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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民间外交的新发展”研讨会综述
◎ “法德大选后的欧洲一体化走向”国际研讨会综述
◎ 昆哈特教授应邀担任上海欧洲学会顾问
◎ 学会联合举办“欧亚‘五通’的进程、挑战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 欧洲动态（2017 年 9 月 1 日-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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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SIES jointly held the symposium on “New Development of the Non-Official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ing for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13th 2017, the symposium on “New Development of the Non-Official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ing for Reaching a Consensus”
was held in the conference hall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s symposium is
focused on two major themes: 1. How to encourag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jointly buil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2. How to conduct non-official diplomacy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ort to
build Shanghai into a global city. Concentrating their attentions on these two theme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ymposium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plora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Chinese-European and Shanghai-European cooperation in the promotion of non-official diplomacy and for
the deepening of China-Europe bilateral relations.
Mr. BEI Zhaoji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made the opening address for this symposium,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keynote speech
presented by Mr. YANG Jiemian,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of different speakers were commented by Mr. MEI
Zhaoro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Germany, and Mr. JIANG Feng, Secret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f. WU Yikang,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ade a concluding speech.
This symposium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Shanghai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as over 50,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politics,
business, academia, and media.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s in France and Germany
On September 27th of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s in France and Germany was held in Tongji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tly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at the Tongji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 in the Bonn University. The organizing work of this conference was also
participated in by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ussia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Therefore, this conference was a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event jointly operated by multipl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supported by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Mr. JIANG Bo, Vice President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and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ade opening addresses. They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and
timeliness of this conference and extended welcomes and thanks to all the participants. Following the
opening addresses, participants of this conference focused on four major topics: French and German
general elections,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pecific policy field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nds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The discussion sessions were presided by Prof. XU Mingqi, Prof. CHEN
Zhimin, Prof. Enrico Fels, and Prof. Maximilian Mayer. Prof. GU Xuewu from the Center for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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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f the Bonn University made the concluding remarks and praised the meticulousness of organizing
work.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ed by over 60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experts. Some of them are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uch as Tongji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onn University of Germany, Ruhr
University of Germany, and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U.S.A., and others are from most outstanding
think tanks in China, such as China Institut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 Prof. Kühnhardt was appointed as adviso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the German and French
General Elections of Germany and France” held in Tongji University on September 27th 2017, President
XU Mingqi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issued a letter of appointment to Prof. Ludger
Kühnhardt and formally appointed him as adviso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Prof.
Kühnhardt is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Bonn University, Germany.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or a long time as an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expert
in this field. His opinion that “crisis is the force driving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 The SIES jointly organized the symposium on “The Proc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Eurasia ‘Five Items of Connectivity’”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28th, 2017, the symposium on “the Proc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Eurasia ‘Five Items of Connectivity’” was held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hich
was jointly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ussia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and was catered for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Center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ver 30 scholars and exper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ymposium, who were fro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is symposium, scholars made hot debates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topic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railway routes,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
entry ports, the “connectivity of people’s minds” in the “Five Items of Connectivity”,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Russia’s grand Eurasia Strategy, the impacts of U.S. and European sanctions on Russia, the
China-Russia and China-Central Asia cooperation on economy and trade.
☞ European News (2017.09.0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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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中欧民间外交的新发展”研讨会综述
2017 年 9 月 13 日，“包容互鉴、凝聚共识：中欧民间外交的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欧
洲学会共同主办。主办方与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专家
学者就多利益攸关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两大
主题进行热烈讨论。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贝兆健作开幕致辞，他指出，人民友好对外交往已经
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实现合作互利共赢的纽带。上海作为
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民间对外交往的历史悠久、独特，在中欧民间交往中形成了一批有
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品牌项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教授作主旨发言。他认为，民间外交是国家
外交的自然延伸和补充，要正确和准确地定位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民间外交，需要不断地
总结，要深化思想，明确方向，在交流的过程中间要与时俱进。杨洁勉主任提出中欧民间外
交处于全球化和全球体系变化的大发展时期，需要结合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深刻理解民
间外交的形式和特点。中欧民间外交和中美、中日民间外交存在不同，欧洲国家民间外交较
为分散，应从四大伙伴关系的高度理解中欧关系。上海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中欧民间外交：
一是向欧洲学习和借鉴人文发展和民间交流的理念和经验。二是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发挥上
海的前沿和引领作用。
前中国驻德国大使、前中国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指出人文交流或者民间交流对于做公众
舆论工作非常重要，民间外交的基础是经济贸易交往，经贸先行有利于促进民间交往。中欧
经贸交往程度和民间相互认知程度存在不对称，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德国对华的好感程度有
待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多层次的民间外交家长期努力。
改善中欧关系需要鼓励民间和智库发出积极声音，需要通过中国大量的企业，大量的学者、
智库还有普通的民众用我们的亲身点滴，从旅游、从城市、从实践工作中来上升撬动中欧关
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认为欧盟与中国人文交流的发展态势积极，然而政府外交
是自然有序的，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往往具有内在价值观。我们需要重视背后的政治利益，
需要明晰政府在跨国民间交往中的作用。另外民间外交需要强调相互包容和学习，人文和民
间外交需要在相互交流基础上才能不断取得更好的效果。、
会议上半场讨论围绕“多利益攸关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展开。
复旦大学中欧人文交流中心主任丁纯认为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欧合作已取得一定
进展，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合作的一大挑战就是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信任感不强，导

