进金砖合作

所作努力，认为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国家应该加

强团结，发扬金砖精神，巩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把金

砖合作提升至新水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国领导人围绕“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

主题，就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民主

化，维护公平正义，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要

共同防控疫情，发挥好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等机制作用，促进疫苗

公平合理分配，共同提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要深化经济务实

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单边制

裁和“长臂管辖”，加强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粮食和能

源安全等领域合作，合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要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着眼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需求，消除贫困与饥饿，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加强航天、大数据等技术在发展领域的应用，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作出金砖贡献。要加

强人文交流互鉴，在智库、政党、媒体、体育等领域打造更多品牌项

目。五国领导人同意，在更多层级、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开展“金砖+”

合作，积极推进金砖扩员进程，推动金砖机制与时俱进、提质增效，不

断走深走实走远。

会晤通过并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宣
言全文见2版）

会上，五国领导人听取了金砖有关合作机制代表工作汇报。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晤。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6月 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并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
合作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记者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甘肃篇

6月 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并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科技日报合肥 6 月 23 日电 （记 者吴长锋）记

者 23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物理学院

赵瑾教授研究团队与北京大学李新征教授合作，发

现固体—分子界面的超快电荷转移与质子的量子

动力学有很强的耦合，揭示了电荷转移过程中核量

子效应的重要作用。该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科学

进展》上。

固体与分子界面是研究太阳能转化过程的最重

要的原型体系之一，界面的光激发载流子动力学是

决定太阳能转化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光催

化、光伏等典型的太阳能转化过程中，光激发在半导

体材料中产生电子空穴对，这些激发态载流子再通

过固体—分子界面转移到分子上。在许多的固体—

分子界面，分子之间会形成复杂的氢键网络，质子常

常会在这样的氢键网络中转移，因此，固体—分子界

面的电荷转移常常与质子的运动耦合在一起，在这

样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量子体系，不

仅需要理解电子的动力学行为，还需要考虑其与质

子的耦合，而在氢键网络中运动的质子，本身的核量

子效应也不能忽略，这成为本领域内尚未解决的复

杂问题。

科研人员将第一性原理计算领域内两种前沿的

计算方法——“非绝热分子动力学（NAMD）”与“路

径积分分子动力学（PIMD）”相结合，解决了这一难

题。他们使用 NAMD 处理电子动力学部分，并用基

于路径积分理论的 Ring-polymer 分子动力学（RP-

MD）方法处理核量子效应。用这种方案，他们研究

了甲醇/二氧化钛界面的空穴转移动力学过程，发现

当吸附在二氧化钛表面的甲醇形成氢键网络，质子

会在网络中频繁转移，这些质子的运动具有明显的

量子化行为，而吸附的甲醇分子对激发态空穴的捕

获能力由于质子的量子化运动而显著提升，从而提

升光化学反应的效率。

这项成果一方面揭示了固体—分子界面超快电荷

转移过程中氢键网络的形成与核量子效应的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也为利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核量子动

力学与电子动力学的耦合提供了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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