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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国集团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的角 色。尽管 中国现在还不是八国集团成员国, 但多种迹象表明,

中国 与八国集团越走越近。对中国来说, 加入八国集团 可能只是一 个时间问 题, 必须 积极认真 地思考和准 备
加入八国集团这一重要国际机制的一系列问题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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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国国内事务, 大力推进并力求主导全球化进程,
例如 2000 年 7 月冲绳年会的重要议题是信息技

八国集团在国际上被称为 G8 , 是世界上几

术革命和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2001 年 7 月的热

个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自 1975 年开始举行

那亚年会讨论了如何解决贫富国家在互联网技术

的经济、
政治论坛( 七国集团或叫 G7) 的延伸和扩

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差距问题; 2002 年 6 月的卡尔

大。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和 80 年代初, 作为

加里年会通过了 非洲行动计划 , 除了减免 10 亿

一种国际会议制度, 由于首脑们没有责任或压力

美元的债务外, 还决定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 60 亿

就什么问题达成协议, 而所做协议或承诺对与会

美元的官方援助; 2003 年八国环境部长会议呼吁

国也没有多少约束力, 当时的七国集团对世界经

加强海上运输安全, 取缔单壳油轮; 2003 年八国

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司法与内务部长会议讨论国际反恐问题。八国集

G7 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汇率的波动和各成员

团已经由力图保持和受制于两极结构的角色, 转

国经济的不平衡, 并推动各成员国采取有益于国

变为企图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

际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政策。
市场经济、
民主和人权 一直是 G7 的旗帜,

至今, 虽然八国集团连秘书处也没有, 但一年
一度的首脑会议并不 是一个极其松 散的国际会

G7 始终保持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传统。

议。自创立开始, 七国集团首脑就委托专门的私

从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 政治议题也逐渐

人助理进行相对频繁的会晤。另外, 随着国际形

成为它的主要议题, 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社会问

势发展的需要, 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定期或不定期

题进入 G7 关注的视野, G7 团结抗苏倾向明显,

地召开, 为峰会做准备。冷战后, 越来越多新部长

其功能从经济型向经济政治型转变。冷战后, G7

级会议得以召开, 应对七/ 八国集团不断扩大的议

一方面继续协调世界经济; 另一方面, 全球性的政

程。一直负责七/ 八国集团峰会准备过程的首脑

治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 G8 的议题之中。

私人助理 小 组 的 聚 会 形 式 也 发 生 了变 化。自

进入新世纪以来, 由于某些大国极力主宰世

1975 年以来, 七国集团首脑一直是在其外长和财

界、
维持和延续现存的既得利益分配格局, 七/ 八

长陪同下出席峰会, 但 1998 年开始, 只有首脑来

国集团在协调大国经济的同时越来越披上了人道

到了伯明翰峰会上, 外长和财长则在峰会前几天

的面纱, 七/ 八国集团不断拓宽其议程表上的问题

进行聚会。只有首脑参与的峰会形式, 现在已得

领域和议题数量, 不断加深地参与国际事务甚至

到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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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作为一个种会议机制, 八国集团的峰会

际反恐问题; 按照八国集团峰会东道主英国首相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布莱尔的计划, 非洲发展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

各国首脑在峰会上代表其各自国家并实现其目标

今年这次会议的两大议题; 等等。

的有效性问题, 八国集团成员兑现峰会承诺的程

第二, 八国集团不得不承认中国在世界事务

度问题, 八国集团同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

中的建设性作用。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这类国际组

经济总量不断增大,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

织的关系问题等,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越大 , 特别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负责

二

任的行动后, 七国集团不得不肯定中国为世界经
济的稳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此后, 七国集

冷战年代, 八国集团的前身七国集团, 由于意

团开始把中国作为重要联系国, 加速发展与之制

识形态因素作祟, 对中国一直采取敌视和排斥的

度化的联系, 主要表现是将中国纳入其主导下的

态度。这种状况到 1989 年达到高峰。那年, 七国

金融论坛和金融协调组织: 首先是 NA B 贷款安排

集团针对 北京 六 四风波 发表了 中国问 题声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一种危机控制机制) ,