欧洲观察|2017.10

- 2 -

致欧洲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不足，双方对“一带一路”期望存在差异。应对以
上挑战需要加强人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高健认为:中英人文交流的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利益诉求往往对于推动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
对中欧合作的作用明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提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民间外交的三阶
段，并认为由官方搭台推进的民间交流正在以一种机制化的方式在推动着各个国家思想、文
化、理念的交流。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宣传中心总经理李帅认为中国华信在中东欧经济合作的出发点
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最终服务于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合
作交流。中国华信还进一步增加投资支持力度，扩大捷克中医中心建设，华信在推动中医文
化对外传播的同时，也为捷克乃至中东欧地区民众带去中医福音，让中医诊疗惠及更多捷克
民众。
会议下半场讨论围绕民间外交和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展开。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认为中德交往中存在认知差距。德国人首先认为中
国是经济强国，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引起很多德国人的担心，很多德国人视中国的崛
起为威胁，但多数人则认为中国投资德国有积极作用。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贺寿昌认为上海加入了联合国教科
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第七个设计之都，根据上海的实践，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重点抓的就是创意园区。中国和欧洲进行合作的时候应当把上海创新和创意模式推
广出去，成为民间交流新丝路建设的模式。上海创意产业的模式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
国逐渐产生积极影响。上海利用了欧洲平台，通过企业合作提升上海在全球创新创意之都的
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彰显上海的工匠精神来助力上海在欧洲乃至全球创意之都的形象建设。
上海市友协欧美处王昕文提出民间外交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将在未来更好地助力于国
家整体外交，这需要强化机构人员和机构功能，王昕文提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让外国人
讲中国故事。其次是建设长效稳定、更广泛积极的机制与渠道，再次是建设角度多样、形式
灵活、亲身体验的展示形式。
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张骥认为，人文交流和民间外交的繁荣发展，体现
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中国外交从政治、经贸双轮驱动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经贸、
人文三轮驱动。要进一步厘清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的关系，理顺体制机制，加强
统筹协调，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替代性、对接型、辐射型等不同的政策设计，加强在全
球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在总结时提出，在价值观和认知方面，中欧之间存在着差
距、隔阂和误解。然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离不开中欧合作。中欧民间外交的空间、时间都是
非常广阔的，中欧民间外交需要相互借鉴经验。民间外交需要强调民间力量的主动性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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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让民间教育机构、智库和企业发挥作用，推动和鼓励中高层知识分子从事民间外交。上
海也应该鼓励民间交流交往，从而提高上海的吸引力、竞争力、行动力、影响力、辐射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整理）

