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國對奧缺席APEC反應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
「顯然，我們更樂於見到正常運作
而非失靈的美國政府。奧巴馬總統
不能出席，令我們大失所望。美國
必須與亞太地區維持往來，因為美
國扮演着他國無可取
代的重要角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奧巴馬總統不能與會，真是太不
幸了」 。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
他能理解奧巴馬必須留在國內處理
政府關門問題， 「全球經濟才剛復
甦，還沒辦法承
受太大衝擊。」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
「美國錯失跟亞洲分享亞洲新政策
的良機，這本是美國和奧巴馬總統
的黃金機會，讓奧巴馬總統展示重
視亞洲新政策的領導力。」

俄羅斯總統普京：
「理解奧巴馬的決定，如果我面對他現
在所處的狀況，我也不會來（APEC）
，可能所有領導人都會這樣。」

【本報訊】綜合
俄羅斯國際文傳通訊
社、德新社、中通社
7日消息：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APEC）

領導人會議7日在印尼峇里島拉開帷幕
，當天適逢俄羅斯總統普京的61歲生日
，東道主印尼總統蘇西洛拿起結他伴奏
，各國領導人為普京齊聲高唱生日歌，
現場氣氛快樂融洽。

7日領導人進行茶敘時，印尼總統
蘇西洛走入茶歇區，隨後俄羅斯總統普
京進入。蘇西洛走到茶歇區的小舞台上
，打開話筒對各領導人說： 「今天是普
京總統的生日，我要唱一首歌，祝他生
日快樂。」

各領導人默契地聚攏到台前，蘇西
洛放下話筒，撥弄起結他，領導人齊聲

用英文唱起生日歌。普京後來大笑着走
上台，擁抱蘇西洛，並與大家握手表示
感謝。

普京說， 「謝謝蘇西洛總統，真是
一個令人愉快的驚喜。」

蘇西洛表示，是在最後一刻才知道
當天是普京的生日，他說， 「當普京先
生一下飛機，我就去找結他，唱 『生日
快樂』歌。」蘇西洛是一名知名音樂家
，當選總統後出過三張唱片。

整個過程由主辦方向媒體中心播
放。

「工作狂」普京幾乎從未在生日當
天休息，唯一一次例外是55歲生日，在
克里姆林宮與職員們舉行了一個小型宴
會。普京的發言人普什科夫也表示，但
願在夜裡12點之前能剩半個小時，讓他
們有機會對普京說聲生日快樂。

▲印尼總統蘇西洛7日彈結他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左一）慶祝生日 法新社

▲俄羅斯總統普京（左）7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峰會上交談 法新社

印尼總統彈結他
眾領袖為普京唱生日歌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美國
《紐約時報》7日消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峰會7日在印尼峇里島登場，美國總統奧巴馬因聯邦政
府關門無法成行，成為與會領袖共同的關切焦點和話
題，盟國對此大失所望。奧巴馬的缺席，等於把舞台
讓給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成
為與會領導人之中最有權力的人物。

外媒：失銷TPP良機 舞台讓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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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缺席APEC 盟友失望

亞太引領世界 中國角色凸顯
早在上世紀末，就有許多預言家曾

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如
今，這一預言正在成為現實。在亞太區
域經濟合作積極推進並步入新發展階段
的關鍵時刻，亞太經合組織（APEC）
第二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印尼峇
里島舉行。與會各國圍繞 「活力亞太，
全球引擎」 的主題，就實現茂物目標、
可持續和公平增長、亞太互聯互通等議
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發表的重要講話，無疑是在APEC
這個最重要多邊平台上，明確發出了中
國最強音。

今年的印尼峇里島APEC峰會有些
特殊。首先，全球金融危機陰霾未散，
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多哈回合談判
處於關鍵時刻，世界經濟全面復甦和健
康發展喜憂參半；其次，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首次參會，新一代領導人對當前
世界經濟形勢的認識，對亞太經濟一體
化的態度，對國內經濟政策走向的考慮
等等，都倍受各方關注；其三，美國總
統奧巴馬因處理國內政治危機，缺席
APEC，不可避免地對峰會產生影響。

作為APEC最重要成員，中方主張

將對該機制未來方向產生重要影響。關
於APEC地位和作用，習近平在講話中
明確倡導發揮亞太引領作用，維護和發
展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亞太地區繼續
在世界經濟復甦方面發揮引擎作用。對
於APEC未來發展方向，中方提議：加
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攜手推動亞太共
同發展；客觀判斷形勢，沉着應對挑戰
，全力維護亞太經濟金融穩定；着眼長
遠，推動各成員深化經濟結構調整，為
亞太持久發展注入更大動力。習近平還
對亞太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和多邊貿易體
系明確闡述了中方立場。

