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
!

月
"#

日

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

日发表声明说#巴方拒绝除全面

和平协议之外的任何协议$

以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

斯为首的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在

声明中说#除了一项解决所有核心

问题%包括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

的&全面的和平协议'之外#该委员

会将&拒绝'任何其他协议$声明还

说#今年巴以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

性很小$

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
!"

日在

一个议会委员会会议上说# 以色列

已无力花更多的时间等待签署一个

有关巴以边界问题的协议$ 他呼吁

推迟对耶路撒冷问题的谈判# 双方

首先达成一个&部分协议'$

去年
!!

月# 以巴双方领导人在

美国安纳波利斯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上宣布重启中断多年的和谈#并承诺

力争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内容广泛的

和平协议$但由于双方在耶路撒冷地

位%边界%巴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

等关键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和谈迄

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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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

日宣布#应国

家主席胡锦涛邀请# 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

斯(弗里亚斯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查韦

斯总统访华期间# 胡锦涛主席将与

他举行会谈# 有关领导人将分别会

见他$ 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签署司法%体

育和质检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她表示# 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

的重要国家# 中委建交
&'

年来#两

国关系平稳发展# 各领域合作卓有

成效$&中委双方的合作是在平等互

利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的#不

针对任何第三方$ '

查韦斯 !"日访华

据新华社电 泰国主要执政党

人民力量党 !民力党"

!#

日在首都

曼谷党部召集本党国会下议院议

员#讨论对颂猜的总理提名$民力党

副发言人汶容率&内文之友'派部分

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宣布这一

派别支持对颂猜的提名$

他同时提醒颂猜不要试图利用

与前总理他信的关系# 谋取政治利

益$ 颂猜是他信的妹夫$

民力党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

!"

日上午同意推举颂猜为总理候

选人$ 占民力党下议院议员数三分

之一的&内文之友'派同日晚些时候

宣布抵制这一决定$

泰国媒体报道# 民力党执行委

员会向&内文之友'派提供
(

个内阁

职位#以换取它支持颂猜$

)曼谷邮报*网站
!#

日报道#除

&内文之友'派外#执政联盟中的泰

国党和中庸民主党得到许诺称#如

果颂猜
!)

日顺利通过下议院总理

候选人提名表决# 将获得一些内阁

职位$

据新华社联合国
!

月
'(

日电

第
#%

届联合国大会
!"

日在闭幕前

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份决议#

决定最晚在明年
%

月底以前就安理

会改革启动政府间谈判$

决议说#联大决定在第
#&

届联

大期间# 以非正式全会的形式启动

政府间谈判# 讨论安理会席位的公

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

联大当天是在联大安理会改革

问题工作组提出的建议基础上%经

过多轮磋商后作出这一决定的$ 该

工作组建议联大就安理会改革问题

启动政府间谈判$

!$$&

年#第
'(

届联大决定设立

专门工作组# 研究安理会改革问题$

该工作组自
!$$'

年正式投入运转以

来#每年都向联大提交进展报告$

据新华社基辅
!