“法德大选后的欧洲一体化走向”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7 年 9 月 27 日，“法德大选后的欧洲一体化走向”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本
次会议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
会以及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
学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协办。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上海外国
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莅临本次会议。来自同济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等高校以及上海欧洲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研究机构共计 60 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
首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主持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同济大学副校长
江波、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分别致辞，他们对前来参会的各位中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
迎，并向大家介绍了此次会议主题的背景和主办单位的相关情况。江波校长指出，今天的欧
盟面临着多重危机的挑战，今年更是对欧盟非常关键的命运之年。荷兰、法国和德国三个国
家都先后进行了大选，尽管三次选举中主流政党都有惊无险，特别是右翼的民粹势力力量上
升、疑欧乃至反对欧洲的情绪上升，与此同时，英国已经正式提交了脱欧申请，对欧洲一体
化也带来了很重大的打击。所以，今天的研讨会，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切入，深入分析法国、
德国大选及其对于欧洲未来发展的影响，讨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欧盟政策的一些具体的领
域以及中欧关系的趋势，特别的重要。徐明棋研究员指出，德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这个结
果既在意料之中，但又有一点出乎人们原来的判断，因为极右翼的选择党在大选中有了不俗
的表现，尽管他不能够冲击德国的政坛，但对整个政治的影响，乃至整个欧洲的影响，都可
能会带来很多新的现象。今天，就德国大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
研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德国客观上已经在欧盟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这次大选注
定也将会对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领导方式以及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产生一定的影
响。这个研讨会也是非常及时的，对我们中国的学者进一步地了解德国的政治生态发展和变
化以及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国和欧盟、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应
该说发展势头良好，双边合作在不断地深化，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也一定会对推动中欧、
中德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随后，在徐明棋、陈志敏、恩里科·费尔斯、梅飞虎的先后主持下，论坛围绕法德大选、
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欧盟特定政策领域、中欧关系走势等四个议题展开了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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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芮悟峰（Wolfgang Röhr）博士以“德国大选及其影
响”为报告主题，对德国大选选举结果以及组阁前景做了详尽分析。对于在此次大选中极右
党派“德国另择党”的异军突起，芮悟峰博士认为应警惕其民粹倾向，但不应全面排斥其诉
求。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约克·布拉西乌斯（Jörg Blasius）教授在“欧
洲当前政治格局”的专题报告中，介绍了针对德、法民众对于政治效能与机构信任度的研究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德国、法国民众对于政治效能与机构的信任程度普遍偏低。从欧洲范
围来看，这一数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东欧国家相对偏低，而北
欧国家普遍较高。
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圣堂山分校的克劳斯·拉瑞斯（Klaus Larres）教授从美国的
视角对德国大选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认为，外界普遍认为默克尔“欧洲领导人”的角色呈现
出弱化趋势，但默克尔如能顺利组阁，其后续表现仍令人期待。从总体上来看，默克尔-特
朗普时代下的德美关系将趋于冷淡，但客观上仍存在进一步合作的需求。而双方的个人关系
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双方在伊核问题、朝核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意见分歧将对今后
的德美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骥副教授在“法国大选及其影响”的报告中指出，此次
法国大选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这与以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崛起密不可分：在
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极左、极右党派得票率超过 50%。张骥认为，极端党派如此高的支持
率背后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地位下降以及高反恐压
力下民众对于移民政策的质疑。马克龙当选后的外交政策也将会进一步聚焦法国领导权的提
升、国家安全的巩固以及平衡、灵活的外交关系。
在四位发言人精彩的演讲之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进行了点评。他指出，
德国大选之后的政党如何重新组阁、最大规模的德国议会将对选举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政
党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对该政党的影响程度，欧洲、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都是
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课题。
二、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德格·昆哈特（Ludger Kühnhardt）教授作了
题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依然是危机驱动型”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欧洲政治意识形态现
在正在进行重塑。二战之后所构建起来的政治体系正在慢慢消减，传统的正式的意识形态的
正在慢慢瓦解。民粹主义在崛起，许多人失去了对于政党、对于政体的信任，甚至表达了对
于政府的不满。他认为，欧盟现在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危机，其一是未完成的一体化进程，另
一个是未完成的全球化进程。欧盟的未来前景依然以危机为驱动。危同时也是机，危机会带
来发展和进步，危机本身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项目和新的举措的产生。我们看到，欧洲目前正
处在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说重新启动这个项目：过去十年以来漫长的危机带来的一个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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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议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在主题报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势”中阐述了容克提
出的“盟情咨文”的发展蓝图：欧盟将努力着手建构能源联盟、安全联盟、资本市场联盟、
银行业联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的联盟。他认为，欧洲未来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实现“盟情咨
文”愿景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波兰和匈牙利不断从欧盟手中接过高额支票，是拒不接受欧
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至少在两年内丹麦和瑞典是不会加入欧元的。中东欧的那些国家要达
到这些标准可能性好象不是很大。如果没有整个欧元覆盖全体欧盟的话，整个银行业联盟要
覆盖整个欧盟，可能也是有点困难的。共同的防务，共同的外交，共同的难民政策，税收等
等，两年内要联合起来还是困难的。
来自德国波恩大学国家安全和治理中心的詹姆斯·宾德纳格尔（James Bindenagel）教
授在针对欧美关系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关系对于深化欧美贸
易关系依然至关重要。对于欧盟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维持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其支柱就
是欧洲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跨大西洋关系，它需要得以复兴，并且需要展示出美国与欧盟在
更长时间里面的贸易合作关系的加深。欧盟会把特朗普所作所为作为一个机会加以利用，而
增强其凝聚力。特朗普政府的颠覆性行为、民粹主义等等，它们可能间接地促进欧盟层面的
统一。同时，宾德纳格尔教授认为，历史不应当成为德国未来发展的障碍，德国将在欧洲范
围内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们希望未来德国发挥的领导作用，是能够在欧盟层面，能够鼓励
和激励欧洲在欧洲层面更好的发挥其领导作用。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在“难民危机及其对德国和欧洲一体化的影
响”主题报告中认为，德国大选中最重要的议题即难民政策成为主流政党的政治正确性盲点，
这个真空由德国另择党填补，成为德国政治制度的一大挑战；而在欧盟层面上，德国的难民
政策暴露了欧盟所谓价值共同体的团结幻象，不仅西部欧洲与东部欧洲在这一议题上意见分
裂，英国脱欧也有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影子。德国政治庇护政策必须面对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
矛盾，也必须开放有关欧盟未来价值共同体的讨论，以及讨论新政府制订移民法的可能性。
芮悟峰博士在点评中指出，默克尔、马克龙都表达了对欧盟未来的愿景，在两国领导人
的的互动下，德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芮悟峰引用欧委会主席容克的《我有一
个梦想》的讲演指出，对欧洲的未来的看法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愿景，在制定国际协议时要跨
越 50 年的时间，同时将其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他认为，欧盟是否能够在两年里面把一切
完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现在就是启动工作的良好时机。
三、欧盟特定政策领域的发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在“安全联盟和欧元区改革：象征抑
或实践？”的主题报告中，认为欧盟需要一个长期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来去思考一系列的问
题，去处理危机。他探讨了欧洲安全联盟的建立与欧元区改革的可能性，认为欧盟在未来需
要进一步创新危机管理模式，推动欧洲一体化。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
欧的大背景下，欧盟成员国已基本达成建立安全联盟的共识，且这一尝试目前已经初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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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之处，首先是不同成员国之间对于安全的考虑的一些看法不同。另外一个
局限是法德国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至于欧元区改革，目前看起来马克龙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推进激进型的欧元区改革，包括更多的规则的制定，更多的集体行动。而这对于德国来说可
能是一个大问题。他指出，欧盟一体化有进一步进展的空间，尤其是日益紧密的法德合作的
展开，但还需要有更多的合作和共识的达成，做更多的努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博士在主题报告“欧洲共同
安全与防务政策走势”中指出，欧洲内部仍面临严峻的安全压力。近两年来，基于对当前安
全环境的全新研判，欧洲各成员国的军费开支止降回升，尤其是俄罗斯周边邻国的军费支出
有了大幅增长。从宏观来看，欧洲防务联盟一体化呈现出“自上而下（以欧盟为中心）
”和
“自下而上（以北约为中心）”两种趋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姜云飞博士在主题报告中从欧盟委员会的政策与方案
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政策主张两方面介绍了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走向，认为这一一体化进程
将进一步深化，但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财政契约效力不足等问题
也为一体化进程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朱宇方博士在“欧盟对外经济政策：演进、未来与德国立场”
主题报告中从不同维度考察了中欧跨境直接投资现状，认为欧盟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的关注已远超出纯粹的经济层面。她认为吧，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走向存在着一些不可逾越
的障碍与矛盾，这无疑将为中欧贸易关系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对各位发言人的演讲进行了剖析和总结，并
就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走势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
四、中欧关系的走势
在“全球权力转移视角下的中欧关系”主题报告中，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
学武教授认为，全球化对于参与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从绝对收益来看，参与者均可以获益，
然而从相对收益来看则存在不平衡的局面。在“双赢”局面下可能出现“输家”
，即相对获
益较少的一方。而这一相对收益的不对称性将带来权力的转移，相对收益差异越大，权力转
移就越明显。辜教授认为，这一点也是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逐步退出全球舞台的重要原因。
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东亚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白沙天（Sebastian Bersick）教
授作了题为“中欧关系走向”的主题报告。他指出，中国欧盟的关系其实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动态的亚欧经济政治环境之下，其实也会影响所有的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现在正引起了欧洲对于亚洲地区新的兴趣，因为借助这一战略，欧盟正在把它与中国的关系
放在亚欧背景之下来看。我们看到，中国、欧盟正在开发一个互联互通平台，使它能够把经
济相关的一些要素集成起来。他同时指出，美国现在更加追求保护主义和更多的向国内看，
这对于亚洲和中欧关系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在亚太关系的战略性不确定性现在变得越来越突
出。同时欧盟会越来越关注内部的挑战，这会导致欧盟进一步的分解和分裂，欧盟参与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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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区的资源会进一步减少，欧盟在亚洲地区发挥得角色也会进一步弱化。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在主题报告中就中国与中东欧关系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她指出，中国现在正在建立一个完全的次区域合作框架，并且重点是强调多边
合作。中国与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将会与中国-欧盟的总体合作形成一个补充关系。16+1
也能够加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在中欧关系当中，因为要和不同的成员国
来进行对话，所以说这是一个多边的对话，多边机制和平台。“16+1”合作有三个特点，即
共同利益共识、体制差异化和价值观的塑造。本来中国和 CEE 之间的合作的重点是务实这个
基准，现在更加注重双方的价值，尤其是由“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价值，这也是习主席
所谈到的共同建立合作机制。
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和亚洲学研究所克里斯托弗·安特魏勒（Christoph Antweiler）
教授作了题为“欧洲视角下的 ASEAN@50：东南亚及以外的区域一体化”的主题报告。从人
类学和政治学角度出发，阐述了东南亚及以外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他指出，在中国“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背景下，东南亚地区不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陆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该区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伍贻康研究员在点评中，针对辜学武教授报告中所提及
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表达了极大兴趣。关于绝对、相对收益不平衡会促成合作还是促使分
离这一问题，伍贻康研究员与辜学武教授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他强调，应该更
多的从合作角度，更多的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推进。
最后，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致结束语。他代表所有与会者感谢同
济大学和上海欧洲学会对本次会议的贡献，表示会议不仅组织得好，而且在细节上做得非常
优秀，使与会者们感到非常的温馨，非常的周到。

