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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峰會收場 小圈子顯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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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民 眾 連 續 數 日 在 東 京 示 威 ， 抗 議 舉 行 美 日 首 腦 會 及
制 峰會。

攪局亞太

【大公報訊】綜合
、 BBC
、共同社報道：
CNN
美日印澳 四邊機制 峰會
（ Quad
） 日在東京舉行。
媒體關注四國對俄羅斯態度
上的溫差。印度總理莫迪仍
然未跟隨西方腳步，對俄進
行譴責或實施制裁。此外，
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雖未直
接點名中國，但分析認為，
其中涉及東海、南海等內容
針對中國的意味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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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 「四邊機制」 峰會前的記者會
表示，烏克蘭戰爭引領着人類歷史上的
「黑暗時刻」 ，強調 「這不僅僅是一個歐
洲問題，更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分析
認為這顯然在向莫迪施壓。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則表示，「四邊機制」不應允許類似俄
烏衝突發生在 「印太」 地區。澳洲新任總
理阿爾巴尼斯則說，氣候變化是太平洋
地勢低窪島嶼國家在經濟與安全上的重
大挑戰。中國已經在這個地區擴張影響
力。
自俄烏衝突發生以來，印度始終未加
入西方譴責或制裁俄羅斯的陣營。美國此
前已經表示，要幫助印度擺脫對俄的武器
依賴，希望藉此拉攏新德里，壯大反俄聯
盟。儘管美日兩國在此次峰會上繼續猛烈
抨擊俄羅斯，但莫迪在講話中仍隻字不提
俄烏衝突。 「四邊機制」 兩個小時的峰會
後發表聯合聲明中，僅將烏克蘭戰爭描述
為 「一場悲劇性的衝突」 ，也沒有明確譴
責俄羅斯的侵略。
美印首腦隨後舉行一對一的會談，但
效果欠佳。拜登在和莫迪會面前就預告，
將和對方討論俄烏戰事 「對世界秩序」 的
影響。白宮在之後的聲明中稱，拜登在與
莫迪的雙邊會晤中 「譴責了俄羅斯對烏克
蘭發動的無理戰爭」 。然而莫迪依然沒有
提及烏克蘭戰事，只是表示美印擁有 「共
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 ，要加強經濟合
作。美聯社指出，拜登曾要求莫迪不要購
買更多俄羅斯的石油，但莫迪對此並未作
出公開承諾。
莫迪發表講話後，是媒體拍照時間。
一位記者抓住機會向拜登提問： 「你會敦
促莫迪總理對俄羅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嗎？」 另一名記者立刻追問： 「你是否要
求莫迪總理擺脫對俄羅斯石油的依賴？」
拜登和莫迪都沒有回答。CNN形容， 「拜
登給了莫迪一個狡黠的眼神，挑了挑眉
毛，說 『歡迎來到美國的媒體世界』 。」

3900億基建承諾沒有細節
另外，當天的「四邊機制」峰會後發表
聯合聲明，重申四國對建立所謂「自由開放

的印太地區」的承諾，繼續
在應對流行病、基建投資、
氣候變化等方面加強合作。
聲明全文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四國
承諾未來5年有意在 「印太」 地區的基建
方面，以投入超過500億美元（3900億
港元）的投資與支援作為目標。此舉被認
為是對抗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 倡議。
但分析指，四國僅在方向上達成一致，且
未提及具體內容和細節，能否最終實現仍
未知。
另外，聲明提到 「強烈反對企圖改變
現狀和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脅迫、挑釁或
單邊行動，包括將爭議地區軍事化、危險
地利用海岸警衛隊船隻和海上民兵，以及
試圖破壞其他國家在近海開發資源」 以及
「打擊非法捕魚」 。