月
)&

日电

乌克兰议长亚采纽克
!#

日在议会

宣布#由执政党季莫申科联盟和&我

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 联盟组

成的执政联盟已经解体$

亚采纽克说# 执政联盟的解体

是&对民主的挑战'#希望议会各党

派能共同努力战胜这一挑战$ 他强

调# 议会目前仍然是合法的立法机

关#需要对国家发生的一切负责$

根据乌克兰宪法# 议长正式宣

布执政联盟解体后# 议会应在一个

月内组成新的执政联盟# 否则总统

有权解散议会$

乌克兰去年
$

月底提前举行第

六届议会选举#由进入议会的季莫

申科联盟和 &我们的乌克兰
*

人民

自卫 '联盟组成执政联盟 #并选举

季莫申科担任政府总理 $ 由于对

季莫申科联盟和反对党地区党在

议会联合投票限制总统权力感到

不满 #亲总统的 &我们的乌克兰
*

人民自卫 ' 联盟本月初决定退出

执政联盟$

巴解组织,

非!全面和平协议"不要

颂猜总理提名 党内亮绿灯

就安理会改革问题

联合国将启动政府间谈判

乌克兰执政联盟解体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

月
"&

日

电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阿巴斯

少将
!#

日说#巴安全部队有权对越

境的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联军开

火$

巴当地电视台援引阿巴斯的话

说# 如果驻阿富汗联军进入巴基斯

坦领土或领空# 巴安全部队将对他

们开火$ 他说#&我们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 '

近来# 巴部落地区连续遭到驻

阿富汗联军的越境袭击# 引起了巴

国内各方面的强烈抗议$ 巴基斯坦

陆军参谋长基亚尼
!!

日发表措辞

严厉的声明# 公开谴责驻阿富汗美

军对巴发动的越境袭击#并表示&巴

基斯坦为了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将

会不惜一切代价'$

巴称有权对越境美军开火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在南奥

塞梯冲突致使美俄关系趋紧后# 俄罗斯近

日又在美国&后院'拉美地区采取了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 美俄在拉美的博弈是美俄

利益冲突的新体现$

分析者认为# 美俄关系之所以出现今

天这个局面# 其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和北约

在上世纪
$+

年代中期实施的北约东扩政

策触及俄的根本战略利益$ 俄罗斯当时经

济状况不佳#难以加以应对-如今俄经济复

苏#于是对美国和西方还以颜色$

#

俄罗斯连续!接招"

上世纪
$+

年代以来#美国在战略上对俄

一步步进逼#如推动北约东扩%支持科索沃单

方面独立%支持独联体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

等$ 俄罗斯深感自己的地缘战略空间被挤压$

今年
(

月
(

日# 南奥塞梯爆发武装冲

突$ 俄出动重兵#用
"

天时间结束了&迫使

格鲁吉亚实现和平'的军事行动$

不仅如此#

$

月
!+

日晚# 俄罗斯两架

图+

!#+

战略轰炸机还飞抵委内瑞拉 &解放

者'军用机场#在美国的&后院'加勒比海进行

了飞行训练$ 俄委两国还决定在加勒比海域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将是俄罗斯和委内瑞

拉首次在美洲地区举行联合军演$

$

拉美#美俄博弈新地点

分析人士认为# 近年来部分拉美国家

与俄罗斯加强接触#有多重原因$

在
&&

个拉美国家中#左翼和中左翼政党

执政的国家已经占了多数$冷战结束之后#越

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主张世界多极化# 对美国

推行的全球霸权主义政策深表不满$

从
%++&

年至
%++)

年#拉美国家经历了

"

年经济发展&黄金期'$ 从整体上说#拉美国

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已越来越小$

近年来#美国因忙于反恐#深陷战争泥潭#不

同程度地忽视了拉美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在

上述情况下#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在拉美影

响较大的国家与反美 &铁三角'+++古巴%委

内瑞拉%玻利维亚的关系日渐紧密$美国在其

&后院'的绝对话语权受到挑战$

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 美俄关系如何发

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俄罗斯总理普京

近日表示#俄罗斯和西方没有意识形态矛盾#

双方不存在&冷战'的基础$普京说#俄罗斯和

西方存在许多需要一起努力解决的共同问

题#其中包括制止恐怖主义和防止核扩散等$

分析人士指出# 美俄两国今后一个时期的政

策抉择将是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

美俄缘何在拉美博弈

风暴背后的
次贷幽灵

连续
!"

个月来! 由美国住房市场和

金融业疯狂投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 !

