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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贸易易规规则则欲欲变变，，中中国国要要争争当当““驾驾驶驶员员””

10月2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访印尼、马来西亚，并出席
APEC峰会；10月9日至15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出访文莱、泰国和越
南，并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10+1)

会议、中日韩-东盟领导人(10+3)会
议以及东亚峰会。在半个月的时间
里，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相继到访
东南亚，足见该地区在中国外交布
局中的重要性。但除了外交布局，
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在本届APEC峰会结束后，

有媒体发出这样的评论，称习近
平首次出席APEC会议就坐在了

“驾驶员”的位置上。言外之意，
既体现了习近平在这个多边外
交场合表现出的个人魅力，也彰
显出当前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
经济复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峰会期间，习近平提出了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概
念。的确，双方不仅山水相依，而
且双边经贸关系对彼此都十分
重要。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
超过4000亿美元，今年前8个月，
双边贸易额已达2843亿美元，同
比增长12 . 5%。目前，中国是东盟
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
第三大贸易伙伴。在当前全球经
济仍存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说是命运共同体实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主导建
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TTIP)这两大贸易区的
背景下，中国和东盟需要抱团取
暖，更需要创新游戏规则。因为
相比以往的自贸协定，TPP和
TTIP的门槛均比较高，贸易自由
化程度也更高，广大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不仅很难加入，更
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

这并非危言耸听。当美国高
调主导TPP和TTIP时，舆论就普
遍认为，像WTO这样的传统贸
易机制或被边缘化，甚至被架空
或取代。相比美欧等西方国家，
中国之于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
只能算作新手，但面临的却是极
为严峻的局面。面对美国一方面

借助TTIP巩固欧美在世界经济
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
TPP在亚太地区横插一杠子的
局面，中国必须顺势而为、见招
拆招，而拆招的突破口就在东南
亚。原因很简单，东北亚地区因
朝核问题而局势不稳，中日韩自
贸区的构想也因日本与邻国交
恶以及美国拉拢日本加入TPP

而推进不顺，而东南亚地区虽然
存在个别岛屿领土争端，但过去
十年来的经贸发展已经让中国
与东盟密不可分。

李克强10月9日在中国-东
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启动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进程，加快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
融合作防范金融风险，这又与习
近平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相呼应。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东盟积极推动建立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同样处于亚太地区，在美国主导
TPP的情况下，中国参与并主导
RCEP并非不可能。

回过头来，今年5月李克强
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时，分别提
出中缅孟印和中巴经济走廊的
概念，9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四
国期间，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构想。在TPP和TTIP所无法触
及的中国西部临近地区，中国也
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适时加强
多领域、全方位的经贸关系。可
以说，面对全球贸易规则可能发
生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全面布
局，下一步是如何争当“驾驶员”
而不仅仅是“乘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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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鉴定机构混乱，一些
钻石商也趁机漫天要价、以次充
好，甚至用人工合成钻石充当天
然钻石来欺骗消费者。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国内很
多钻石商其实都是从香港、深圳等
地批发的钻石，这些钻石的原产地
来自刚果、津巴布韦、印度等，有的
甚至是非洲“血钻”(所谓“血钻”，
是指在非洲战争区开采并销往市
场的钻石，其利润被用以反对合法
政府，所以又称“冲突钻石”或“战
争钻石”，是被联合国明确禁止交
易的——— 编者注)。但很多钻石商
家号称这些都是正宗“南非钻”，有
胆大的甚至宣称自己的钻石直接
进口自DTC，还有的说是从南非金
伯利矿挖出来的高品质钻石。殊不
知，金伯利钻石资源已几尽枯萎，
只剩下一个壮观的钻石洞；DTC卖
的是钻石原石，中国的“看货商”也
只有一两家。

中国新娘成为

钻石消费主力

相对于曾拯救黄金市场的“中
国大妈”来说，每年新增的1300万

“中国新娘”，则推动中国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大钻石消费市场。

与传统的黄金饰品相比，越
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更倾向于选
择钻石作为他们婚约的见证。还
有不少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
人选择远渡重洋，到钻石原产地
南非来旅游并购买婚戒。

在约翰内斯堡东门购物中心
的一家钻石店里，经理Lisa介绍
说，因为与不少旅行社有业务合
作，他们每个月接待的华人旅行
团中都会有几对甚至十几对“准
夫妻”。这些人都比较爽快，经常
是看中某款之后直接掏出信用卡。
Lisa说，一方面是南非的钻石的确
比国内便宜不少，如果不进“黑店”
的话，品质上基本有保证；另一方
面则体现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
国人的购买力增强，年轻一代对奢
侈品的追求也日益提高。

据Lisa介绍，目前在华人市
场，30分到50分的钻石最受普通
消费者喜爱，这是因为它们的价
格在一般百姓的承受能力之内。
另外，克拉钻越来越受经济实力
较强的年轻人追捧。据市场调查
公司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过去
五年里，中国钻石市场销售额翻
了三番，达到2 2 8亿美元 (约合
1395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上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引领这
一趋势的主力军是中国每年新增
的1300万新娘。