明 , 指责中国人权问题, 并采取了对中国的制裁

然后是 G x 集团 ( 即现在 20 国集团) 和 金融稳定

行动。但海湾战争前后, 七国集团对中国的态度

论坛 等。通过吸纳中国进入这些组织, 七国集团

迅速发生了变化, 最明显的是该组织的宣言中表

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

示希望欢迎中国在海湾问题上的合作。此后, 随

在世界金融秩序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亚洲地区代

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七

表的重要地位。2003 年、
2005 年和 2006 年中国

国集团似乎越来越关注中国。尤其是 1997 年亚

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 参加了八国集 团埃维昂峰

洲金融危机之后, 七国集团更是对中国的负责任

会、
鹰谷峰会和俄罗斯峰会之前举行的南北领导

行动大加褒扬, 称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

人非正式会议。2004 年 10 月以来, 中国已多次

不容忽视的贡献。从此以后, 不仅是西方的学者

被邀请参与八国集团最关键的协调机制 七国财

和战略家从地缘政治、
经济安全的角度希望把中

长 和 央行行长 会议。所有这些事实 表明, G8

国引入八国集团,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国集团成员

对中国的态度已从过 去的敌视转变 为正视和重

国的一些首脑们也多次表示了邀请中国加入的愿

视。2003 年埃维昂峰会结 束的当天, 美国 纽约

望。尽管中国不是八国集团成员国, 但多种迹象

时报 在其言论版发表题为 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

表明, 中国与八国集团越走越近。

来 的评论文章说, 西方八国集团需要中国 。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笔者认为其主
要原因在于:

第三, 西方国家试图 通过八国集 团 引导中
国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因素在国际社会

第一, 八国集团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个全球

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自然成为

治理中心。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 越来越多的

西方国家的重要战略性问题。冷战结束以来, 西

问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通力合作, 共同应对, 国际

方国家在对华政策问 题上一直存在 着激烈的争

社会 迫切需要多层面、
更完 备的全球治理机构。

论, 有人主张遏制中国, 有人主张与中国接触。布

从实际情况来看, 八国集团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全

热津斯基在 大棋局 一书中多次从地缘政治、
经

球治理的这一世界潮流, 逐渐深入到全球和平与

济安全角度阐述了在 俄罗斯走进西 方俱乐部之

发展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成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

后, 八国集团吸纳中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布

协调机制, 而且成了讨论和处理全球性共同问题

热津斯基看来, 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是不明智的,

的重要舞台。例如 2000 年 7 月冲绳年会的重要

把中国 作为全 球性的 重要 棋手来 对待才 可取。

议题是 信息技 术革命 和转基 因食 品安全 问题;

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

2001 年 7 月的热那亚年会讨论了如何解决贫富

渴望的地位, 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

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差距问题;

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

2002 年 6 月的卡尔加里年会通过了 非洲行动计

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的每年一度

划 , 除了减免 10 亿美元的债务外, 还决定每年向

的首脑会议

非洲国家提供 60 亿美元的官方援助; 2003 年八

策, 虽然会有不少新的变数, 但是有一个基本特征

国环境部长会议呼吁加强海上运输安全, 取缔单

不会变, 那就是始终存在着两面性, 始终是合作加

壳油轮; 2003 年八国司法与内务部长会议讨论国

牵制, 有的时候是合作加遏制, 或者说借助加防

[ 1] ( 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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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国将继续将中国作为对手来防范, 作为伙

问题进程的变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中国来说,

伴来争取。2005 年 9 月 21 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

加入八国集团与中国 21 世纪的和平发展外交战

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美国

略是一致的, 加入八国集团, 实际可为中国开辟一

与中国 需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合

个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议题创设和对话协调的新途

作。 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

径。此外, 中国加 入八国集团的 时机基本 成熟。

利益相关的参与者。 赖斯在 2005 年访华前曾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的开放

出 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将会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的

度在许多领域已达到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

判断, 并表示美国争取引导中国的影响力往积极

国际社会正在注视着中国的战略走向; 加入八国

方面发展, 美国所能做的是引导中国朝积极的方

集团是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一个重要途径。

向发展, 发挥负责任, 建设性的作用。正是从这一

第五, 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需要。诚然,

战略 角 度出 发, 从 2000 年 冲 绳 峰 会 的 筹备 到

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也

2004 年海岛峰会, 美国不主动邀 请, 也不阻止其

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 但是,

他国家邀请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七/ 八国集团

的人认识到, 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会议, 但拒绝赋予中国以完全成员的资格。然而,