简讯
＊ 9 月 13 日下午，
“包容互鉴、凝聚共识：中欧民间外交的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顺利召开，会议围绕多利益攸关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展民间外交促
进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两大议题，深入探讨了中国、上海同欧洲及有关城市在推进民间外交、
深化两国关系过程中的作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贝兆健为研讨会致辞，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做主旨发言，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上海外国语
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分别做评论，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做总结。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主办，邀请了来自政、学、商、
媒等各界代表近 50 人出席。（ 详见本期会议综述）
＊ 9 月 27 日，
“法德大选后的欧洲一体化走向”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本次会
议由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及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协办。这次会议也是上海市社联支持下的一场跨学会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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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首先分别致辞，高度肯定了会议主题的
重大意义和研讨的及时性，对与会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随后，在徐明棋、陈志敏、
恩里科·费尔斯、梅飞虎的先后主持下，论坛围绕法德大选、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欧盟特定
政策领域、中欧关系走势等四个议题展开了讨论交流。最后，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
任辜学武教授致结束语，表示会议组织得好，细节温馨周到。
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波鸿
鲁尔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欧洲学会等研究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详见本期会议
综述）
＊ 9 月 27 日，在同济大学举行的“法德大选后的欧洲一体化走向”国际研讨会上，徐
明棋会长向昆哈特（Ludger Kühnhardt）教授颁发聘书，正式聘任其为上海欧洲学会顾问。
昆哈特教授是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欧洲一体化研究，是国际知名
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专家，其提出的“危机是欧洲一体化的驱动力”的观点被普遍接受。
＊ 9 月 28 日下午，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市世界史
学会协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的“欧亚‘五通’的进程、挑战与展望”跨
学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华东
师大、上海财经大学及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近 30 名学者与会。与会者们
围“一带一路”铁路大通道建设、边境口岸建设、欧亚“五通”中的民心相通、俄罗斯大欧
亚战略与“一带一路”、欧美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中俄及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等问题展
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欧洲动态 （2017 年 9 月 1 日—30 日）
中欧关系