中国钻石行业的活力，也吸
引了世界级珠宝商的大手笔投
资。2001年，戴比尔斯与LV集团
联合创办了戴比尔斯钻石珠宝公
司，凭借着戴比尔斯的大名，迅速
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大连、
香港、澳门等城市开设了旗舰店。
另一款钻石界的著名品牌蒂芙
尼，目前已在中国境内(包括香
港、澳门)开起了近40家专卖店。

图中迷宫外墙上写着“欢迎
来到奥马巴医改(迷宫)”。近日，美
国两党再次在预算、医改等重大
议题上“撞车”，美国总统奥巴马
批评共和党人不惜以政府关门为
代价来阻挠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实
施，称这将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的
利益并冲击美国经济。奥巴马医
疗改革前路漫漫、困难重重。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一周声音

“我要对世界各国说的是，美
国一直(履约)偿还债务，以后还
会这么做。”

——— 面对美国债务上限触顶
警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此说。

“日俄之间在经济等各领域
的合作正在推进，这为两国和平
条约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 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日
俄北方领土问题再次表现出愿意
解决的姿态。

“我们准备承认建立巴勒斯
坦民族国家，你们为什么不承认
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

———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日前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发表演
讲时说。

“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战略
家，他曾告诉我，我们(美国)是一
个‘值得尊重的敌人’。”

———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如此
评价越南传奇英雄武元甲。

“这也归功于巴沙尔政权的
快速遵从，我不能担保将来几个
月会发生什么，但这是一个好的
开始。”

——— 美国国务卿克里强调
说，美国政府对叙化武销毁计划
进展感到“高兴”。

“事实上，在所有危机中，给
美国经济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华
盛顿上演的政治‘自残’。”

———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10

日警告，所有试图在违约大限前
一分钟才试图提高债务上限的做
法都非常危险，国会须尽快结束

“自残式”政治危机。
（赵恩霆 整理）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

俄罗斯复兴仅靠普京还不够
除非俄罗斯可以改善自

身的人口状况前景并保持在
全球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力，否
则类似在叙利亚问题上外交
干预，以及在《纽约时报》发表
致美国人民书这样普京偶然
为之的花招与操纵不可能转
化为俄罗斯的持久复苏。

2000年，当普京第一次出
任总统时，俄罗斯的人口为
1 . 463亿，去年俄罗斯人口为
1 . 4 3 5亿。联合国最近估计，
到2 1 0 0年，俄人口将下降到
1 . 0 7亿。俄罗斯人口的确在
2012年出现了自1991年以来

的首次增长，这一事实促使一
些人希望俄罗斯可以摆脱人
口下降的困境。然而，目前尚
不清楚这一增长在多大程度
上是由俄罗斯族人的出生带
来的。

与此同时，北美，特别是
美国，能源财源滚滚而来，对
俄罗斯可在全球能源市场施
展的影响力构成了挑战。虽然
能源依赖是导致美国难以从
中东脱身的重要原因，但并非
唯一的原因。英国《经济学家》
周刊公正地说，美国引领的页
岩气业的蓬勃发展与繁荣“正

从根基上动摇俄罗斯的国家
资本主义”。

点评：俗话说，时势造英
雄。有时，英雄也能造时势。普
京可能就属于后一句中的“英
雄”。诚然，一个国家的复兴光
靠某一位领导人一己之力很
难为之，但普京恰恰是当代俄
罗斯复兴路上的一把钥匙，可
以打开前路之门；他又如推进
剂，助推俄罗斯这艘火箭顺利
腾空。普京开启了俄罗斯复兴
的大门，但接下来的路不能靠
他一个人走完。

法国《费加罗报》：

美国霸权的危险缺位
对于世界秩序来说，美国

霸权目前的缺位不是好事情。
霸权缺位是由三个因素造成
的。首先，华盛顿存在白宫与
国会之间的制度障碍，而国会
中带有偏见的情绪似乎一时
间战胜了由来已久的共识文
化。其次，全国各地都存在百
姓自省的意愿，他们还在因海
外军事行动不断失败而受挫。
最后，身居白宫的总统尤其在
对外政策方面显得优柔寡断。
奥巴马是优秀教师，但不是战
略家，他难以做出一项决定，
然后再遵守它。

如果中东、亚洲、欧洲绝
大多数国家不需要美国更多
领导，这一缺位或许并不严
重。一个重要角色软弱无力往
往比它下力气维护政治和经
济平衡更危险。人们对美国的
要求在于，它作为能够让人遵
守其决策的仲裁者行事。

缺位并不意味着衰落，更
谈不上衰亡。作为数字革命之
母，美国在高等教育、科学、技
术和军事领域依然是可供参
考的霸权。可是，奥巴马再也
不敢在国际方面承担责任，与
其前任布什的过分做法截然

相反，后者在没有与任何人协
商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不要
霸权，也不要孤立，这才是对
美国老盟友的要求。

点评：对这个“老盟友”的
要求恐怕并不现实。美国可能
不要霸权吗？现实证明，它仍
在竭力维护其霸权。美国倒是
不想要孤立，但频繁干涉别国
和地区事务造成的结果往往
事与愿违，在曾被美国称为

“后院”的拉美地区，一股股反
美之风劲吹，更不用说在广大
伊斯兰世界了。

在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大贸易区的背景下，像WTO这样
的传统贸易机制或被边缘化，中国和东盟需要抱团取暖，更需要创新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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