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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本报11月10日讯 二十国

集团(G20)领导人第五次会议

将于11日到12日在韩国首尔举

行。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的四

大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上个

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
庆州会议就解决汇率争议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所达

成协议的后续进展。

韩国总统李明博日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二十国集团

(G20)首尔峰会将以汇率、全球

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和发展问题为四大主要议题。分

析人士认为，四大议题中，最引人

关注的是上个月二十国集团财长
和央行行长庆州会议就解决汇

率争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

额改革所达成协议的后续进展。

据了解，本月5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份

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

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 . 72%

升至6 . 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

的3 . 65%升至6 . 07%，超越德

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

本之后。据悉，首尔峰会将就这

一改革方案加以确认。

另外，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

也成为峰会关注的焦点。在峰会

召开前夕，不少成员国官员对美

国实行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表示不满，担心这一措施会阻

碍全球经济复苏。

据新华社消息，应韩国总统

李明博和日本首相菅直人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参加此

次首尔峰会和11月13日至14日

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

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自2008年11月华盛顿首次

峰会以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为

应对金融危机已四度聚首。这是

G20峰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

（宗禾）

韩国政府自2001年美
国“9·11”事件后首次把恐
怖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严重”。在会场内供各国政
要使用的卫生间里，还将出
现“金鱼警卫员”。这些金鱼
被饲养在经循环处理过的
水中，一方面宣传了峰会绿
色环保的理念，另一方面也
为了确保水中没有人投毒。

单双号限行凭自愿

据韩联社报道，为缓解
交通压力，韩国国土海洋部
号召首尔的有车族在峰会
召开的11日和12日自觉实行
单双号限行，即尾数是单数
的汽车11日上街，双数的12

日出行。国土海洋部考虑过
在G20峰会期间强制实行单
双号限行方案，但最终还是
决定让市民自觉自愿执行。

据新华社电 法国总

统尼古拉·萨科齐9日深

夜签署饱受争议的退休制

度改革法案。他10日说，

把法定退休年龄推迟至62

岁的决定将拯救国家养老

金体系。

法国宪法委员会9日下
午裁定，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主要条款符合宪法原则，包

括把退休年龄由60岁推迟至

62岁，把全额领取退休金年

龄由65岁推迟至67岁。

法国《政府公报》10日

发布法案全文，法案于即日

起生效，正式成为法律。

据新华社电 一架波

音公司787客机9日试飞时

紧急降落在得克萨斯州一

座机场，机舱冒烟。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

声明说，这架双引擎喷气式

客机飞抵得州拉雷多机场，

安全着陆，乘员们通过紧急

斜道离开飞机。

波音787又称“梦想飞

机”，由波音民用飞机集团

负责研发，是波音公司推出
的新型双引擎宽体中型客

机，也是首款以碳纤维合成
材料为主体材料的民用喷

气式客机，具有重量轻、噪

音低、节能耐用等特点，预

计2011年投入使用。

本报讯 据英国《每日电讯
报》11 月 10 日报道，美国前总统

布什的个人回忆录《抉择时刻》已

于 9 日出版。在书中，布什对多位

世界领导人点评了一番。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亲密朋友

“我在世界舞台上最亲密的

伙伴和最好的朋友。”布什如此评

价布莱尔，“作为我们的盟友，他

从来不曾动摇过。”

布什称，他与布莱尔的私人

友谊开始于 2001 年 2 月两人的

一次会面。当时，在观看了喜剧电

影《拜见岳父大人》后，两人开始

畅聊起彼此的家庭生活以及夫妻

相处之道，便渐渐地拉近了距离。

布什还透露，布莱尔家庭幸福，他

与妻子切丽之间“没有任何隔

阂”。

俄罗斯总理普京

冷血动物

“有时候，他骄傲自大，有时

候，他又充满了魅力，但更多的时

候，他表现得太过强硬了。”布什

如此形容普京。布什在书中提到，

在一次会面当中，普京称自己浑

身充满了热血，但布什回应说，

“不，弗拉基米尔，你是个冷血动

物。”而在2008年8月俄罗斯宣布

出兵格鲁吉亚后，他与普京的关

系则降到了“最低点”。

法国总统萨科齐

亲美政治家

布什在回忆录中评价萨科齐
是个“精力充沛”、“愿与美国合

作”的领导人。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爱说教

希拉克在布什的书中被描述

成一个“喜欢对别国领导人进行

说教的人”。“不管大到国家政策，

还是小到个人价值观，他似乎总

是愿意到处演讲，推销自己的观

点。”

