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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集团峰会定于

!

月
"

日至
#$

日在意

大利地震灾区拉奎拉举

行! 去年在日本洞爷湖

召开的八国峰会在解决

世界难题方面取得的成

果"干货少#水分多$#因

此国际舆论没有对其打出"高分$!无疑#今

年的拉奎拉峰会也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评

判!分析人士认为#在世界形势出现新发展

的情况下#四个"能否$将是对此次八国峰

会的考验!

!"#$%&'()*+,*

如何真正加强金融监管# 防止导致当

前全球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卷土重来#是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向来

把解决经济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八国峰会

今年能否拟订出普遍接受的全球金融监管

标准和规范#深受世人关注!

今年
%

月初# 在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

峰会上# 与会各国首脑就改革国际金融机

构和加强金融监管达成了框架性协议! 此

后#美国和欧盟也分别于
&

月
#!

日和
&

月

#'

日推出了加强自身金融监管的初步计

划!

尽管这些动向值得肯定# 但它们距建

立一个真正透明 %

统一% 适当的全球

金融监管体制还有

很大距离# 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出台能够

得到普遍接受的全球金融监管原则和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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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是国

际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也是拉奎拉

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国际社会期待着拉

奎拉峰会在这一问题上能有所突破!

按照原计划 # 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在

($$)

年
#

月前结束! 然而#由于各方分歧

严重#谈判拖延至今!

一些国家为"减轻$金融危机对实体经

济的冲击#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随着金融

危机继续蔓延# 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可能被

付诸实施!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为推进多哈回合

谈判带来了新的不

利因素! 正因为如

此# 拉奎拉峰会在

政治层面加大推动这一谈判的力度更显必

要!

国际分析人士认为# 多哈回合谈判之

所以陷入僵局# 主要是由于美国等个别发

达国家在涉及农业等领域一些问题上要价

太高!因此#从拉奎拉峰会上是否能传出美

国让步的消息#令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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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出现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国

际社会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粮食安全

问题# 它也是拉奎拉峰会将要讨论的一个

重要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 八国领导人能否拿出令

世界瞩目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 联合国粮

农组织
&

月
#'

日发表报告说#目前全世界的

饥饿人口已超过
#$

亿#这意味着世界上每六

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挨饿!

究其原因#分析人士指

出#一方面有经济衰退和金

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另

一方面也有粮食贸易环境

不佳的因素#贸易保护主义

是粮食安全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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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

年是关键

的一年!

($$!

年
#(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的 "巴

厘岛路线图$ 要求国际社会各方在两年期

限内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新协议草

案# 以供
($$'

年
#(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批准通过!

如今#两年期限将到#但新协议草案还远

未定型! 舆论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消极态度

是导致气候变化谈判陷入僵局的最主要原

因! 因此#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在

拉奎拉峰会上能否转变立场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指出# 拉奎拉峰会在气候变

化问题上要取得进展# 关键在于八国领导

人的政治意愿# 特别是他们能否真正贯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岛路

线图$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新华社意大利拉奎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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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
&

王蜀生 主编
&

杨 帆世界新闻 ! "

出席中意经贸论坛暨企业洽谈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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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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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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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经贸合作为动力#全面深化中

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以便利化为目标#营造良好贸易

投资环境$

4¡¢:£¤¥¦§U���"

¨P;lfg©,�ª«¬�! s!®¯

°±:;#²³´µ¶·r¸¹nº»"¼

½h¾9*:£m�¿ÀC|ÁÂ�Ã"Ä

ÅÆÇ;lfgÈÉ"ÊËÌ¹Í#fg#j

k#ÎÏPÐÑ!ÒÓ�ÔªTÕÖ"Ês!

?@×,m��ØªÊÙÚ#ªÊ�ÛU;

lfgzÜ! s!Ý¹Cnfg;lÞPÁ

ßµ¶h¾àánâã�Ã"��Ê?@ä

åæà"7)¨çd�:;è[eéhi!

第三#以结构优化为重点#推动经贸合

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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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夯实双边经

贸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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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开放理念为遵循#反对各种形

式的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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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中国意大利经贸合作论坛暨企业洽谈会上#中意双

方代表签署协议$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当天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经过为期两天的对

口洽谈交流#中意双方企业共签署了
(#

多份双向合作协议$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就朝鲜发射导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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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

月
'

日电 (记者王

湘江 顾震球)

hm!i.C !(�jkh

lmnopqQrs¸¹" tuNwvw

x[yz¤òÖ!

i.C{|�}�jk~(��hl

mnZ�qQrs¸¹"õÌº»R*d!

��õÌ�4Z�½�" ¸¹�ywvw

x[yz¤òÖ! C�"i.CÑ���#

$#�����hm!7����$����

Ë�^h�R��B�!��"jk~(�L

hlmn��Ri.CNè�p" ËH,(

!@i\ß�R��" i.CËL� ¡¢

n£¬è¤!

�c�" i.C¬¥¦Å�wv§º

n¨©ªnÚ«�{éop!

HIJKLM !" N

1"OPQ(RS

新华社雅加达
!

月
!

日电
`9!�

¬V3)+®¯ "(°2" :v9!n

¬3dÌo¹" ¬3Ì±)*� " � # (

²Û³¬3´µ¶·¸U $#¹9!ºÏ!

9!+®¯»Ï�" ¼`dÌ��U

op"¬3Ì)*]²Û "$¹³·¸U9

!ºÏ9U $#Î"t½�·¸¾¿ÀºU

º$n�Á$"Ë��PQÁe�Â!

! � %& ("' ¿9!Àº4Ã9!Ä

üýùH,ÅÆþ³¬3NèÌ¤·¸!

%$ ("9!�¬3+®¯Ç8s¹»Ï)

¬3ÄÈ(À@³n´µ¶»ÏºÉVÑ

Êwvo¹«�opUËÌPQR¸¹"

ÍÎÿ��ÏÐ²Û9!ºÏUop!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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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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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首都国际机场紧急关闭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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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f-g&h

!

月
'

日# 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

西加尔巴国际机场#士兵躺在地上休

息$ 当日#洪都拉斯首都国际机场管

理部门宣布# 即日起该机场将紧急关

闭
)%

小时$

洪都拉斯被罢免总统塞拉亚
'

日表示#他将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会面#以寻求洪国内

政治危机解决办法$ 新华社
&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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