由於美國總統奧巴馬 「爽約」 ，中
國在峰會上獨領風騷，習主席成了亞洲
外交舞台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與此形成
鮮明對照的是，美國失去了一次重要的
表現機會。儘管美方多次表示，奧巴馬
缺席峰會，不影響美 「重返亞洲」 戰略
，但其亞洲盟友擔心美政壇的不穩定可
能帶來外交的搖擺，把自己置於尷尬境
地，許多國家對美戰略調整的決心深表
懷疑，美的影響力越來越受到質疑。

對美亞太外交傷害最大莫過於 「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PP）談

判。按計劃，TPP談判應該在今年年底
前結束，美方原準備在峇里島TPP首腦
會議上取得實質進展，發表一份達成 「
原則協議」 的聲明，為奧巴馬在明年中
期選舉中加分爭光。但沒有奧巴馬的
TPP，就如同一個樂團沒了指揮和主心
骨幹，會議只好草草收場，二十一個談
判項目中仍有半數沒能達成一致。

TPP出現這樣的結果也在意料之中
。任何試圖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合作機制
都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有違亞太地區日
益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大潮。習近平明確
表示，中方對任何有利於亞太區域融合
的機制安排都持開放態度，有關安排要
相互借鑒、相互促進，彼此融合、互為
補充。亞太地區只有 「形成合力」 ，才
能共同推動一體化。另起爐灶只會增加
內耗，不利於地區合作和世界經濟發展。

APEC作為亞太地區互利合作最重
要的平台，正以其獨具特色的模式，把
這個佔全世界近四成人口、百分之五十
七經濟總量和百分之四十六貿易額的經
濟體打造成 「世界經濟的引擎」 。相信
此次APEC峰會將為亞太及世界經濟的
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社 評

教育局似乎後知後覺

井水集

新界北區家長為子女排隊領取幼
稚園報名表的 「熱潮」 有增無已，其
中，上水名校鳳溪幼稚園明日開始招
生，昨日上午已經有最少三百名家長
在學校門口輪候，區內其他一些幼稚
園也出現類似情況。

連日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已經
一再就幼稚園學額問題作出呼籲，昨
天，局長又開腔了，不過，這一次，
他講的不是全港幼稚園整體學額和入
學人數，而是把新界北、屯門、大埔
、元朗幾個區的具體數字分開一個區
一個區的羅列出來。如新界北，明年
三歲學童有四千人、四歲四千五百人
、五歲三千九百人，合共一萬二千四
百人，而區內幼稚園學額共有一萬二
千五百個，應該是供求相若，可以滿
足家長需求的。

事實是，這樣一組數字，如果教
育局早幾天發布出來，新界北區的家
長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一些，用不着天
天去排隊呢？這裡面，到底是教育局
不了解家長的訴求和需要所在，還是
根本不掌握這方面的數據，直到事件
越演越烈，輿論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大

，才急急去謀求補救之道呢？
對此，局長昨日也沒有否認，數

據是這幾天收集報名人數和作出評估
後得出的。這裡面，可以明白，在統
計上確實會有困難，因為不少家長會
為子女報讀多家幼稚園，此外， 「雙
非」 童跨境來港上學的具體數字也不
易掌握。但無論如何，根據新界北區
適齡人口的人數，以及近年跨境學童
人數和增長趨勢，推算出一個大概的
入學需求和學位供求比率，應該不是
一件太困難的事，何以要在公布全港
供求數字而備受抨擊之後才改弦易轍
，匆匆公布新界北區以及鄰近地區的
供求數字呢？這不是太缺乏應有的工
作效率和主動性，又怎可不給人 「後
知後覺」 以至 「唔得掂」 的感覺呢？

而更重要的是，內地學童來港上
學的問題，並不自今日始，甚至可以
說，過去幾年，每年有三萬多名 「雙
非」 孕婦在港產子，她們的孩子最少
有一半可能會來港上學，這條數是已
經不難計算的，何以會好像今日才恍
然大悟呢？

關 昭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日本新聞網7日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總統朴槿惠7日上午在
印尼峇里島出席APEC峰會，兩人鄰座而坐，但全
程零交流。