它受到新的全球性问题的渗透和各种应对措施的

2004 年海岛峰会后至今, 美国开始主动邀请中国

改造, 不同形式的共处与合作大势所趋, 霸权主义

参与七/ 八国集团有关经济议题的讨论 。

和单边主义正在日益丧失道义的合法性, 而以联

第四, 中国对国际机制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并
逐步修正对八国集团的总体看法。

越来越多

合国为代表和中心的多边外交在曲折过程中逐渐
显露其价值

[ 3] ( P266)

。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 的巨大

八国集团是现存国际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提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 外交也进一步体现出积

分, 而国际机制一旦建立起来, 它对于个体和集体

极、
合作、
有所作为的姿态。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

的行为都具有持续的实质性影响。时至今日, 相

发展中大国,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 在相互依存日益

当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认为, 由于国际机制的

加深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的国家利

制度化约束作用以及本身对正义的考虑和追求,

益和全球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有效的多边外交可

它有利于限制强权的利益与偏好, 某种程度上有

以使中国在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献计献策的同时,

利于保障和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不同类型的国

也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和学术

际机制的建立、
完善和发展有利于国际社会对正

理论界提出了 中国和平崛起 的思想, 以 机遇

义和公正的追求。

论 、 贡献论 对国际社会的 中国威胁 和 中国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对国际机制, 尤其是西方

崩溃 论调做出积极回应。这样的认识自然成为

主导的国际机制多半采取抵制和否定的态度。然

中国外交思想发展的强大动力, 成为多边主义与

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

双边协调相辅相成的外交战略的思想基础。正是

清楚地认识到对外开放,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大国外交是关

性, 并相继加入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性和区域

键、
周边外交是首要、
第三世界外交是基础、
多边

性国际机制。除八国集团、
北约、
导弹及其技术控

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方针。第一次把 积极参与多

制制度( MT CR ) 、
防扩散安全倡议( PSI) 等一些组

边外交活动 的理念植入我国外交政策, 从而为中

织外, 中国差不多都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

国外交开创了新途径和新气象。近年来, 中国在

按照江忆恩的计算,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国

多边外交领域动作频频。如胡锦涛主席出席上海

已经成为大部分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参

合作组织第三、
四次峰会、
参与圣彼得堡建市 300

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绝对数目是美国参与数的

周年庆典, 出席埃维昂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

80%

[ 2] ( P 48)

。

议, 参加在印尼举行的 2005 年亚非峰会和万隆会

至今有些人对加入八国集团心存疑虑。一是

议 50 周年纪念活动等, 清楚地表明多边外交已为

认为它是富国俱乐部。二是认为它可能削弱联合

中国搭建起广阔的外交舞台。中国已经逐步扭转

国的作用。三是如加入其中, 中国可能处于较为

了过去被动参与多边活动的模式, 成为多边外交

孤立的地位。然而, 进入新世纪以来, 从我国学界

机制和行动的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

讨论的情况看, 多数人认为, 这些疑虑可能是不必
要的。因为, 冷战格局解体后, 八国集团的性质和
功能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内部成员的增多以及

三
对中国来说, 加入八国集团可能只是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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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问题, 我们必须积极认真地思考和准备加入八

吊死。考虑到中国完全加入八国集团不完全是中

国集团这一重要国际机制的一系列问题和工作。

国单方面能决定的事,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推动现

首先, 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原则底限是必须

行的 20 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升格为

以平等的全权成员国加入。也就是说, 俄罗斯的

20 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基本策略。

加入模式对中国是不适合的。俄罗斯是在国内政

在当今日益深化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 20

治、
经济、
社会发生剧烈转型时, 作为弱势一方积

国集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乃至于有学者称

极、
主动寻求参与七国集团的, 其参与经历了一个

其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四大支 柱之一 。

从对话到局部参与到整体参与, 再到进入核心决

从 20 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近 7 年的

策层的过程。在该过程长达 12 年的时间中, 俄罗

成功运作可以看出, 20 国集团现在已越来越走向

斯长期沦为该集团的 二等公民 , 至今在经济问

促进世界平衡之路, 成为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最

题上仍没有 老七国 那样实质性的发言权。这突

终形成的主要力量之一 。中国是 20 国集团的

出体现在俄罗斯参与七国集团最关键的协调机制

创始成员国之一, 20 国集团对于扩大全球治理的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过程中。在与七国