与此同时，布什坦承，在许多

问题上，他都不认同希拉克的看

法。“他似乎一直为法国在过去殖

民时期犯下的错误而自责，因此

不断提醒我反思我们对待非洲国

家的政策。”布什在书中回忆道，

“不过，我告诉他‘美国没

有打算在非洲开拓殖

民地’。”

此外，布什还透

露，希拉克十分欣赏普
京对俄罗斯的治国方

针。“在一次八国集

团首脑峰会上，他

对各国领导人

说，俄罗斯在

普 京 的 领

导下发展得很好，不需要来自西

方国家的建议。”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哭得像个小男孩

对于桃色新闻不断的意大利

总理贝卢斯科尼，布什并未过多

着墨，却提及了一件令人大感意
外的事情。在2001年“9·11”恐怖

袭击事件发生后，贝卢斯科尼给

布什打来电话，并在电话里“无法

停止哭泣，哭得就像个小男孩”。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背信者

布什在自己的书中说，德国

前总理施罗德辜负了他们彼此之

间的信任。布什表示，在美国决定

出兵伊拉克前，施罗德告诉他：

“我会坚定地与你站在一起，即使

是需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但

后来为了配合德国的国内选举，

施罗德的态度又发生了 180 度的

大转变。“他开始公开反对美国对

伊拉克的战争……他是最难看清
个性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布什评
价说。 (据《中国日报》)

G20领导人首次聚首亚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可能获确认

普京“冷血”希拉克“爱说”
布什新书评价各国领导人

美国此次在G20峰会前再次采
取单方面的货币定量宽松政策，是
一种典型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必然
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对。目前来
看，各个国家虽然对美国的行为有
所不满，但恐怕谁都不会采取强烈
的行动，批评和指责的声音会有，

但采取联合抵制的实际行动恐怕
十分有限，因为作为金融霸权国，

美国对其他国家仍然具有很强的
控制力，短期内要抵制美元霸权恐
怕还言之过早。

由于此次美国在峰会前突施
冷剑，令原本令人忧心忡忡的G20

峰会更加风雨飘摇。且不说所谓的
国际金融体系监管问题和国际货

币基金制度改革问题非一时一日
之功所能解决，就连汇率政策协调
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等立
等可取的政策妥协都变得异常艰
难。面对金融危机硝烟未散和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的经济表现，美国选
择了一条以邻为壑的政策道路，严
重破坏了有关国家对改革的信心，

要想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显得异常
艰难。同时，一般来说，能否达成协
议除了有关各方的信心和诚意之
外，主办方的国家影响也不容忽
视。然而，从韩国的国力和当前的
经济状况、金融实力来看，韩国是
不具备买单能力的，有关各方也多
半不会给韩国领导人这个面子，恐

怕要想取得实际成果得拖到2011

年的法国峰会了。

美国原本是打算在G20峰会上
把火力集中在中国身上，试图塑造
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所谓“民主
货币联盟”，试图联合西方国家对
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然而，美国
中期选举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计划，

尤其是中国政府通过有效的欧洲
外交，中国领导人先后频繁访问欧
洲国家，欧洲国家领导人面对中国
坦诚的态度，都选择了与中国进行
务实合作。美国眼看自己编织的统
一战线正在趋于瓦解，这为中美关
系也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空间。

（吴华伟 整理）

峰会料难达成实质性协议
本报时事报道顾问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

格峰会花絮

“金鱼警卫员”上岗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
道，负责接待峰会贵宾们的
喜来登华克山庄等十余家
豪华酒店正在为这难得一
遇的商机进行最后的准备。

由于两顿晚餐都是政府包
办的正式晚宴、午餐又被
COEX会场垄断，各酒店只
好在早餐和加餐方面下工
夫。有的酒店餐厅推出米酒
布丁、烤山芋片等特色点
心，有的主打拌饭、烤肉等
具有韩国特色的饮食，还有
的推出韩国传统宫廷料理。

(据《中国日报》)

酒店使浑身解数

萨科齐签署

退休改革法案

波音787

试飞受挫

布什11月9日在达拉斯签售

自己的新书。

戒备森严的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