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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八日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將於20日至26日出席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
可持續發展大會並對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和智利進行
正式訪問。曾長期在拉美工作的中國前駐秘魯、智利大
使朱祥忠今日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稱，中國和拉美
等國不存在重大利益衝突，在全球經濟危機尚未平復的
背景下，中拉彼此相互需要。他強調說，巴西等國的農
業和自然資源豐富，溫家寶此行簽署的系列文件將大大
豐富中拉務實合作內容。

朱祥忠以巴西為例說，中國和巴西的關係越來越具
有全球性和戰略影響。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是現時國際
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特徵。以中國和巴西等國為代表的新
興大國的崛起，正在為世界體系注入新的活力，無論是
解決金融危機、氣候變化還是減貧和發展等全球性問題
，都離不開這些國家的有效參與。

對拉美投資六成流向巴西
統計數字顯示，巴西是中國重要的投資目的地。

2010年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逾6成流向巴西。至於中拉
整體經貿關係，目前中國是拉美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第
三大貿易夥伴，朱祥忠稱，中拉的經濟互補性很強，由
於歐美需求疲軟，拉美國家需要中國的資金和市場。
「中國主要對拉美出口工業製成品和其他輕工產品，拉

美則可以向中國提供能源和農業科技。」
朱祥忠告訴記者，巴西等國在生物科技和食品安全

等領域處於國際領先水平，中拉之間的農業合作空間廣
泛。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拉也存在很大潛力。事實上，
與美歐相比，中國與拉美國家的能源合作規模還很小，
當前中國從拉美進口原油數量約佔原油進口總量的
8.7%，也僅佔拉美國家原油出口總量的10%左右。對此
，朱祥忠稱，近年來中國對拉美開創的 「貸款換石油」
模式取得了成功，不僅為保證中國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
供應奠定了基礎，更為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
資渠道。

出席峰會前夕，胡錦濤接受了墨西哥主流媒體
書面採訪，就二十國集團峰會、發展中國家團結合
作、中墨關係等問題闡述了中方立場和主張，並介
紹了中國經濟形勢及前景。

維護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
胡錦濤指出，對歐洲主權債務等各方普遍關注

的問題，二十國集團要以建設性和合作性的方式予
以討論，鼓勵並支持歐方有關努力，共同向市場傳
遞信心。

胡錦濤指出，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重要組成部
分。我們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
政策，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
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我們有信心保持中
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世界經濟作出實實在在
貢獻。

關於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合作，更好維護共同
利益，胡錦濤強調，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一員，加強
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更好維護發展中國家
共同利益，始終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點。

胡錦濤指出，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有力推動了
國際體系變革進程，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有利於促
進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穩定、發展。新形勢下，發展中國家要加強協調，
維護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和發展權利，推動國際社
會繼續關注發展問題，加強國際發展合作，敦促發
達國家切實履行援助承諾，致力於解決南北發展不
平衡問題，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
界。

正確看待發展中國家合理訴求
在與梅萊斯會談時，胡錦濤指出，峰會在世界

經濟復蘇面臨諸多挑戰的複雜形勢下召開，中方希
望峰會關注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客觀認識和正確
看待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和合理訴求，增
加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保障其發展空間。

梅萊斯表示，南北發展不平衡是世界所有不平
衡問題的根源，埃方在有關問題上看法同中方完全
一致。埃塞俄比亞和非洲願同中國加強在世界經濟
發展、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協調和合作
，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促進世界共同發展。

墨總統：共同維護新興市場權益
在與卡爾德龍會面時，胡錦濤表示，當前世界

經濟總體保持復蘇態勢，但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
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二十國集團繼續發揚同舟共
濟、合作共贏精神，致力於保增長、促穩定、促就
業，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注入動力。中方讚賞墨
方為籌備洛斯卡沃斯峰會所作大量工作，願同墨方
共同努力，推動峰會取得積極成果。

卡爾德龍表示，墨方重視中國在二十國集團中
的主張和作用，希望同中方加強合作，確保洛斯卡
沃斯峰會在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方面取得進展，共同維
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二十國集團迄今已舉行過6次峰會，主要討論
全球重大經濟金融熱點問題。目前歐債危機已進入
關鍵階段，有分析人士指出，歐債危機陰影下世界
經濟形勢動盪不安，因此尋求歐債危機解決方案將
成為各方在本次峰會上最關注的焦點議題。

與會期間，胡錦濤或將與奧巴馬會晤。中國副
外長崔天凱此前在北京透露，雙方還在商談有關安
排。他同時表示， 「媒體朋友做好報道準備總不會
錯的」。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18 日消息：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將於20日至26日出席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
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並對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和智
利進行正式訪問。外交部副部長謝杭生18日在就此舉
行的媒體吹風會上表示，溫家寶此訪將是今年中國對
拉美地區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動，對全面深化中國同往
訪國家關係、加強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推動中拉關
係邁上新台階具有重要意義。

謝杭生說，在當前國際形勢繼續發生複雜深刻變
化的情況下，拉美作為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整體實力和影響力不斷提升，中拉關係正保持全面
、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

他說，溫家寶即將訪問的四個國家，都位於南美
的南錐地區。在國際經濟金融危機陰影未消的背景下
，四國均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有序的良好
局面；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均積極進取，影響力不斷提
升；四國均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並取得顯著成就，未來發展前景廣闊。

「需要強調的是，四國均是中國的友好國家。」謝
杭生表示，中國和相關四國均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
球化和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共同利益日益擴
大，相互需求也在不斷增加。

