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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记者江宇娟）美
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17日警告说，如果国会仍
不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和治理改
革方案，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将面临被
削弱的风险。

根据IMF在2010年底通过的份额和治理改
革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约6％的份额将
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是
IMF的最大股东国，由于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该改
革方案，导致接近“终点线”的改革一再拖延。

卢当天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说，推进IMF改
革是维护美国在IMF主导地位的最佳方法，也是
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佳途径。
目前，美国是唯一一个阻挡IMF改革的国家。

卢说，在国际社会等待国会批准IMF改革方
案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寻找
其他途径来推进全球金融秩序改革。卢警告说，
美国面临着在国际机构中丧失领导地位的风险，
尤其是其他一些经济体正在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多
边金融机构。

在提到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时，卢说，亚投行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亚洲以及世
界其他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他说，美国的担忧不在于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成
立，而在于这些新机构是否能保持世界银行和地
区性开发银行在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高
标准。

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均已
表态愿意加入亚投行。

美财长呼吁国会
尽快批准IMF改革方案

新华社莫斯科3月17日电（记者温馨 潘
丽君）俄罗斯联邦旅游署署长萨福诺夫17日说，
俄边境服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赴俄旅
游人数逾110万人次。这也使中国超过德国，成
为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国。

萨福诺夫当天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三届中俄旅
游论坛上说，2014年以团队旅游方式进入俄罗斯
的中国游客超过40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0％。
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同时也认为中
国到俄罗斯的出境游市场“还有更大潜力”。

他认为，俄罗斯应采取措施使“中国游客来到
俄罗斯后体会到舒适和乐趣”，开发针对中国各社
会阶层和各年龄群体的新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
中国游客。

由于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
化，2014年赴俄旅游的欧美游客锐减，但来自亚
洲国家的游客保持较快增长。

受全球经济疲软和卢布汇率走低等因素影
响，去年赴中国的俄罗斯游客人数有所下降。不
过，中国国家旅游局驻莫斯科办事处主任刘建明
说，中国游客赴俄旅游取得较快增长，这使得中俄
两国互访总人数基本保持平衡。中俄双方互办旅
游年之后，中国赴俄游客的年龄构成正在发生变
化，俄罗斯也逐渐成为很多中国年轻游客出游受
欢迎的目的地。中俄两国希望尽快实现两国互访
规模超过500万人次。

中国成为俄入境游
最大客源国

3月17日，在英国伦敦东北部埃塞克斯郡的
哈里斯小学，金向军老师为学生批改课堂练习。

当日，来自中国上海徐汇区上海小学的数学
老师林磊和金向军为英国伦敦东北部埃塞克斯郡
的哈里斯小学的学生们上数学课，教授“九九乘法
表”在数学计算中的运用。英国教育部负责学校
改革事务的官员尼克·吉布以及约40名小学老师
旁听了课程。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九九乘法表”
走进英国小学课堂

韩国媒体16日援引韩国外交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英国近日正式申
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
投行），对还未作出相关决定的韩国
来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英决定对韩产生影响

消息人士说，韩国方面眼下还
没有就是否加入亚投行作出决定，
但已经有一些谨慎乐观的情绪。

英国财政部本月12日宣布，英
国有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之一。这标志着英国成为第一个寻
求加入这家银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这名消息人士说，成为亚投行意
向创始成员国或许意味着这个国家能
够享有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开发等方面
的优厚待遇，因此英国方面的决定“对
我们的立场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去年在
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但没

有韩国。外界当时猜测，美国方面
可能对韩国施压，最终迫使韩方没
有主动参加。

韩联社报道，美国负责东亚和
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拉塞尔16日下午抵达韩国，开始为
期两天的访问。其间，拉塞尔将同
韩方重点讨论加强韩美同盟方案
等。美方是否会在会谈中就韩国是
否加入亚投行事宜阐明美方立场，
引起韩国媒体广泛关注。

中日韩三国外长
将举行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表
示，不排除在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外长
会上讨论日韩加入亚投行的问题。3
月31日是各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
加入亚投行的期限，希望有意愿的国
家在这一期限前作出决定。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目前日本和韩国没有表示加入
亚投行。中方是否会在即将举行的
中日韩外长会上讨论有关问题？

