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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一美國特別峰會 

( 华 盛 顿 1 4 日 综 合 

电）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 

级 部 长 拿 督 斯 里 阿 兹 敏 

说，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提 

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是一 

项受欢迎的倡议，但他表 

示，销售获得中国主导贸 

易协定的产品，可吸引全 

球公司进行投资，而且拥 

有更大和直接的机会。 

陪同首相出席东盟一美 

国特别峰会的阿兹敏接受外 

媒访问时指出，全球企业可 

透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将大马充作 

产品销售的枢纽，以打入一 

个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市 

场，以及占全球生产总值三 

分之一的市场。 

他在专访说，RCEP拥有 

23亿的人口市场，因此，大 

马邀请这些大型公司或企业 

来马.利用大马作为迈向更 

巨大市场的门户，从而享有 

较低的关税。 

他表示，印太经济框架 

并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 2.0;印太经济框 
架是与美国首次正式接触的 

经济平台 

“对大马而言，这是 

我们在气候变迁、非传统管 

理、劳工作业等多项课题进 

行接触的良好开端。” 

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 

期间，在2017年宣布退出TPP 
协定。 

阿兹敏说，大马目前 

还在考虑加人印太经济框架 

的。 

他透露，他已向美国商 

务部长雷蒙多建议将一些条 

款也纳人印太经济框架，以 

便向东盟成员国提供所需技 

术支援与能力建设。 

他说，这样可协助相对 

落后的国家，致力于遵守劳 

工和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 

厶 

•白宮官員：領導人談及俄烏課題 

指印太經濟框架是好開始 

馬 建 議 增 更 多 技 術 支 援 
t 盟 一 美 国 峰 会 其 中 

个 焦 点 议 题 是 

美国正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据英媒周六指，马 

来西亚高官向传媒形容 IPEF 
是好开始，但马方视《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为更大、立即可得 

的机会去吸引外资；新加坡对 

IPEF表示欢迎，也强调得带来 

实质利益。 

据日媒11日传出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准备在5月底访 

日时启动IPEF,预计IPEF将 
由美国主导，日本、澳洲、印 

度、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参加。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周五向英媒 

表示，IPEF代表了该同与美国 

之间的首个正式经济约定，也 

让大马可参与环境.气候变化 

等议题，但因框架未涉及降低 

关税，他建议美方在计划内加 

进更多技术支援、提升国家建 

设能力，令计划对亚洲国家更 

吸引： 

李显龙： 
IPEF须有实质利益 
报道指，大马把中同主导 

的RCEP视为更大、立即可得 

的机会去吸引外资，阿兹敏称 

马来西亚可借此吸引巨型企业 

到大马发展，也可让出口产品 

得到关税优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四 

则称，该国欢迎IPEF,但也强 

调计划要具包容性及提供到实 

质利益，以鼓励更多参与-据 

《联合早报》报道，李显龙也 

在东盟一美国峰会上表示期望 

与美国合作，重启海事合作及 

多边演习。 

t l 
丨宫官员称，拜登与东盟 

I领导人的私下会议谈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课题。 

尽管拜登敦促东盟国家在 

乌克兰战争议题上采取更坚定的 

直场’但是峰会周五结束时没有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分析 

指，这标志着在拜登政府寻求扩 

大欧洲以外的反莫斯科联盟之 

际，东盟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 

性。 

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 

了乌克兰,.声明重申美国和东盟 

“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 

整’’ o 
印外长： 

盼俄乌战争速结束 
印尼外长蕾特诺与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会晤时称，“我们希望 

看到乌克兰战争尽快结束，我们 

希望给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因 

为大家都知道若战争持续，大家 

都受苦。” 

柬埔寨、印尼和泰国预定 

I I月分别主办3场重要的领导人 

峰会，即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 

盟及相关峰会、印尼崙厘岛举行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以及泰 

国主办的亚太经合论坛（APEC) 
领导人非正式#义。 

为G20轮值主席的印尼总统佐 

科威，拒绝拜登呼吁禁止俄罗斯 

出席11月軎厘岛举行的G20峰会。 

白宫发言人帕莎其周五拒绝 

回答关于拜登是否敦促佐科威取 

消对普汀的邀请的问题，只是重 

申拜登坚持他的立场，即二十国 

集团“不应该照常进行”。 

I
智庫研究員：與中國相差甚遠 

美援金少“令人不安” 
^：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波林指出，此次峰会主 

天要是象征性质。美国向东盟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与中国 

相比相形见绌。仅在II月，中国就承诺在3年内为东盟提供15亿美元 

的发展援助，对抗疫情及推动经济复苏。 

波林»，预计IPEF会在5月晚些时候，美国访问日本时启动。 

美国这次的支援数额较少，或会给IPEF带来压力。 

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范腾也表示，拜登在峰会作出的承诺必 

带来“令人不安的比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与东盟的视讯会议上宣布，中国将 

在未来3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约66亿令吉）发展援助，而美国 

正准备提供乌克兰400亿美元（约1759亿令吉）援助。 

范腾指出，美国在亚洲这个重要的地区（缺少）一个贸易政 

策，这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 

拜登下周将访问日本和韩国期间，预料他将宣布一个范围广泛 

的“印太经济框架”。 

I泰媒：美應先完成C S P程序 

乘r 1媒报道，在周三晚举 

，行的非正式东盟外长 

会议上，东盟出奇不意地决定推 

迟将东盟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CSP)。他们认为美国应等待至 

所有CSP的程序完成。报道称，华 

盛顿尚未正式申请，所有东盟成 

员国仍未讨论和进行评估。 

报道称，印度也要求东盟 

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 

伴”。去年，东盟先后将其与中 

国和澳洲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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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東盟一美國特別峰會 (华盛顿1 4 日综合电）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说，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是一项受欢迎的倡议， 但他表示， 销售获得中国主导贸易协定的产品，
可吸引全球公司进行投资，
而且拥有更大和直接的机会。陪同首相出席东盟一美国特别峰会的阿兹敏接受外媒访问时指出，全球企业可透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将大马充作产品销售的枢纽，以打入一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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