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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８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１８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印
方不要把派遣军事人员越过已定国界当作达成
某种目标的政策工具。

陆慷说，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事件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
对此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通过外交渠道向中
方求证。外交部同这些国家驻华外交机构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

他说，我想强调的是，此次事件事实非常
清楚，中印边界锡金段是中印双方共同承认的
已定边界，这次事件的实质是印军非法越过中
印边界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国领土。

“ 公道自在人心，中方强烈敦促印方不要
把派遣军事人员越过已定国界当作达成某种目
标的政策工具。”陆慷说。

他表示，印度方面应当认清事态，尽快采
取措施将非法越界的人员撤回边界线印方一
侧，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新华社长春７月１８日电 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汽车经销商今年以来
库存和经营压力持续高企，销售形势严峻。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政三在第十四
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上说，受去年提前消费
透支和国家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减少等影响，
上半年各月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均位于警戒线
以上，上半年经销商经营压力加剧。

肖政三透露，目前中国一些汽车经销商的
实际汽车库存超过世界通用的合理库存指标
１．５个月，有的甚至达到２个月，其中不乏斯柯
达、东风悦达起亚、英菲尼迪等合资品牌。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 汽车经销商库存
调查结果”还显示，６月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
存系数为１．７５，同比上升１３％，环比上升
１１％，经销商库存压力上升，库存水平位于警
戒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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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8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
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巴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中
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最早承
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
一。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支
持，是真正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近年
来，中巴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更加巩
固，各领域合作得到稳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在
政治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协调配合，保
持高层交往，不断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中方
赞赏巴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一如既往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
业。中方愿与巴方共建“ 一带一路”，支持有
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到巴勒斯坦开展投资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巴方在工业区建

设、人才培训和太阳能电站项目等方面合作，
帮助巴方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双方要继续加强
在文化、教育、科研、党际、地方、民间、青
年等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

习近平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四点
主张：

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
解决。中方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
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一如既
往地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中方呼吁切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
2334号决议，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土上一切定居
点活动，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针对平民的暴力
行为。尽快复谈，加快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从根本上实现共同持久的安全。

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
促和合力。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协调，尽快推出
共同参与的促和举措。中方愿参与和支持一切
有利于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的努力，拟于年
内召开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启智献策。

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在推
进政治谈判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推
进巴以合作。中国视巴以双方为“ 一带一路”
沿线上的重要伙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
念，开展互利合作，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中
方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
助巴方的重点项目。

阿巴斯表示，巴中传统友谊如真金永不褪
色。巴方衷心感谢伟大的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
坦民族正义事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巴方祝贺并钦佩中方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愿密切同中方高

层和各领域交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拓
展巴中经济、科技、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旅游等
合作。巴勒斯坦高度评价并支持中国就推动政治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的建设性倡议，希望看到
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外交、经济、人
员培训和文化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阿巴
斯授予习近平“巴勒斯坦国最高勋章”，以表达对
中方支持巴正义事业的深切感谢和对习近平本
人的崇高敬意。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这
体现了巴方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是对中国
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的赞
赏和肯定。中方将坚定不移推动中巴双边关系
和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
席王正伟等出席。

关于金融制度的反思与启迪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亚洲金融风暴已过去20年，尽管各国经过
努力重建了增长中心地位，世界银行也再发报
告肯定《 亚洲的复活》，但痛定思痛，亚洲依
然残留很多结构性课题值得反思——— 适合本地
需求的汇率制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乃至
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建设都已浮出水面，
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1997年7月2日，泰铢暴跌三成，如晴天霹
雳，击穿亚洲市场上的“ 歌舞升平”，成为引
爆金融风暴导火索，并经过市场传导，迅速波
及东亚其他货币，演变为席卷东亚的货币危
机。事件吊诡之处在于，泰国政府事前决定拟
于当年7月2日变更汇率制度，放弃对美元联动
机制。这一决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事先公之于
众，使各路投机者提前布阵埋伏，就等政府大
摇大摆进入伏击圈而扣动扳机。

表面上看，这是信息披露的问题，而实质
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泰国乃至东亚多国此
前执行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资金流动
倾向、信贷关系等暴露了制度的弊端。

如在泰国汇率制度变更前，东亚多国和地
区普遍执行着与美元联动的汇率制度，即“ 钉
住”美元制度。这一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维护
对主要出口市场的汇率稳定，确保出口产业稳
定利益。但鉴于一方面在对美国市场上，亚洲
企业与日本企业存在竞争关系，日元对美元汇
率对于执行“ 钉住美元”的亚洲企业出口有直
接影响，即日元对美元升值时，亚洲企业出口

扩张，而日元对美元贬值时亚洲企业出口受到
抑制；另一方面，亚洲经济对日本市场也有依
赖关系，也会受日元汇率变动影响。如此，形
成了日元汇率与亚洲经济的联动关系，即在日
元升值期，东亚出口扩张，经常收支盈余，经
济向好；而当日元贬值时，日本出口扩大，经
常收支顺差增加，东亚经常收支甚至赤字化，
直至经济下滑。