洪磊说，昨天，法国、德国和意大
利表示愿意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
亚投行，中方对他们的决定表示欢
迎。对于其他国家，中方一直秉持开
放、包容的原则，只要有意愿，中方都
欢迎。在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
上，三国外长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
换意见，不排除讨论有关问题。

中方阐明三点意见

“关于亚投行，我想讲三点。”洪磊
说，第一，让亚投行造福亚洲各国人
民。亚洲各国多是发展中国家，都缺
建设资金，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
求巨大，多一些投融资平台，多一些引
资与贷款合作的选择，对亚洲各国是
件好事。中方要将储蓄更多转化为亚
洲投资，将宝贵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更

多用在亚洲的土地上，让亚洲基础设
施四通八达，造福各国人民。

第二，以高标准推进亚投行建
设。亚投行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
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中方将以高标准推进
亚投行治理结构和运营政策制定，吸
取当今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好做法，
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保持其高效运
转。亚投行还要坚持多边主义，同现
有多边开发机构相互补充，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

第三，各创始成员国要携手合
作。到前天，亚投行已有27个意向
创始成员国。这两天，英国、德国、
法国、意大利等国提出申请加入亚
投行。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将
亚投行建设成一个平等、开放、包容
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适应本地
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
为亚洲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综合新华社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不排除在中日韩外长会上
讨论日韩加入亚投行的问题

新华社悉尼电 澳大利亚国库部
长乔·霍基13日表示，澳大利亚将会
考虑是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亚投行）。而此前一天，英国刚宣
布有意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澳大利亚此前曾表示因担忧该
行管理问题而决定不加入。然而，霍
基当天在悉尼告诉记者，亚投行管理
问题已有所改进，他特别指出是中国
改善了该银行的管理结构。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与亚
投行相关组织者对话，并在未来几周
内对加入亚投行予以考虑。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专为亚洲量
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总部将

设在北京。本月6日，中国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表示，目前已有27个国家表示
要参加亚投行并作为创始成员国。英
国财政部12日发布公告称，英国有意
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

澳大利亚称将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

由中国倡导
并筹建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这几天
成 了 国 际“ 热
词”。英国、法
国、德国和意大
利赶在创始成员
国资格确认截止
日期前，申请作
为意向创始成员
国加入。一旦获
批，亚投行意向
创始成员国的数
量将增加至 31
个。

亚投行缘何
得到各国尤其是
欧洲国家积极响
应？它的吸引力
何在？

“建立亚投行是要造福亚洲人
民。亚洲各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一些投资
融资平台、渠道对于亚洲发展有利。”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两会
期间明确表示，对于尚未加入的国

家，创始成员国的资格确认截止日
期为3月31日。这意味着，如果申
请得晚，将失去成为亚投行创始成
员国的机会。董事会成员和普通成
员的权益是不一样的。

楼继伟说，亚投行不仅在区域
内寻求创始成员国，也欢迎区域外
的国家加入。

财政部表示，中方将在收到书
面确认函后，根据多边程序征求现
有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意见。如顺
利通过，这些国家将于两周后正式
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这些国家看好亚投行，说明
他们看好亚洲的发展潜力，认可中
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看
好中国的发展前景。”中国社科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
燕说。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
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
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

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

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英法德意等国的加入有利于

亚投行的发展。这些国家经验丰
富，可以为亚投行的内部治理结
构、章程制定、不良资产处理带来

可借鉴的做法。它们的加入会提
高亚投行的信用评级，在未来发债
券融资时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长期关注亚投行的国际问题专家
姚枝仲说。

张宇燕表示，欧洲国家参加亚投
行的内部治理结构也为一些比较困难
的决策提供了回旋空间。

亚投行是国际发展领域的新成
员。中方一再强调，亚投行是开放包
容的多边机构，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
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姚枝仲认为，与其他多边机构
相比，亚投行性质不一样，定位不一
样，任务目标也不一样，不存在竞争
关系，也不存在挑战关系。中国倡

导筹建亚投行，是因为区域基础设
施需求大。“亚投行的参与，不是减
少了大家做项目的机会，而是增加
了所有多边开发机构的机会。”