合法性和代表性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也为中国

集团对话阶段, 甚至在 1998 年加入七国集团、
使

更深入地参与新的国际秩序重建和进入全球经济

之转变为八国集团之后, 俄罗斯连列席七国财长

治理及国际金融体系 改革的决策提 供了良好的

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资格也没有 。直到 2001 年,

平台。

俄罗斯才可以作为观察员, 出席所有七国财长和

创建 20 国集团峰会机制已得到西方政界和

央行行长会议, 但至今俄仍然是观察员, 该机制也

学界部分有识之士, 部分发展中国家政界、
学界的

维持原名, 并在近期内难有改变的迹象。与之相

高度重视和倡导。加拿大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创

比, 中国现正处于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态势日趋

设该机制; 意大利表明了支持立场; 中国也已经与

明朗, 综合国力日益崛起之中,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

法国发布联合声明, 支持关于召开 20 国集团峰会

目。2005 年中国的 G DP 达 2. 23 万亿美元, 进出

的建议。但至今, 美国在进一步提升 20 国集团问

口贸易达 1. 42 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达8 189亿美

题上并不积极, 甚至宁愿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

元。自 2004 年 10 月以来, 作为八国集团的联系

使之成为 九国集团 , 也不愿创设一个反映世界

国, 中国已四次被邀请参与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

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 而它不享有否决权

行长会议。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作为

的机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 中国积极努力推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日

动 20 国集团峰会机制的进程客观上可以达到一

益崛起的人口大国, 中国完全具备八国集团 全权

箭双雕的目的: 既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

成员国 所有条件。

民主化使中国在更广泛的一个国际机制中发挥应

第二, 中国在未加入八国集团之前, 与八国集

有作用, 又使八国集团加大对中国的吸引力并降

团的关系重点是增进相互了解, 要充分利用好南

低入门的门槛。为此, 中国有必要加强对 20 国集

北领导人会晤机制、
进一步增加财长和贸易部长

团的研究, 开展与 20 国集团成员国各界、
广大发

等级的双方接触。俄罗斯加入八国集团的过程表

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 推动 20 国集团机制的进一

明, 加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急于求成很可能会带

步发展, 以求得国际机制发展更加平衡。

来自身利益的受损。八国集团与候选成员国的关

第四, 要做好应对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在资本

系是建立在双向选择、
互有所求的基础上的, 哪个

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价值观方面提出的要求

时段加入八国集团必须经过利益权衡和慎重的谈

和挑战的准备。该价值观是七国集团自其创建以

判。但不应消极等待, 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增进与

来的核心价值。七/ 八国集团都自豪地宣称, 其成

八国集团的相互了解, 增加双方的接触。中国对

员聚首一堂, 是因为它们共同享有其所谓的 开放

八国集团的相对较好的操作方式是, 充分利用好

民主、
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价值观。从俄罗斯参

南北领导人会晤机制、
七国财长会晤机制提供的

与七国集团的历程可见, 俄参与的每次进展与俄

协商与交流平台, 逐步进入八国集团。

罗斯所做的让步和西方给予的奖励是密切联系在

第三, 要很好地运用 20 国集团峰会的建设进

一起的。而俄的让步主要是对政治、
经济改革的

程这张牌, 既要努力推动 20 国集团峰会的建设,

承诺和外交政策的 西倾 , 西方的奖励是经援和

又要把建设 20 国集团作为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

进一步接纳俄。冷战结束后, 随着国际体系结构

跳板。在国际机制问题上, 中国不应在一棵树上

由两极霸权结构转变为 一超多强 结构, 七/ 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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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也逐渐地由力图保持和受制于两极霸权结构