环球网9月5日，在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下，英国人最常接触的外语为德语、法

语、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但近年来，学习中文已成为英国的一种新趋势。许多英国父母认
为，中文是欧洲语言以外最重要的语言，足以影响孩子的未来。据报道，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也曾呼吁英国儿童改学中文。他表示：“我希望英国能和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中国)
连结。年轻人要学习的语言，未来运用在商场上。所以此时应该把眼光从传统的法语和德语
上转移，让更多孩子学习中文。”


欧洲时报网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应约同马克龙通电话；此前一天，

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朝
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
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希望法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为缓和局势、重启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马克龙表示，法方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重视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和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合作，推动妥善解决朝
鲜半岛核问题。默克尔表示，德方支持通过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赞同推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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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各方重回对话谈判的轨道。德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争取尽早找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的办法。


欧洲时报网9月19日，新华社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4日在布鲁塞尔发布欧盟外

资审查法律框架草案，意图对外资并购欧盟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欧方出台有关措施时一定要严格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基
本原则、特别是非歧视性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思潮的干扰，避免向外界发出错误、混乱和消
极的信号。


中新社9月25日，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史伟哲25日于德国大选次日在柏林出席一场

新闻发布会期间表示，中国是德国和欧盟重要的经贸伙伴，德国在大选结束后仍将与中国保
持良好的经贸关系。他回答了中新社记者有关如何看待欧盟委员会拟加强对外资审查在中国
企业中引发担忧，以及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的涉华经济政策等提问。史伟哲同时代表德国经
济界呼吁本届大选后各政党尽快组建起联合政府。他呼吁联合政府签订一份有助于促进投资
的联合执政协议。

欧洲政治外交


中新网9月6日，据外媒报道，欧洲法院6日宣布，驳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试图推

翻欧盟难民分配制度的诉讼，确认欧盟有权要求成员国接纳寻求庇护的难民。报道称，欧洲
法院在声明中认定，欧盟有权分配各成员国接收从意大利和希腊迁出的叙利亚难民的配额。
法院表示，这一机制有助于意大利和希腊应对2015年起的难民危机，且符合比例原则。


中新社9月11日，据法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就难民分摊方

案之争公开表态。她对欧洲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同时对难民分摊方案的前景表示乐观。默
克尔认为，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仍有意履行难民分摊方案，这表明分摊方案仍有机会继续得以
实施。她强调欧盟内部应就相关问题保持团结。但默克尔也警告说，不遵守欧盟难民分摊方
案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在其他方面得到帮助。


中新网9月15日，据法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汇聚布

鲁塞尔讨论反恐事宜，包括法国在内的五个国家希望延长申根区内边境管控措施期限从原先
的两年延长至四年。据报道，按照申根协议规定，法国在巴黎恐袭事件后恢复的边境管控措
施即将在10月31日结束。巴黎现在希望继续延长这一措施。与此同时，由于难民涌入而恢复
边境管控措施的德国、奥地利、挪威和丹麦也持相同立场。上述四国的边境管控措施都将于
11月11日到期。他们也希望在反恐名义下，把延长边境管控措施的可能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
来。


新华社9月27日，39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26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一

系列重塑欧盟的建议主张，希望在今后建立一个“主权、统一和民主的欧盟”。马克龙说，
欧洲在防务安全、移民、发展、气候变化、数字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方面都需要作出重
大调整，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应对挑战。针对恐怖主义威胁，马克龙主张建立欧洲统一的防
务安全体系，在2020年前建立一支欧洲共同干预部队，设立欧洲统一防务预算、欧洲反恐检
察部门和情报共享机制。为应对难民潮，马克龙建议设立欧洲申请避难局对难民身份进行审
核，逐步建立一支欧洲边境警察队伍加强欧洲边境检查并遣返非法移民。经济方面，马克龙
主张多速欧洲，首先加强与德国的统一协调，在欧元区核心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预算，设立欧
元区财政部长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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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9月28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6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说，