对世界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

严重威胁" 虽然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远未

结束!但从过去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已有

许多东西值得总结"

首先!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美国目前的

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是在上世纪
#$

年代末

和
%$

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后逐步建立起

来的!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长保

尔森曾坦言! 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已

不能有效地处理当前的金融问题%

其次!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不能放松"

在次贷危机中人们看到! 美国的许多放

贷机构& 投资银行和抵押贷款融资机构

都放弃了严格的风险控制! 加入了住房

市场投机炒作的大潮! 最终酿成灾难性

后果" 这些企业陷入困境! 不仅给其投

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而且使得美国金融

市场面临剧烈动荡"

相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发达

国家的金融业高度发达!并有着'现代&高

效和专业$的光鲜外表" 通过次贷危机!发

达国家有必要反省! 发展中国家更要引以

为戒" 在全球化时代!高度发展的金融业既

是机遇!但同时也暗藏了巨大风险" 如何趋

利避害!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警示
!!

时评

据新华社纽约
!

月
"(

日电
!

月

"#

日! 是一个令华尔街人刻骨铭心的

日子"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

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

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受美国次贷

危机的冲击!曾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三

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雷曼以及美

林都已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业内人士认为!导致这些金融巨擘

接连倒下的罪魁祸首就是持续困扰华

尔街达
"$

个月之久的次贷危机" 虽然

近来关于次贷危机接近尾声的说法有

所增多!但雷曼和美林的结局发出了一

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横扫美国%殃及世界

的次贷危机远远没有结束!还可能继续

对金融行业造成打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

斯潘
%$

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

访时说!美国正在陷入(百年一遇)的金

融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

可能性正在增大!还将有其他主要金融

机构倒闭* 格林斯潘表示!这是他职业

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危

机可能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将继

续影响美国房地产价格* 他认为!美国

躲过经济衰退的几率小于
&'(

*

+全球发展金融,报告主要作者-世

界银行国际金融主管戴拉米
"&

日说!

雷曼兄弟公司已(患病)多时!其突然

(病故)在意料之中!但美林证券公司被

美国银行收购却 (令人感到震惊)* 因

此!戴拉米坚持他今年年初表述过的观

点!即次贷危机对许多经济学家都是新

课题!未知数太多!它究竟会对美国经

济造成多深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因此

人们需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戴拉米认为! 雷曼兄弟公司申请

破产保护以及美林被收购的最直接后

果是!金融机构会收紧银根!放贷将格

外(小心翼翼)!银行间的拆借会更加

困难!抵押贷款利率将因此上升*

不过! 戴拉米似乎对美国经济前

景没有那么悲观!他认同美国财政部长

保尔森关于美国人民应保持对美国金

融体系(健康和适应力)的信心的说法!

同时认为雷曼和美林公司事件对美国

及世界经济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拥有

!"(

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

曼兄弟公司
!"

日向法庭提交破产保护申

请#重挫金融市场的信心$

由于油价持续回落#通货膨胀压力有所

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动荡可

能迫使各国央行改变此前趋紧的货币政策$

各国央行纷纷注资

为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导致

的市场流动性紧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

日晚抢先宣布出台一系列扩大流动性

的新措施#包括扩大金融机构从美联储贷

款的抵押品范围$ 并于
!#

日向金融系统

注入
"++

亿美元资金#以帮助缓解信贷紧

缩#稳定金融市场$

此外#美国%英国%瑞士和德国的
!+

家

银行
!'

日晚宣布设立一个
)++

亿美元的

&资金池'#开展联合自救行动#以确保雷曼

兄弟公司破产不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

欧洲主要央行也纷纷紧追美联储的

救市步伐$ 继欧洲中央银行
!#

日向隔夜

拆借市场紧急注资
&++

亿欧元!约合
'&+

亿美元"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瑞士央

行
!#

日共向金融系统注入超过
!&++

亿

美元的资金#以缓解流动性不足$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
!#

日表示#

将向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并将通过货币

市场操作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当天日本央

行向短期金融市场注资
!,"

万亿日元!约

合
!''

亿美元"$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

日也向工

商界人士保证#俄当局将确保银行系统的

流动性$

各国政要信心喊话

美国总统布什
!"

