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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新华社瑞士苏黎世 10 月 6 日电 （记
者陈俊侠 姜雪兰） 当地时间 2021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
黎世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
入交换意见。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
增进相互了解。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落

实 9 月 10 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战
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
抗，寻求互利共赢，共同努力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
关系，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和
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
都会遭受严重损害。美方应深刻认识两

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
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中方反对以“竞
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
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
方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新冷
战”，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
策，同中方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走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
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
场，
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
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关心的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重要问
题保持经常性对话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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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
“绑架”
全球经济“堰塞湖”
破防风险几何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
莉亚·劳斯 6 日警告，
如果国会未能在本月
18 日前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者暂停
其生效，
联邦政府将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
违约，
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美 国 政 客 频 频 上 演 债 务 上 限“ 闹
剧”，挑动全球市场神经，凸显世界经济
被美债“绑架”的脆弱性，天量美债已犹
如悬在全球金融市场头顶的“堰塞湖”。
一旦破防，美债违约将大幅推高全球融
资成本，引发金融动荡。美债违约也将
削弱美国政府信誉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
币地位，美债、美元或许不再是全球资产
的
“安全避风港”。

美债违约冲击巨大
长期以来，美国国债得到美国的政
府信用担保和经济实力支撑，一直被视
作国际金融市场“最安全”的投资工具，
是许多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资产。美国
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基
准，美国国债市场则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最具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受到国内外投
资者青睐。
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统

计，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债市场规
模已超过 21 万亿美元，约 29%由外国投
资者持有，其余由美联储、美国国内银
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和个人持
有。美国国债如果违约，将大幅推高国
债收益率，引发资本市场重新定价和金
融动荡。
近年来，
债务上限问题屡屡成为美国
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博弈的政治筹码。
虽然两党往往在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前
达成协议，但两党政治极化、治理体系失
灵和债务上限僵局的频频上演，
使得投资
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美债违约的可能性。
根据美联储经济模型分析，
假定联邦
政府债务
“技术性”
违约一个月，
其间美国
财政部继续支付国债利息，
这会造成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80 个基点、股市
下跌 30%、美元贬值 10%，美国经济可能
在接下来两个季度陷入温和衰退。
在当前经济复苏放缓和新冠疫情持
续蔓延的背景下，美债违约的冲击会更
大。穆迪分析公司近期发布的研究显
示，如果债务上限问题到 11 月仍未解决，
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 4%，失
业率回升到近 9%，就业岗位减少近 600
万个，家庭财富缩水约 15 万亿美元。美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敦促有关国家

纠正在
“东伊运”
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新华社联合国 10 月 6 日电 第 76 届
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 6 日就“消除国
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举行一般性辩
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
中对个别国家将“东伊运”从本国恐怖
组织名单上除名，为其开脱、对其袒护
的行径表达关切、提出批评，敦促有关
国家从国际反恐合作大局出发，立即纠
正错误做法，恢复对“东伊运”恐怖组
织的认定。
耿爽表示，
“ 东伊运”是联合国安理
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打击以“东伊
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反
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际社会
共同利益。安理会制裁委专家小组起草
的报告显示，
“ 东伊运”目前依然十分活
跃，在叙利亚境内有上千名战斗人员，在
阿富汗境内有数百名成员，仍同“基地”
组织等暴恐势力保持联系，仍在组织恐
怖分子进行训练，仍定期发布宣传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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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的音频和视频信息。
耿爽强调，中方希望各方认清“东伊
运”的暴恐本质和严重危害，理解和支持
中方反恐努力。个别国家将“东伊运”从
本国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名，为其开脱，对
其袒护，完全是在奉行双重标准，操弄政
治议程，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方
敦促有关国家从国际反恐合作大局出
发，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恢复对“东伊运”
恐怖组织的认定。
耿爽指出，近期，阿富汗国内局势发
生重大转变。中方呼吁塔利班兑现承
诺，彻底切断同恐怖主义的关联，呼吁国
际社会团结协作，防止“东伊运”等恐怖
势力在阿富汗乘机坐大，防止阿富汗再
度成为恐怖活动的庇护所和扩散源。国
际社会还要及时向阿富汗提供抗疫支持
和人道援助，帮助阿富汗早日开启国家
建设进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消除恐怖
主义滋生的土壤。

国国债将不再被视为“无风险资产”，家
庭和企业借贷利率将大幅飙升。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
授巴里·艾肯格林指出，美债违约对市场
流动性影响巨大。美联储运行的联邦电
子资金转账系统不能用来结算违约证券
的交易，美债违约可能会导致银行间结
算系统冻结和回购市场中止运转。而合
同规定不能持有违约证券的共同基金将
不得不抛售美国国债，美国金融机构将
遭受灾难性损失。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
美国政府债
务违约很可能引发一场
“历史性的金融危
机”。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
赞迪表示，
美国政府及时偿债是美国经济
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如果美债违约，
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可能会重回衰退。

美元地位恐遭削弱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
国以无限量发债刺激经济，而国内通胀
相对可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元在全
球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经济
学家认为，长时间的美债违约可能会使
投资者不愿持有美债、甚至美元计价的

资产；虽然投资组合的调整相对缓慢，但
会推动美元贬值，投资者也会对所有美
国资产提出更高的风险溢价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
自欧元
诞生以来，
美元资产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
中所占比例已从 71%降至去年第四季度
的 59%，为 25 年来最低水平。这期间，欧
元资产所占比例维持在 20%左右，
人民币
等其他货币资产所占比例则升至约 9%。
这表明各国央行在逐步减持美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加里·赫夫鲍尔认为，长期来看，美国肆
意挥霍造成财政赤字大幅扩张、广泛使
用基于美元的金融制裁，以及欧元和人
民币等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都会对美
元的现有储备货币地位构成威胁。
艾肯格林则认为，美债违约将造成
美元暴跌，美元将失去全球“安全港”的
地位。
专家指出，当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
位并非“天赋神权”，如果美国继续挥霍
其国际信用，财政货币纪律松弛，滥用经
济金融制裁搞霸凌主义，美元霸权地位
的衰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6 日电 记者高
攀 许缘 熊茂伶）

作家古尔纳获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7 日电
（记者和苗） 瑞典文学院 7 日宣布，将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
勒-拉扎克·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
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揭晓获奖者时说，
古尔纳因围绕
“殖民历
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
说，
古尔纳
“不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
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
运”
，
他将此
“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到”
其作

品当中。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
里，
一切都在变化，
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
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
古 尔 纳 1948 年 出 生 于 桑 给 巴 尔
（现隶属坦桑尼亚），20 世纪 60 年代作
为难民移居英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他陆续出版了 10 多部小说和一
些短篇小说，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
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
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
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
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几内亚过渡总统任命过渡总理
据新华社阿比让 10 月 6 日电 （记
者郑扬子） 科纳克里消息：几内亚过
渡总统马马迪·敦布亚 6 日任命穆罕
默德·贝阿沃吉为过渡总理。
贝阿沃吉生于 1953 年 8 月，曾在
联合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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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盟任职，此前在几内亚没有担任
过公职。
9 月 5 日，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
10 月 1 日，政变军人领导人马马迪·
敦布亚在科纳克里宣誓就任几内亚过
渡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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