洪磊还认为，亚投行是创新做
法，有利于国际金融机制推进，有利
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针对美国等个别国家对亚投行
的一些担忧，姚枝仲说：“实际上，中
美两国在投资协定、环保项目等方面
一直在进行沟通，理念也趋于一致。

美国所担心的项目标准低、不透明等
问题，亚投行完全可以避免。”

此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已明确
表示，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有
关标准和好的做法，制订严格并切实
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他同时指
出，亚投行也将努力避免现有多边开
发银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保障
政策过于繁琐等，以降低成本和提高
运营效率。 （据新华社电）

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3月底截止

欧洲大国加入有利于评级

亚投行是开放包容的机构

亚投行将高标准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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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是由中
方倡导、专为亚洲
量身打造的基础设
施开发性机构，总
部将设在北京。

2014 年 10 月
24 日，包括中国、
印度、新加坡等 21
个亚投行首批意向
创始成员国在北京
签署了筹建亚投行
备忘录，随后印尼、
新西兰等国家也陆
续加入。

亚投行与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等现有多边开发
银行是互补和合作
的关系。世行、亚
行等机构侧重于减
贫，亚投行侧重于
基础设施建设，但
基础设施建设也间
接有利于减贫。

亚投行将与世
行、亚行等其他多
边及双边开发机构
密切合作，促进区
域合作与伙伴关
系，共同解决发展
领域面临的挑战。

世界银行行长
金墉13日说，从增
加基础设施投资的
角度来看，“我们毫
无疑问支持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行长中尾武彦对未
来亚投行与亚洲开
发银行的合作持积
极态度。他说：“我
们已经开始交流经
验和技术……一旦
亚投行建立，可以
设想我们之间会有
合作。”

（据新华社电）

美国会加入亚投行吗？
英国宣布正式申请加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似
乎为美国试图孤立亚投行的
策略撕开一条口子。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
格·武特克告诉美国《纽约时
报》记者：“如果英国走进那
扇门，其他国家将迅速跟
风。我确信卢森堡和法国将
紧随其后。”

英国《金融时报》17日援
引欧洲官员的话报道，法国、德
国和意大利同意加入亚投行。
《澳大利亚人报》援引澳大利亚
总理托尼·阿博特的话报道，澳
大利亚将“非常审慎地研究这
件事，大约下周做决定”。

美国国会山网站一篇博文写
道，英国带头加入亚投行可能对
西方领导力和影响力产生结构性
影响。

文章说，世界领导人无视美国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的存在，似乎他是

“缺席的人”，戏谑奥巴马重返亚洲战
略“应到此为止”。

美 国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的 托 马
斯·莱特认为，美国对待亚投行的
策略“混乱且矛盾”，“展望今后，

美国需摒弃蓄意阻挠，拿出更好
策略应对中国颇具竞争力的经济
外交”。

美国今后调整对华外交政策需
从长计议。现实问题是，美国是否
要放下“面子”，与盟友一道加入亚
投行。

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亚洲
研究部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撰文
说，事实证明，奥巴马向盟友施压，要
求对方不加入亚投行的策略失败。

她认为，投入更多政治资本游
说其他国家远离亚投行“没有意

义”。
伊科诺米呼吁美国加入亚

投行。她写道，美国加入亚投
行，既有助提升这一机构的管理水
平，同样可以在机构内部发挥“纠偏”
作用。另外，美国加入可以确保亚投
行投融资过程中，美国企业可以获得
公平竞标机会。

她说，如果美国一时放不下“面

子”，可以先公开承认亚投行能为亚
洲提供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然
后迅速与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商定
加入亚投行的共同准则。

伊科诺米说，美国当然还有另一
个选择，就是不要再管亚投行这件
事，也不要再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顺其自然。

晓明（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放弃吗？

加入吗？

相
关
机
构
与
亚
投
行

延伸阅读

3月17日，参观者在德国汉诺威通信和信息
技术博览会场经过中兴通讯的宣传海报立柱。

2015年德国汉诺威通信和信息技术博览会
（简称汉诺威IT展）3月16日开展。中国是今年
展会的合作伙伴国。华为、中兴、阿里巴巴等数百
家中国企业以“创新、融合、合作”为主题，展示“中
国创造”的最新水平。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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