1995年后半期到1997年中期，日元对美元汇
率出现著名的“ 反转”贬值，东南亚各国经常
项目赤字化。为维持与强势美元联动，各国不
得不动用外汇储备确保本币对日元升值，最终
导致外储枯竭。另一方面，为追随美国，东南
亚各国又实施高利率政策，信贷资本加剧流
入，资本账面大幅盈余，国际收支形成罕见的
扭曲账面，即经常账赤字，资本账盈余。国际
收支的失衡反映的是汇率制度的失衡，面对世
界级的美日汇率制度博弈，东亚多国陷入“ 双
车错”险境，不可避免地沦为悲惨的牺牲品。

问题在于，面对强大经济体的正面竞争，
当弱小经济体同时选择“ 资本自由化”和“ 汇
率脱美元化”，且提前将制度变更时间公之于
众，就为投机势力蓄势狙击准备了条件。此
时，一场资本绞杀，以及由此引起的银行掠
夺，乃至经济席卷的“ 金融风暴”就这样在20
年前爆发了。

如今，20年过去，东亚在恢复经济的同
时，也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地区金融防御体系的

课题。比如，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7年后半
期，日本就曾主动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成
立“ 亚洲货币基金”(AMF)，承诺确保亚洲不再
爆发危机。但该构想不仅在机制上无法形成可
协调大国与小国竞争的“ 汇率制度”，而且在
国际流动性的供给上也缺少发展眼光，在地区
经济失衡调整机制上更是缺少制度手段，无法
确保汇率稳定、充足供给国际流动性，以及调
整地区经济失衡的机制作用。

此后，2000年初，在东盟+中日韩框架内形
成了“ 清迈倡议”机制，即在统一框架内的

“ 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该机制历经17年的发
展和扩容，现已达2400亿美元规模，在量上具
备扼制投机的功效。但该机制仍仅从外汇储备
的角度应对危机，未能从汇率制度、国际流动
性供给机制，以及经济失衡调整机制上考虑地
区体制建设问题，不具应对新型危机的功能，
为此，各国在进一步推进上并不积极。

眼下，随着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以及贸
易、投资、服务体系的日益扩大，地区金融发
展与体系安全，尤其是地区可协调的汇率制
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以及区内外经济失
衡的调节机制建设，日渐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课题。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7月14日—15
日，我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防控金融风
险，深化金融改革等举措，无疑具有极为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今年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20周

年。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世界经

济的增长中心，亚洲经济备受瞩目，

亚洲各国生龙活虎，一度演绎出“ 发

展的奇迹”，推进世界经济中心向亚

洲转移。1993年世界银行就发表报告

盛赞《 亚洲的奇迹》。然而，进入

1997年7月，陶醉在瑰丽的增长光环

中的亚洲多国突然陷入货币急速贬

值，外汇储备瞬间枯竭，金融系统顷

刻坍塌，宏观经济严峻衰退，国民生

活急剧恶化的惨境。

如今，20年过去，各国在恢复经

济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地区

金融防御体系的课题。

■亚洲金融风暴20周年回望(1)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 信息大动脉”
4G信号覆盖城乡，5G技术“ 领跑”世界。

近年来，我国移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提质，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打通了“ 信息大动脉”。

当前，我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和最
丰富的移动网络应用，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
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优良的通
信基础设施超前规划布局和建设推广。

让畅快的信号覆盖每个角落，正在逐步成
为现实。在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江乡，中国移动
投入大量资金，使独龙江乡行政村4G覆盖率达
到100%，行政村光纤通达率达到100%。

技术日臻成熟的中国通信行业也迈开了走
向国际舞台的步伐。

近期，中国联通、喀麦隆电信、华为海洋
共同签署了南大西洋国际海底光缆(SAIL)的建

设合同，这一连接非洲与美洲、全长约6000公
里的海底光缆进入实施阶段，建成后将成为非
洲重要洲际通信出口。

2 G跟随、 3 G突破、 4 G同行、 5 G“ 引
领”。如今，中国移动已经在世界5G研究领域
走在前列。中国移动于2012年正式启动5G工
作，五年来在策略研究、技术创新与标准化、
产业推进、联合创新、参与国家项目等五大方

面全面推进，取得了积极进展。
“ 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时

代，一个融合创新改变世界的时代。”中国移
动董事长尚冰表示，中国移动将加快推进5G发
展，今年将在5个城市开展5G外场试验，2018年
开始规模试验，2019年实现预商用，2020年实
现5G规模商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特朗普在活动上试戴一顶牛仔帽。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7日电 美国总统特
朗普17日宣布将当天定为“ 美国制造日”，将
7月16日至22日定为“ 美国制造周”，希望通
过这一行动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拓宽美国货
销路。

“ 建筑工人、牧场工人、工匠以及其他劳
动者通过每天的劳动让美国更加伟大，”特朗
普在声明中说，“ 我致力于促进美国制造业发
展，为美国货打开世界各地市场”。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将制造业就业岗
位带回美国，提出“ 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
称会向企业施加压力，确保工作岗位和产能留
在美国。

特朗普启动

“ 美国制造周”推销美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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