提出重塑欧洲的一系列主张，主要包括去官僚化、加大防务合作、推动税收改革、加强年轻
人跨国交流和强化民主建设五个方面。马克龙说，现在的欧洲“效率太低”，要应对眼前的
挑战，必须团结一心。
【新设机构去官僚化】 马克龙提出建设“更为简单”的欧洲联盟，称
一旦简化欧盟的改革结束，英国将后悔“脱欧”。就欧元区而言，马克龙提议设立一名“大
管家”，即欧元区“财政部长”，与之相应，设立欧元区预算用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
型工程项目。这一主张先前获得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谨慎支持。就整个欧盟而言，新设
欧盟检察官，负责调查跨境涉恐案件；新设难民管理机构，统管难民资格认定与接收等事务；
新设边防警察，负责非法移民监督与执法；新设创新机构，推动人工智能联合研究。【加大
共同安全合作】马克龙提议，组建一支欧盟“快速反应武装部队”，共用防务预算和军事战
略，承担欧盟联合防务角色。 欧盟十年前已经批准这一方案，但欧盟快速反应武装部队迟
迟未能建立。马克龙表示，希望在2020年前令其全面“重启”。另外，马克龙还希望建立欧
盟“联合民防部队”，防灾救灾。【推行“大税改”】马克龙在演说中大幅提及税改，希望统
一整个欧盟的税收规则。例如，在欧盟推行单一企业所得税，要求欧盟对拒绝施行统一税率
的成员国予以惩戒，比如削减其从欧盟所得援助。法新社分析，马克龙的这一方案将惹恼那
些实行低税率的国家，如爱尔兰。马克龙计划，针对美国苹果公司等科技企业开征新税，计
税的标准不再是这些公司在欧盟成员国登记的利润，而是它们创造的价值。另外，马克龙还
希望，对金融交易额外征税，用于欧盟海外援助；对进入欧盟的高污染产品征收“碳税”；
对欧盟境内高化石燃料消耗型企业征收“碳税”。
【年轻人“跨欧洲流动”】 马克龙重点强调
的还有年轻人发展计划。他希望，欧盟的所有学生能够花上６个月时间到其他成员国交流或
学习，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地理地貌和政治经济情况。按照马克龙设想，到2024
年，欧盟的所有学生都应会说至少两门欧盟成员国的语言；欧盟大学加强“联网”，让双语
学位和跨国学习更为简便易行。【强化民主建设】马克龙建议，欧盟可以在６个月内召集一
场“民主大会”，讨论欧盟的未来，鼓励各成员国各社会阶层派代表参与，以充分听取民众
意见。就欧洲议会，马克龙主张，欧盟应抓住英国籍议员将在2019年英国彻底“脱欧”后卷
铺盖走人的机会，大力发展“跨国议员”，赋予欧洲议会更大包容度。


中新网9月28日，据外媒报道，为了减少非法移民来到欧洲，欧盟正在考虑出台

新规，为那些特别需要保护的难民开通进入欧洲的合法渠道。该计划旨在打击人口贩卖，同
时又满足欧洲劳动市场的需求。欧委会提出了一项新的难民安置计划，其中主要建议在未来
两年内，让那些特别需要保护的难民从非洲和中东来到欧盟，人数至少5万。针对的国家包
括利比亚、埃及、苏丹、乍得等危机地区。报道称，欧盟委员会将为此拨款50万欧元，也就
是说平均每个难民大约1万欧元。该难民安置计划的第一个版本今年7月份通过，当时宣布的
规模为4万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可以自愿加入计划。欧委会表示，到目前为止有1.4万人
的分派已有着落。


环球网9月29日，法国当地时间9月26日，法总统马克龙就欧洲问题发表重要演

讲，称要在2024年时建成一个可与美国、中国相匹敌的强大欧洲。据法国《费加罗报》9月
28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于当地时间9月28日夸赞马克龙重建欧洲的建议，称其是法德加
强合作的基石。28日，默克尔在抵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时向媒体表示，对于这些建议，德国
和法国具有高度共识。尽管如此，还是应该首先讨论细节问题。她补充说，坚信欧洲不会如
一潭死水，而是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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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29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29日发布关于欧洲反恐形势最

新报告说，欧洲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多样化和分散化极端暴力恐怖主义威胁和挑战，
反恐形势任重道远。报告说，欧安组织及其各成员国在共同应对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升级
的恐怖威胁等方面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并采取有效措施。根据报告统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各种恐怖活动的“外国军团”中有1万多人来自欧安组织所属国家和
地区，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或即将返回欧洲。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准军事训练、具有实战经验且
彼此保持联络，潜回欧洲后可随时随地响应“伊斯兰国”煽动发动袭击或形成新的恐怖组织。

德国大选


中新网9月4日,据外媒报道，基民盟籍总理默克尔及其社民党挑战者舒尔茨3日

晚上举行了97分钟的电视辩论，就移民、外交、安全和社会公平等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这是
德国大选战目前的最高峰。但两人在移民、土耳其问题、遣返、欧洲边界等问题上观点都比
较接近，而且出现多个和谐场面。



中新网9月25日,德国议会选举于9月24日举行。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据德国中

央选举委员会在统计完全部299个选区的选票后宣布，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联盟赢得了德国
议会选举，获得了33%的选票，第二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20.5%的选票，右翼“德国选
择党”以12.6%的选票首次进入联邦议院。越过5%的门槛进入联邦议院的还有自由民主党
(10.7%)、左翼党(9.2%)、绿党(8.9%)。