中方批挑動陣營對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表示，
中國向來積極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
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國
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重要涉海公
約締約國，一貫積極履行自身有關國際法
義務。請有關國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鏡，進
行毫無根據的指責。搞小圈子挑動陣營對
立，才真正威脅構建和平、穩定、合作的
海洋秩序。
「四邊機制」 峰會是拜登上任後首次
亞洲之行最後一天的行程，此前一天，拜
登在日本宣布啟動 「印太經濟框架」
（IPEF）。然而，包括美日媒體在內的各
家輿論都不看好該框架。日本共同社稱，
新框架在看不到具體措施的情況下起步，
開局可謂 「同床異夢」 。《紐約時報》
稱，由於缺乏市場准入條款，該框架的價
值引發外界質疑。
中國商務部24日表示，亞太經濟的成
功受益於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相關倡議
要為本地區繁榮發展貢獻力量，應保持開
放包容，而不是歧視排他；應促進經濟合
作與團結，而不是損害和分裂現有機制。
中方一直以來對符合上述標準的地區經濟
合作倡議均持開放態度。

媒體不看好IPEF
Quad四次峰會
無具體成果
2021年3月

日經新聞

共同社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新框架欠缺關稅
下調這一市場開
放的基礎，令人
不安。

新框架在看不到
具體措施的情況
下起步，開局可
謂「同床異夢」。

由於缺乏市場准入
條款，該框架的價
值引發外界質疑。

亞洲國家想要的恰
恰是拜登無法提供
的，即更多進入美
國市場的機會。

大公報整理

首次舉行線上首腦會談，
計劃大搞 「疫苗外交」 。
但由於四國內部存在分
歧，加上資源和能力有
限，這一圖謀難以得逞。

◀美國總統
拜 登（右）24
日在東京和
澳洲總理阿
爾巴尼斯舉
行會晤。
美聯社

2021年9月
在華盛頓舉行首次線下會
晤。計劃在基建、半導體
供應鏈等領域展開合作。
但四國缺乏在海外大搞基
建的能力，面臨缺乏人才
和資金、工程成本高且工
期長等問題；所謂半導體
產業鏈合作違背市場規
律，很難有多少企業願意
參與。

2022年3月
舉行視像峰會，商討俄烏
及 「印太」 地區局勢。印
度未跟隨西方國家譴責及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2022年5月
在東京舉行線下會晤，美
國總統拜登大談俄烏衝
突，印度總理莫迪在講話
中仍對此隻字不提。
大公報整理

瞌睡喬調侃澳總理：睡着沒關係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
日經新聞報道：美國總統拜登24
日在 「四邊機制」 峰會上和新任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開玩笑，稱
他剛剛贏得大選就趕來赴會，
「如果你在這裏睡着了，沒關
係。」 有網友笑稱，拜登多次在
公開場合被拍到疑似打瞌睡，美
國前總統特朗普還給他起了個綽
號 「瞌睡喬」 。
在結束了為期六周的聯邦選
舉活動後，阿爾巴尼斯23日上午
剛剛宣誓就任澳洲第31任總理。
拜登對阿爾巴尼斯說： 「你才剛
宣誓就職，就遠道而來。我不知
道你是如何做到的，真的很優
秀。如果你在這裏睡着了，沒關
係。」
阿爾巴尼斯表示，澳洲將於

2023年主辦下一次 「四邊機制」
峰會，他希望 「在那之前訪問美
國」 。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
日與美國總統拜登進行了2小時10
分鐘左右的會談。兩人隨後在東
京老字號飯店 「八芳園」 共進晚
餐約1小時。這是拜登與岸田首次
正式面對面舉行會談。日媒對岸
田沒有獲得與拜登只帶翻譯的一
對一會談機會頗為不滿，更以前
首相菅義偉作對比。菅義偉2021
年4月訪美與拜登會談時，兩人一
對一交談了20分鐘左右。
日媒稱，首腦會談的時長是
美日距離的鏡子，旨在進一步強
化美日同盟，建立首腦之間的個
人信任關係。岸田文雄上台已有7
個月，赴美訪問一直未能成行。


周德武

世界

5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開啟了亞洲
之旅。他此行拋出的唯一新東西就是啟
動 「印太經濟框架」 。自去年下半年拜
登在東亞峰會上提出這個概念，到今年
落地生根，也算得上是密鑼緊鼓了。捧
場的國家比預期的要多，創始成員國有
13個，說明美國最近鼓搗的成效還是十
分明顯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 「印太經濟框
架」 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
肢解版。除了缺失互相開放市場及減免
成員國關稅之外，有關提高供應鏈的韌
性和安全性；推動高標準的基礎設施建
設、脫碳和綠色技術發展；數字貿易、
勞工權利和環境；稅收和反腐敗等四大
議題是這個框架的核心內容，與原先的
TPP條款有許多重合之處。 「印太經濟框

