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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朋友圈壮大时间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倡议筹建亚投行

21个首批意向创始
成员国的财长和授
权代表在北京签约

（21个成员国包括孟加拉国、
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
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
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
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
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
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投奔亚投行投奔亚投行

决策背后决策背后

2014.
10

印度尼西亚加入

德法：
激烈博弈2014.

12.31
马尔代夫加入

2015.
1.4

新西兰加入

约旦加入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申请加入

土耳其申请加入

荷兰、巴西、格鲁吉亚、
丹麦申请加入

埃及、俄罗斯、
芬兰申请加入

确定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

亚投行章程签署生效后，
亚投行正式成立

2015.
1.13

沙特阿拉伯、
塔吉克斯坦加入

2015.
2.7

2015.
3.12

英国申请加入

2015.
3.17

2015.
3.20

瑞士申请加入

2015.
3.26

2015.
3.27

韩国、奥地利申请加入

2015.
3.28

2015.
3.29

澳大利亚申请加入

2015.
3.30

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
截止日，瑞典、西班牙、
吉尔吉斯斯坦、冰岛、
挪威、以色列、葡萄牙
申请加入。当日，台湾
方面也提出申请加入
亚投行成为创始会员。

2015.
4.15

2015.
3.31

2015
年底前

2014.
10.24

2014.
11.25

2015.
3.18

卢森堡申请加入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倡

议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热潮不断高

涨。截至3月31日，提出申请以意向

创始成员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和

地区总数已达52个，遍及亚洲、欧洲、

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在全球范围

内掀起一股“亚投行热”。

由于内政外交政策差异，各方

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不尽相同，

有些颇为顺利，有些则上演了“经贸

系”和“外交系”之间的博弈，有过观

望犹豫、纠结反复。透过这些决策

故事，可以切实感受到各方对于中

国发展与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对

构建利益均沾、繁荣共享“命运共同

体”的期许。

围绕是否加入亚投行，“经贸系”与
“外交系”的决策之争同样发生在澳大
利亚内阁。从最初的断然“回绝”到最
终的高调“入伙”，澳大利亚走过一段颇
为复杂的“心路”。

2014 年 10 月，澳方收到中方的亚投
行邀请，但因为顾虑美国态度，在内阁
会议上予以拒绝。国库部长乔·霍基从
经济角度考虑，认为加入亚投行能带动
经济发展，对本国和亚太地区都有利；
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则从战略安全和
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受到美国强力游
说，不愿意跟美国翻脸。

新华社驻堪培拉记者徐海静观察，
毕晓普后来立场有所改变，促使内阁最
终达成一致。而去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
峰会之后，澳中关系的升温与澳美关系
的降温，则是促成澳大利亚政府最终转
向的大背景。

11 月 15 日，澳大利亚海滨城市布里
斯班，参加 G20 峰会的领导人在烈日下
烧烤午餐，东道主托尼·阿博特语调轻
松地告诉大家：“叫我托尼就好”。他建
议爱争吵的各国“同事”放松紧张神经，
抱抱呆萌考拉。

不过，抱过萌物之后的美国总统奥
巴马没给东道主留面子，发表批评阿博
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讲，让澳方颇
为难堪。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注意到中
国领导人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烈欢迎
以及其“旋风式”外交显示出的底气和
自信。

徐海静回忆，她当时采访的众多政
界学界人士“无一例外”认为澳大利亚
应该加入亚投行。即便《澳大利亚人
报》外交编辑、号称美国在澳“最好朋
友”的格雷格·谢里丹也说加入亚投行
是好事，理由是澳大利亚和亚洲将获得
更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
济增长。

舆论“一边倒”，澳中关系升温，加
之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行动在先，澳大
利亚政府终于消除分歧，高调宣布加入
亚投行。

澳大利亚:
坎坷“心路”

韩国政府 3 月 26 日宣布申请加入
亚投行之后，韩国媒体终于松了口气。

先前，韩国多家地方媒体连续两
三次闹出乌龙，在政府还没宣布正式
消息之前就提前“抢跑”。每次出现
这样的假新闻，记者都要通过各种途
径核实消息，确保不要误报，官方消
息出来后，记者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了。

新华社驻首尔记者彭茜说，围绕
是否加入亚投行，韩国官员、媒体、学
界观点不同，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立场
也不尽相同。不过，总体而言，舆论支
持声音占据上风，一些媒体甚至急于

“催促”韩国政府加入。
韩国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后，《中

央日报》立即发表社论，称韩政府加入
亚投行是“正确决定”，甚至颇为遗憾
地表示，如果早点提出申请，可能会在
亚投行份额分配或高层分配中占据有
利地位。

韩国《朝鲜日报》则说，韩国加入
亚投行是韩国获得参与亚洲地区基础
设施项目的机会，也是参与朝鲜基础
设施开发等扩大南北经济合作的机
会。

在近两年的驻外工作中，彭茜明
显感觉到中韩两国经济交往的热度。

“加入亚投行对韩国而言完全是符合
中韩交往发展大势和韩国本国经济利
益的选择。”她说。

彭茜分析，韩国之所以权衡良久，
反复纠结，主要原因是受到美国阻力，
在最重要的安全盟友美国和最大的贸
易伙伴中国之间艰难寻求平衡。

随着欧洲国家相继加入，美国也
一改从前强硬言辞，软化立场。彭茜
说，正是欧洲国家的“决然”和美国的

“松口”让韩国承受的压力骤然减轻，
最终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定。

英国:
第一个“吃螃蟹”