环球网9月25日,24日的德国大选使德国党派势力明显向右推移。德国联邦议会

将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联盟党、社民党、选项党、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这六个党
派将坐镇议会，分享其631个席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5日报道称，自二战以来，联邦议会
从未象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个党派。对老民主党派来说，如何应对右翼民粹选项党的异军突起，
将是一个挑战。



中新网9月25日,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当地时间9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舒尔茨表示，打算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他重申，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失败后打
算成为反对党派。


环球网9月26日，9月25日，德国大选结果正式出炉，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开启“第

四任期”。但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打破了德国的禁忌，使这个国家
面临新的挑战。据法国《费加罗报》9月25日报道，法国政府发言人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当
日表示，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而言，此次大选是一次痛苦的胜利，她并对极右翼在德国的“突
破”表示担忧。这位发言人总结称，如果想要与每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作斗争，必
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能够给予保护的欧洲。但目前的状况还未能达到这一点，因此
必须要重塑欧洲。


中新社9月27日,在本届德国大选中得票最多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27日确

认，其考虑推举现任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出任新一届联邦议院议长。现年75岁的朔伊
布勒从1972年开始一直担任联邦议院议员，是目前德国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人。1942
年出生于德瑞法交界处城市弗莱堡的朔伊布勒1984年开始担任西德总理府部长，1989年出任
内政部长，并在任内经历德国统一。1990年，朔伊布勒在一次竞选活动中遇刺，从此只能靠
轮椅行动，但仍积极活跃在德国政坛。朔伊布勒的个人主页开头的一句话堪称其政治信条：
“政治稳定性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2009年出任德国财长后，由于朔伊布勒主张的严格财
政纪律，帮助德国迅速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从而树立了其在德国和欧盟内部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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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29日,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说，总统特朗普28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

举行电话会议，祝贺她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也谈到伊朗问题，
讨论如何应对伊朗在中东的活动，以及伊朗核与导弹问题。

法国


中新社9月4日，法国三军参谋长弗朗索瓦·勒古安特尔4日在南部军港土伦表示，

法国军队介入的军事行动过多，必须留有“余地”，以防重蹈英国军队的覆辙。在接替因国
防预算之争而辞职的前参谋总长皮埃尔·德维利埃后，勒古安特尔9月4日在军方夏季研讨会
上说，法军正在走出因国防预算紧张和过度参与军事行动而经历的困境。


中新网9月7日，据外媒报道，根据6日呈交的一项立法提案草稿，法国计划今年

通过立法，在2040年之前逐步停止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的油气勘探与生产；若通过立法，法
国将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在2050年之前使法国实现碳中和，并计
划停止化石燃料开采，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中新社9月9日，法国内政部长科隆8日宣布，自今年年初以来，当局已挫败了11

起恐怖主义袭击图谋。他同时警告说，法国境内也可能发生类似巴塞罗那恐袭的袭击事件。
报道称，科隆还针对外界有关新反恐法案将有损公民自由权利的质疑表示，法国清醒地认识
到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也会积极寻求在安全和自由之间达成平衡。为兑现竞选承诺，法
国总统马克龙正在积极推动一项新的反恐法案，以取代将于今年11月1日到期的全国紧急状
态。但反对者认为，该法案旨在将紧急状态下的部分特殊措施常态化，因此会损害公民自由
和权利。


欧洲时报内参9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7日首次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希腊

演说时指出，如果在经济、军事、外交层面不能更加团结强大，欧洲将无法在美、中等强国
面前立足。法国媒体指出，演说凸显了马克龙改革欧盟的雄心壮志。马克龙指出，欧洲大陆
若不从根本上调整治理方式，将会面临衰亡的命运。面对世界其他强国，“我们应该强化一
个允许我们捍卫自身及生存的欧洲主权”。马克龙表示：
“放弃欧洲理想将是个错误，我们必
须找回欧盟初创与变革的热情，而不是仰赖技术官僚和官僚政治。”


中新社9月19日，美国白宫19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晚间在纽约会

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外界关心的有关《巴黎协定》问题，声明并未提及。声明中只提到
两国总统讨论了如何既最有效地保护环境又促进两国经济增长。据白宫的声明，特朗普和马
克龙讨论了伊朗核问题、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叙利亚、朝鲜等问题。


中新网9月25日，综合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对默克尔赢得第四任期表示祝贺，

并誓言两国会继续“至关重要的合作”。马克龙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表示：
“我已致电默克
尔，向她道贺。为了欧洲和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持续至关重要的合作。”


中新网9月26日，据外媒报道，法国参议院9月24日进行部分改选，法国总统马

克龙的共和前进党遭遇重挫，让右翼的共和党继续维持参议院多数派地位。在此次投票中，
参议院348个席位中的171席进行改选。据报道，计票结果显示，法国共和前进党只赢得28
席，比之前少一席；共和党的议席从142增至159；社会党赢得81席，比之前少五席。结果公
布后，共和前进党发表声明说，参议院的选举方式对新生政党不利。声明还说，此次选举结
果没有反映出“新的政治平衡”。但该党仍将致力于在参议院打造“理念多数”
，尽可能团结
更多参议员，支持为国家转型而推出的各项改革。