日表示# 美国经济

足够健康#能够经受住金融市场危机带来

的冲击$ 他说#从长期来看#&相信我们的

资本市场灵活并富于弹性#能够应对这些

调整'$

加拿大总理哈珀
!"

日表示#虽然美国

金融市场动荡# 但美国经济显示出良好弹

性$ 加央行发言人当天也表示#加拿大金融

体系良好#如有必要将向金融体系注资$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德国央行

行长韦伯
!"

日说# 德国金融体系整体强

劲#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强#因此并

不担心德国银行业出现问题$

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称#法国当局正

密切关注美国金融市场动向$她认为雷曼

兄弟公司破产对法国金融业的影响有限$

美联储或降息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发生以来#市

场普遍开始预期美联储将降息以增加市场

流动性$ 芝加哥利率期货走势显示#雷曼兄

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 一度有

$+-

的交易者预计美联储会降息$ 分析人

士认为#美国经济大幅减速%美元升值和油

价暴跌给了美联储一定的降息空间# 即便

美联储不选择降息#估计也会改变措辞#倾

向于更温和的货币政策$

多国积极应对!雷曼破产!

!!纵深

英国巴克莱银行
!&

日证实 !

正在谈判收购已申请破产保护的

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

部分业务"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可

挽救数千个职位和后者一些核心

业务部门"

%

巴克莱欲拆收雷曼

日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计

划出台永久性措施! 控制市场的

'裸卖空$行为"

所谓'裸卖空$!是指投资者没

有借入股票而直接在市场上卖出

根本不存在的股票!在股价进一步

下跌时再买回股票获得利润的投

资手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雷曼兄

弟公司就是'裸卖空$行为的受害

者之一"

"

美将控制!裸卖空"

"

美政府!从未考虑相救"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
'(

日表

示!他未曾考虑过选择由政府出资

拯救雷曼兄弟公司的方案"他从来

都不认为将纳税人的钱用于解决

雷曼兄弟公司的问题是合适的举

动" $综合新华社电%

雷曼兄弟公司

雷曼兄弟公司由德国移民亨利%

埃马努埃尔和迈尔于
)*(+

年在美国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创建#目前已拥

有
!(*

年历史# 其主要业务包括投资

银行%私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雷曼

兄弟公司总部现设在美国纽约#在英国

伦敦和日本东京设有地区总部$

,$$-

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雷曼兄弟公司因持有大量抵押贷款证

券#资产大幅缩水#公司股价在次贷危

机后的一年之内大幅下跌近
.(/

$该公

司财报显示#截至
,$$*

年第三季度末#

总股东权益仅为
,*"

亿美元$

为筹集资金渡过难关#雷曼兄弟

公司被迫寻找收购方$ 但与韩国开发

银行的收购谈判无果而终#而美国银

行和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银行也

在美国政府拒绝为收购行动提供担

保后宣布放弃收购$ 种种努力失败

后# 雷曼兄弟公司无奈之下宣布破

产$ $据新华社电%

! !"

月
#'

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工作' 由于

美国金融业震荡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 以及飓风

!艾克"对墨西哥湾产油设施未造成严重破坏&国际油价当

日大幅下挫至每桶
"'

美元水平' 新华社发

国际油价
跌至 "#美元

! &"

月
#'

日& 交易员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股票交

易所工作' 当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股

市的主要股指跌幅超过
'*

'

新华社发

!

月
"#

日!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欧盟轮值主席

国法国外长库什内(中)出席新闻发布会% 库什内表示!当天在布鲁塞尔

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批准了在
"$

月
"

日前向格鲁吉亚境内派遣
%$$

名

欧盟观察员的计划% 新华社发

欧盟批准向格派遣观察团

!

月
"%

日! 一些墨西哥人在首都墨西

哥城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

动!支持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抗议美国

破坏玻利维亚的稳定% 新华社发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