3 月 12 日是社交媒体被“英国加入
亚投行”刷屏的一天。

对于英国成为首个公开宣称加入亚
投行的西方大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
会有一些时候，英国选择不同于美国的
路径，因为出于英国国家利益。财政大
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成为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是要在类似亚投行的国
际机构创建时体现“存在感”。

在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吴心韬看来，
英国外交、对外经贸政策乃至国内经济
发展方针一贯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
彩，加入亚投行最终是为英国争取发展
空间，维护国家利益。

英 国 加 入 亚 投 行 ，奥 斯 本 功 不 可
没。正是他不顾外交官们“加入亚投行
可能疏远与盟友关系”的严词警告和强
烈反对，在一场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提出这一问题，最终说服了卡梅伦和国
防官员，作出这一决定。他的理由是，英
国加入亚投行带来的商业利益将超过可
能引发的“外交骚动”。

对于英国加入亚投行，吴心韬并不
感到意外。他说，本届英国政府着力深
化与中国经贸关系，主要动因还是经济
利益，其背后则是这些年学界一直在探
讨的话题：亚洲的崛起和机遇，特别是不
断增强的中国实力和市场潜力。

德国加入亚投行之前，公开讨论虽
然不多，决策圈内的“暗流涌动”却从未
停止。来自执政联盟不同派别的德国
外交部、财政部和经济与发展部各持立
场，竞相争夺话语权。最终，总理默克
尔决定让外交部和财政部主导决策制
定。

新华社驻德国法兰克福记者文史
哲注意到，德国财政部正是在中德首次
高级别财金对话后表达加入亚投行意
愿，“从中德关系角度看，加入亚投行也
是中德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

公开采访和私下交流中，文史哲发
现，德国政商界人士多以欧洲视角看待
加入亚投行，认定欧洲国家的动因是分
享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潜力。

“德国与中国的经贸投资关系非常
紧密，‘未来属于中国’是我在德国常听
到采访对象说的一句话，和中国搞好关
系对欧洲有益。”文史哲说。

新华社驻巴黎记者韩冰注意到，法
国主流媒体《费加罗报》把围绕亚投行
的博弈描述为一场“以金融为武器的影
响力之战”。

文章说，德法意等欧元区主要国家
纷纷加入亚投行，是因为欧洲人把加入
亚投行视为进入亚洲市场的新跳板。

“他们不希望自己留在站台上，眼睁睁
看着中国投资列车驶过。”

韩国：
媒体“抢跑”

3月 26日，沙特等国开始空袭也门，随着安全形势的恶
化，也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曾经被美国标榜为“反恐模
范”的也门，正迅速滑向战乱和崩溃的边缘，一旦出现权力真
空，极可能为恐怖分子利用。那么也门会成为下一个叙利亚吗？

虽然沙特等国是应也门要求，打击胡塞武装势力，但背
后则是中东国家间的一场“代理战争”。沙特等国属于逊尼
派阵营，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伊朗则属什叶派阵营。尽
管伊朗并不承认，但沙特等国认定伊朗就是幕后“推手”，并
且表示胡塞武装不投降，绝不停止空袭，并成立阿拉伯联合
部队以示决心。也门战事是沙特等国与伊朗之间的一场博
弈与较量。师出有名，可是多国并不能迅速结束也门战乱；
胡塞武装虽受到重创，但它仍然控制着也门大部分地区，也
门对立的局面仍将持续下去。

尽管有大国力量博弈的因素，但也门冲突的根本原因
还在内部。由于历史和殖民的缘故，也门内部长期对立。
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之后，也门北部和南部先后成立
了北也门和南也门，直到 1990 年才实现统一。在教派上，
分别信奉什叶派和逊尼派，特别是前总统萨利赫倒台后，也
门局势就一直处于动乱中。也门既有教派和政治的分歧，
也有各种利益的纠葛。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加剧了
也门的冲突与动荡。

此外，也门虽小，却被认为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源头，不仅
是“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祖籍地，长期以来也是恐怖分
子的出口国。胡塞武装力量分散，如果在战事中失利，他们
将很快被“圣战分子”取代。也门很可能成为一个恐怖分子
统治下的“伊斯兰国”，显然这是冲突各方都不希望看到的。

也门战乱最大的威胁在于外溢效应。也门位于红海入
海口，控制通向苏伊士运河的门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也
门若出现剧变，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会对沙特乃至整个中
东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未来方向不明的情况下，
也门很可能重蹈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的覆辙。到那时，
也门就真成了美国的反恐梦魇了！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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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叙利亚？
□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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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牌
3月 30日，在位于肯尼亚埃尔多雷特的莫伊大学，来自

中国东华大学的一名教师和莫伊大学的学生们同台表演
太极拳。当日，肯尼亚莫伊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成立，
这是继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和埃格
顿大学孔子学院后肯尼亚高校建立的第四所孔子学院。

3月 31日，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室外蝴蝶馆，
一只金斑蝶停在一个小女孩的鼻子上。

3月31日，游人在日本东京千鸟渊欣赏樱花。日本东京
近日迎来樱花满开时，东京各处赏樱名所游人络绎不绝。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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