「溫總理訪問四國，主要目的在於進一步深化中國
與四國的政治互信，擴大雙方的務實合作，加強在國際
和地區事務中的協作，增進相互友誼。」他說。

據謝杭生介紹，中國將與相關四國簽署一系列合作
文件，而加強農業合作將是溫家寶此訪的一大特色。他

說，南錐四國農業發展水準較高，中國和相關國家在農
業領域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潛力。

謝杭生說，近年來，中國同拉美國家之間的合作呈
現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發展的局面。2011 年，中
拉貿易額達到 2415 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大多數拉美國
家第一或第二大貿易夥伴，同時雙方在投資、金融、農
業、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也在不斷推進，
利益融合不斷擴大。

國際問題觀察員文思遠認為，去年拉美地區全部
33 個國家結成 「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為促進
中拉整體合作創造了良好條件。此次溫總理與會並訪問
四國為提升中拉合作水平提供了新的契機。

作為二十國集團的創始成員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不僅出席
了歷次領導人會議，而且在會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宣介了中
國政府採取的相關舉措，闡明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立場，並提出
了一系列應對金融危機的重要主張，以下為要點簡述。

路透社：
一名美國財政部官員上周五說： 「G20

峰會將會致力於加強世界經濟增長，並鼓勵
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支持增長和貨幣流通的
靈活性。」

「會議將致力保持經濟增長動力以平衡
需求，而達到這一目標的關鍵是，中國和其
他新興市場經濟採取財政或者其他措施鼓勵
內需並且允許匯率反映市場力量。」
環球時報：

當被問及如何評價中國在20國峰會中的
角色（特別在全球經濟復蘇和國際金融改革
方面），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 Yves
Tiberghien說： 「中國已成為20國峰會和全
球治理事務的重要角色。但是中國的角色是
有矛盾性的。當大部分人都視中國為未來世
界強國並希望中國可以解決許多全球問題，
大多數中國人則強調他們還只是一個發展中
國家。中國還在適應全球化並且學習如何應
對全球治理。所以，中國不願意添麻煩也不
願意提出新的設想。但是總的來說，中國不
管是在1997年亞洲危機期間還是在2008年

金融危機後，都充當了具有建設性和穩定性
的角色。」
英國廣播公司：

「這並不意味着剩下的國家可以靜觀其
變。他們仍有許多事情可以做。比如中國和
石油生產者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貸
款形式幫助歐洲。」

「雖然歐洲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問題同
樣出現在其他峰會國……中國經濟增長變緩
，部分緣由歐洲出口市場的萎縮。儘管央行
已經降息，但是應該還有更多的應對措施。
一項關乎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長期挑戰是
如何把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轉化成以內
需為主導的經濟。」
法新社：

「新興國家對於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擴散
十分關注。但是他們也希望平衡自己的貢獻
，以便在美國和歐盟主導下的基金會擁有更
多的投票權。」

「分析員說，中國有3.2兆美元外匯存底
，必會出手，但是也會以此獲取政治利益。」

（本報實習記者劉雲舒整理）

【本報訊】綜合消息：二十國集團
（G20）領導人第七次峰會18日至19日
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舉行。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17日在洛斯卡沃斯分別會見了
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以及墨西哥總統
卡爾德龍。雙方就峰會深入交換看法，
達成重要共識。

國際寄望中國有所作為

華盛頓峰會 2008年11月

演講題目：《通力合作 共渡時艱》
要 點：呼籲國際社會採取包括加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深化

國際金融監管等在內的 「一切必要措施，盡快恢復市
場信心」 ，同時明確提出了國際金融改革的方向和原
則，以及重點實施的四點改革措施。

倫敦峰會 2009年4月

演講題目：《攜手合作 同舟共濟》
要 點：強調中方加強金融監管、反對保護主義，重視發展中

國家利益等主張；提出了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指
導性原則和可操作性的建議，受到與會各方高度重視。

匹茲堡峰會 2009年9月

演講題目：《全力促進增長 推動平衡發展》
要 點：明確提出要 「堅定不移刺激經濟增長」 、 「堅定不移

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 「堅定不移推動世界經濟
平衡發展」 。還提出一系列具體政策主張，包括：各
國應該保持經濟刺激方案力度等。

多倫多峰會 2010年6月

演講題目：《同心協力 共創未來》
要 點：提出了三點重要建議，主要包括：推動二十國集團從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有效機制轉向促進國際經濟合作
的主要平台；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
際金融新秩序；促進建設開放自由的全球貿易體制。

首爾峰會 2010年11月

演講題目：《再接再厲 共促發展》
要 點：提出四點建議，包括：完善框架機制，推動合作發展

；倡導開放貿易，推動協調發展；完善金融體系，推
動穩定發展；縮小發展差距，推動平衡發展。

戛納峰會 2011年11月

演講題目：《合力推動增長 合作謀求共贏》
要 點：提出五點建議：堅持在增長中兼顧平衡，堅持在合作

中謀求共贏，堅持在改革中完善治理，堅持在創新中
不斷前進，堅持在發展中共促繁榮。

中國歷次G20的意見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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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副部長謝杭生表示，溫家寶訪南美四國將
是今年中國對拉美地區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動。圖為
去年4月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中南海會
見到訪的巴西總統羅塞夫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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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2011 年中國
與巴西雙邊貿
易額達842億
美元，巴西排
名我全球第 9
大貿易夥伴和
金磚國家最大
貿易夥伴

2011 年中智
雙邊貿易總額
298.14 億 美
元，中國依然
維持着智利第
一大貿易夥伴
地位

2011年中阿雙邊
貿易額為 147.9
億美元，阿根廷
是中國在拉美的
第五大貿易夥伴
，中國是阿根廷
第二大貿易夥伴

2011 年 中 烏
雙邊貿易總額
34億美元，中
國依然是烏拉
圭第二大貿易
夥伴，僅排在
巴西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