融恐怖平衡。但是, 这一国际金融平稳正在受到

的角色, 转变为推动和塑造新国际体系结构形成

日益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持当前的金融平衡, 亚

的角色。八国集团成员国政府高层和学术界, 也

洲经济体不得不继续购买更多的美元资产, 购买

已基本上达成明确的共识, 也就是将八国集团建

美国政府的债券, 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与经常账

设成为全球治理中心。而它们所谓的全球治理中

户赤字不断增加。2002- 2004 年美国的财政赤

心, 首先是塑造和引导国际行为体的行为结果, 使

字分别 为1 578 亿、
3 748亿、4 128亿。2005 年 1

之有利于市场民主政体国家的团结和壮大, 其次

月布什政府预计本年度财政赤字将达4 270亿美

是合作应对、
解决威胁或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全

元。10 年来美国累计财政赤字达 2. 4 万亿美元。

球、
地区和跨国安全问题, 最后是形成以七/ 八国

同时, 美国商务部数字显示, 2003 年美国经常项

集团为首的西方民主共同体治下的全球和平、
稳

目逆 差达 5 307 亿美 元, 相当 于 GDP 的 4. 8% 。

定和繁荣。可以预期, 中国加入八国集团后, 后者

2004 年达到6 659亿美元, 占 GDP 的 5. 7% , 2005

必定会以上述目标和价值观逐步限制、
塑造和改

年预测将达 到 6. 2% 。如今, 美国的双赤字仍然

造中国, 以完整、
彻底地吸纳中国, 使中国成为其

在不断恶化。美国靠每天吸引 29 亿美元的资金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流入才能弥补巨额经常项目赤字, 美元在不断贬

第五, 应认真做好应对美元霸权可能的变化

值, 国际上抛售美元资产的倾向在不断上升, 美国

的准备。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发展主线已非常明

政府的 赖账政策 必将进一步恶化 现有金融体

白: 美元霸权才是美国维系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

系, 国际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中国加入八国

位的关键和内核, 只要现存的美元霸权格局存在,

集团, 美国有可能利用这一机制进一步向中国转

美国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永远立于不败之

移政府困难。中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又要积极

地。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 七国集团另六个成员

稳妥地应对美元霸权面临的挑战。既要适度减少

国早已默认了美国推行的以双高赤字谋求对内福

外汇存底, 加大进口力度, 减轻美元贬值的压力;

利、
对外扩张之路 。从目前来看, 世界经济的稳

又要利用多边国际机制, 寻求国际对话与合作。

定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跨太平洋之间的金
注

释:
G 8 系英文 Group of Eight 的缩写。

题上, 各国只有加深与中 国的沟通 及合作, 才能在 全球的 能

N icholas Bayne, Concentrat ing t he M ind: Decision - M aking in

源战略和环境 战略 上取 得有 实效 的 进展。2005 年 9 月 21

t he G7/ G 8 System , p. 5, Paper present ed on 2001 G 8 Pre-

日,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举办的 晚

Summit Public Pol icy Conf erence Promot ing Confl ict Prevent ion

餐会上, 发表题为 中国往何处去?

and Human Securit y

责任 的美对华政策专题演讲, 从该演讲出台的背景、美国 官

What Can t he G 8 Do?, Rome, It aly, 16

从正 式成员到承 担

July, 2001.

方的重视程度看, 美国有可能更为积极地推动中国全面参 与

2004 年, 中国国 内生产 总值达 1. 65 万 亿美元, 进出 口贸 易

现存国际体系。在该演讲 中, 佐利克 提出, 美国对 华政策 应

总额达 1. 1 万美元, 中国 取代美国 成为世 界第一 消费大 国,

该开始转型, 即从积极引 导中国成 为国际 社会的 成员, 变 为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 献率位居世 界第二 位。亚洲 银行的 最

敦促已经在国际社会发 挥重要作 用的中国 担负起 更大的 责

新报告认为, 2003 年 中国经 济增长 对世 界经济 增长 的贡 献

任。他明确指出: 美国的未 来对华政 策, 已 不仅仅 是将中 国

率为 13% , 今年将上升到 15% 。( htt p: / / ww w . cein. gov. cn/

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 而 是要 促 使中国成 为国际 体系中 负

news/ hotspot_show . asp? rec_no= 9665)