安倍晉三6日出發到印尼前對記者表示，儘管
日本同中國、韓國關係緊張，但他仍會尋求在
APEC峰會上與中韓領導人會談。但到了7日峰會現
場，當朴槿惠坐到安倍邊上時，兩人並無說上一句
話。安倍自從去年12月上台以來，一直未有同中、
韓領導人舉行正式會談，僅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二十
國集團（G20）峰會上有過極其短暫的交流。

儘管安倍多次及公開要求會晤朴槿惠，但被韓
方冷待。韓國總統府青瓦台6日表明，朴槿惠無計
劃會晤安倍。在APEC峰會前，日韓兩國的外長曾
在文萊舉行會談，試圖為兩國領導人舉行正式會談
達成協議，但韓國拒絕了日方的要求。

朴槿惠早前說： 「由於日本的領導人發表負面
言論，首爾不能與東京建立互信。韓國部分民眾仍
然為這些和過去的行動受苦，他們應該和韓國民眾
一同來正視，而不是透過國家元首正視。」

另外，安倍7日在APEC上發表講話，在外交方
面強調日本重視國際社會準則，致力為世界和平穩
定作出積極貢獻。安倍還會晤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
，雙方一致同意海洋安全方面加強合作，對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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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領袖周一齊聚一堂，以往APEC的領頭人都是美國，
美國遲遲走不出政府癱瘓，加上經濟陰霾未散，讓氛圍顯得更加灰
暗。儘管本次美國代表團由美國國務卿克里領軍，卻少了總統光環
，無疑令奧巴馬政府力推的12國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其不
確定性隨之升高。法新社以 「美國癱瘓擾亂APEC」為題，報道此
現象。

安倍稱 「太不幸」
2010年，奧巴馬推出 「重返亞太」政策，原本是要使美國更深

入參與亞太區事務，以制衡中國迅速增長的影響力。但他在2010年
因國內壓力而取消亞太之行，2012年又因民主黨大會的時間安排，
無法出席俄羅斯海參崴舉行的APEC峰會。奧巴馬原本定於7日發
言，其發言主題現在看來特別貼切： 「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優先考慮
對世界意味着什麼」。

就美國總統缺席對APEC的影響，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最為坦率
，直言 「大失所望」。李顯龍6日就美國政府關門發表看法時說，
美國的政治惡鬥、歐債危機未除、中國改革挑戰、日本能否走出20
餘年的經濟停滯，是全球經濟成長的風險因素。他說： 「美國必須
與亞太地區維持往來，因為美國扮演着他國無可取代的重要角色。
中國、日本和任何其他國家都無從取代。」

奧巴馬原打算藉着APEC峰會之便，親自推動TPP談判進度，
但他未能在亞洲現身，失去了推銷機會。美國原本希望游說韓國正
式宣布加入TPP談判，但韓國官員表示，總統朴槿惠不會在峇里島
就此事表態。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更直言，美國錯失與亞洲溝通的
「黃金機會」。一直想與美國加強合作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說， 「

奧巴馬總統不能與會，真是太不幸了」。

習近平演講順序受關注
奧巴馬的退出，對普京和習近平來說是一個禮物。按照日程，

在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普京原本是跟緊奧巴馬之後發言，他的談話
主題是《換一個眼光看亞太：增長的新機會在哪裡？》，再次重申
俄羅斯將進一步參與亞太事務。習近平更是壓軸演講者，並將發表
題為《轉變中的中國：亞太可以期待什麼》。

當習近平與奧巴馬上月在G20峰會上時，焦點是敘利亞、全球
經濟增長等問題，幾乎是六月加州莊園會的延續，當時習近平清楚
表明想與奧巴馬共同努力建設 「新型大國關係」。對習近平而言，
APEC是另一次機會，使他跟奧巴馬討論中美關係再平衡，以及使
中國的世界大國角色受到應有的重視，不僅作為經濟上的大國角色
，而且作為戰略上的大國角色。

在奧巴馬無法成行的情況下，習近平本周將有更多時間，與普
京談論日益增長的中俄關係，以及與其他亞太領導人討論自由貿易
協議、經濟一體化、擴大投資合作和可持續的長遠增長等等。中國
打算在亞太推動16國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超級
貿易協定。習近平上周的講話中提到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並
說中國以 「開放的態度」支持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奧巴馬不能來，也讓APEC東道主印尼講話更直率。印尼本來
就不太願意加入將中國排擠在外的TPP，印尼財長巴斯利說，任何
區域協定，有中國加入會更好， 「不管大家喜不喜歡，中國對東南
亞經濟體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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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