印太經濟框架
的基因缺陷

架」 的突出特點是：它不是普通的貿易
協議，而是着眼於制定規則和標準，一
方面讓美國掌握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另
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美國國內政治的內
鬥。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好不容易談了
一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沒
想到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天就簽署行政命
令，廢除了這紙協議，被媒體戲稱
「踢了民主黨的屁屁」 。時任總統特朗
普說， 「這對美國工人來說是個大好
事」 ，美國的工作崗位可以保住了，對
製造業的損害也被制止了，更不會向其
他成員國降低關稅了。
雖然民主黨把特朗普趕下了台，但
美國國內的政治氣氛已不允許重新加入
TPP，拜登政府要完成 「亞太再平衡」 的
未竟事業，必須在印太戰略構想上有所
建樹，更何況特朗普在離任前幾天，還
罕見公布了國防部《印太戰略報告》，
以此對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形成監督
和制約。當年一手主導 「亞太再平衡」

戰略工作的坎貝爾如今擔任白宮國安會
印太事務協調員，更是希望把當年的一
些理念移植過來，所以就搞成了這樣一
個不倫不類的 「印太經濟框架」 。
「印太經濟框架」 成為美國印太戰
略的新抓手，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經濟
引擎或支柱，美國當然希望把這個聲勢
搞到越大越好。為了拉攏這些國家入
夥，在初級階段只能把這個框架的線條
搞得粗一些，否則就會削弱一些國家加
入的意願。另一方面，許多國家也不希
望加入印太經濟框架成為在中美兩國選
邊站隊的標誌，所以竭力淡化這個框架
有關遏制中國的色彩，新加坡與韓國的
表態最為明顯。韓國方面強調， 「印太
經濟框架」 從來沒有將中國排斥在外。
他們非常清楚，雖然韓國和美國結成了
芯片等供應鏈同盟，但這只是上游的聯
手，而供應鏈下游的銷售同樣重要，否
則生產一大堆的芯片只能放在倉庫裏，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消耗國，韓國

不希望放棄中國大市場。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在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也表示，
「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的佔比不斷增
加，機會和市場都在中國，各國不能不
和中國做生意」 。也許是韓國等國的私
下勸說起了一點作用，美國這次在策略
上有所調整，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表示， 「中國同樣可以在創始成員國同
意的情況下申請加入」 ，算是向世界表
明，印太經濟框架也是 「開放」 的。
儘管沙利文的表態冠冕堂皇，似乎
沒有將中國排斥在外，但是其他高級官
員的立場讓沙利文的這一說法顯得蒼白
無力。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稱， 「印太
經濟框架」 是美國 「在亞太地區重塑經
濟領導力的重要轉折點」 ，向地區國家
提供了 「中國以外的選項」 。美國貿易
代表戴琪5月20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印太經濟框架將有效反制中國不斷增
長的影響力」 。
輿論注意到，由於 「印太經濟框

架」 存在着基因缺陷，其發展前景不容
樂觀：一是，這個框架不準備提交美國
國會批准，而是知會國會，以總統行政
令形式簽署執行，如果共和黨總統上
台，會不會像TPP一樣淪為一張廢紙？二
是，美國在拒絕讓利的情況下，拜登仍
希望加入 「印太經濟框架」 的國家接受
更嚴格的環境、勞工等標準，相信一些
國家會強烈抵制。三是，亞太國家看中
的是美國龐大的市場，如果市場准入這
一塊向亞太國家關閉，會影響接下來的
談判進程。
毫無疑問， 「印太經濟框架」 的本
質是孤立中國，亞太國家的搖擺性由此
可見一斑，為中國經營周邊增添了新的
複雜因素。中國如何利用好現有亞太區
域經貿安排與機制，固化與這些國家的
利益鏈條，而不至於與中國漸行漸遠，
在抗擊新冠疫情外防輸入的大背景下，
這個挑戰尤其巨大，中方切不可掉以輕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