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 者 , 并共 同维护和 加强现 存的国 际

海岛峰会之后, 美国 财长斯诺 几次对西 方媒体放 风, 称七 国

体系。这次讲话被认为不 仅是布什 政府在 对华政 策上的 一

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 议拟邀请 中国财长 和央行 行长参 加

次最具新意、最全面的表 述, 而且是 对布什 政府第 二任期 对

对话会议, 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2004 年 8 月 20 日, 美

华 政 策的 定 调, 对 近段 时 间美 国 国 内对 华 政 策大 辩 论 的

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 的副部长 泰勒在纽 约会见 记者讨 论

定调。

全球经济增长问题时表示, 美国政府乐见中国与七大工业 国

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也未被吸收进入在当前的国际金融 体

共同讨论全球经济议题, 并认为中国进一步成为七国集团 成

系中发挥 巨大 作用 的 金融 稳 定论 坛 ( Financial Stabil it y Fo-

员是大势所趋。2005 年 4 月 中旬, 美国 财政部 一位 高级 官

rum, FSF) 。该论坛 是在从 亚洲扩 散到 全球的 金融 危机 后,

员在七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高层会议后也表示, 七国集 团

由七国集团于 1999 年 4 月倡 议成立 的, 以 评估影 响全球 金

希望接纳中国。2005 年鹰谷 峰会 即将召 开之 际, 小 布什 公

融稳定的问题, 研究和监察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需要采取的 行

开表示, 期待峰会上与胡 锦涛主 席会面, 在能源、货币政 策,

动。创建初期, 该论坛由七大工业国中负责金融稳定的政 府

以及重大的国际问题上 交换意见, 并强调, 特别是 在能源 问

当局及国际监管组织组成。在 1999 年 6 月举行的七国集 团

吕有志, 林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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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七国集团同意扩大金融稳定论坛 的

p. 7。

参与层面, 邀请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及荷兰等 4 个对全 球

2005 年 10 月 15- 16 日由中国主办、在中国河北香河召开的

金融体系有重大影响的主要金融中心加入为成员。目前, 香

第七届 20 国集 团财 长和 央行行 长会 议取 得了两 个 巨大 成

港金管局参与金融稳定论坛的定期及特别会议、检讨论坛 建

功: 一是 尊重发展模式 多样化 赢得各国 一致认 同; 二是 会

议政策的实施情况, 以及就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不稳 定

议对推动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达 成共识。这尤 其体现出 20

因素交换意见。由于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中国 可

国集团有能力在构建国 际经济新 秩序中发 挥主要 甚至主 导

以充分地了解该论坛的活动和讨论情况。2004 年 5 月 20 -

作用。

31 日, 金融稳定论坛第三届亚太区会 议在北京 召开, 中国 政

参见[ 美] 迈克尔 赫 德森著, 刘斯富、苇杭 摘译, 21 世纪 的

府银监会作为东道主参与协办。该论坛设有自己的网站, 关

货币帝国主义( 上 ) , 国 外理论 动态 2005 年 第 11 期; 21

于其机构设置、运作等 详细 情况, 可访 问 ht tp: / / w w w. fsf o-

世纪的货币 帝国 主义 ( 下) , 国外 理论 动态 2005 年第 12

rum. org/ 。

期; M ichael H udson,

关于 国际 金 融 体系 结 构的 四 大 支柱, 参 见 Randall D Ger-

- f irst Cent ury ,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s and Funda-

main,

ment als of U . S. World Dominance, Plut o Press, 2nd edit ion

Ref orming t he Int ernat ional Financial A rchit ect ure: The

N ew Polit ical A genda , Paper present ed at t he Int ernat ional

15. M onet ary Imperialism : The Tw ent y

2003。

St udies Associat ion , Chicago, IL, February 20 - 2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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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G-8 nation group and China
L You- zhi, L IN Xiao- fang
( School of Law , Zhejiang U 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 hina)

Abstract: T he G- 8 nat ion group plays a sig nific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m unit ies. China is not a
member of the group, but is gett ing closer t o it . T heref ore it is speculated just as a m at ter of time that Chi
na joins t he group. In the end t he w riters conclude t hat preparatory w ork should be done wit h a series of int ernat ion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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