中新网9月27日，据法媒报道，目前，法国国民议会正在就内政部长科隆提出的

《国内安全法》(俗称反恐法)草案展开辩论。尽管该法案被质疑一定程度上将损害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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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新一期民调显示，57%的法国民众支持该法案实行。据报道，自2015年以来，已有239
名法国人在恐袭中被杀害。现在，法国民众对安全的渴求无比强烈。有分析认为，调查结果
显示，大多数法国人还是愿意牺牲一些自由来换取安全保障。

英国


环球网9月6日，据英国《卫报》9月5日报道，在该网站上泄露的文件显示，英

国政府计划脱欧后，对低技能的欧盟工人施加限制，并限制欧盟公民的家属入境。这份厚达
82页的文件概述了英国内政部在英国离开欧盟之后管理移民的建议，此举为欧盟公民自由出
入英国划上休止符。报道称，英国政府设想脱欧后，对抵达英国的欧盟公民采取双重制度，
希望长期留在英国的人士可申请两年居留证。至于那些被认为“高技能”的人，则可申请长
达5年的居留证。


中新网9月7日，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呼吁议员支持断绝与欧盟的

政治、金融和法律联系的立法，朝退欧迈出一步，不过反对党扬言将提出挑战。这个废除法
案，或叫退出欧盟法案，是英国政府在2019年退出欧盟计划的核心部分，将撇清英国与欧盟
40多年来在立法方面的关系，并废除1972年使英国成为欧盟成员的条约。英国议会7日将开
始讨论该法案的“主要原则”，11日议员将投票表决该项立法是否进入下一阶段。该法案在
议会安全通过对于英国政府非常重要。


新华社9月17日，伦敦西部一地铁站15日发生爆炸，造成约30人受伤。英国警方

随后宣布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袭击发生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
15日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将英国恐怖威胁级别从“严重”上调至“危急”。17日，
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宣布，将英国恐怖威胁级别从最高等级“危急”降至次高等级“严
重”。


中新网9月17日，据俄媒报道，英国政府高层人士日前表示，英国在脱欧后将向

欧盟提议签署单独的安全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是打击恐怖主义。消息人士称：
“打击犯罪
和恐怖主义将是英国脱欧后同欧盟签署的新安全协议的关键内容。英国政府将于9月18日提
议签署这类协议。该协议会为英国脱欧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刑事诉讼程序和执法活动
奠定法律基础。”他表示，在跨境威胁上升的背景下，英国有意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并制定
一个新的协调方案。


新华社9月17日，卡塔尔国防国务大臣哈立德·阿提亚17日在多哈与英国国防大

臣迈克尔·法伦签订协议，向英方购买24架“台风”战斗机。迈克尔·法伦表示，卡塔尔是
英国的战略伙伴之一，双方当日所签订的军购合同是自英国向卡塔尔进行军售以来的最大订
单，是双方在防务领域密切合作的基础。


中新网9月19日，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8日任命“脱欧部”高级官

员罗宾斯(Oliver Robbins)担任她的欧盟事务顾问，在英国力图将“脱欧”谈判焦点转移至英
欧未来关系之际，加强对谈判的控制。根据英国政府发言人公布的声明，为了加强与欧盟下
一阶段谈判中的政府间协调，首相特雷莎•梅已任命罗宾斯担任她的英国内阁办公室欧盟事
务顾问。该发言人称，罗宾斯将继续在谈判中领导英国官员，并将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
戴维斯密切合作。


央视新闻客户端9月19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8号在首都渥太华会见了到访的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这是特雷莎·梅对加拿大的首次正式访问。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鲁多和特雷莎·梅都强调了两国的特殊关系。加拿大历史上曾以英国为宗主国，目前是英

欧洲观察|2017.10

- 14 -

联邦成员，依然把英国女王尊为君主，两国关系较为特殊。特鲁多表示，双方同意继续推进
两国在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合作，加深双边关系，双方也就贸易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新社9月21日，美国白宫21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与英国首相特

蕾莎·梅在纽约参加第72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问题等。白宫声明称，
双方就结束伊朗对叙利亚、伊拉克造成不稳定影响的行为进行了讨论，同时还审议了在伊核
协议问题上的后续步骤。声明称，特朗普要求英国增加对朝鲜施压。此外，双方还就加强两
国联合反恐尤其是网络反恐交换了意见，特蕾莎·梅还向特朗普通报了英国脱欧谈判的情况。


新华社9月25日，欧盟与英国25日在布鲁塞尔启动第四轮“脱欧”谈判。欧盟首

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呼吁英方在“脱欧”谈判中能更“清晰”
。此轮谈判为期4天，双方继续就
公民权利、“‘脱欧’账单”
、北爱尔兰边界等议题进行讨价还价。在谈判前联合举行的记者
会上,巴尼耶再次赞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日前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演讲具有“建设性”，但
强调欧盟“渴望更好地了解英国政府如何将首相的演讲转化为谈判立场”。英国“脱欧”事
务大臣戴维·戴维斯说，梅的讲话“阐明了这些谈判取得成功所需的领导力和灵活性”
。在
备受关注的“
‘脱欧’账单”问题上，戴维斯说，在剩余的预算期内,欧盟成员国“不需要担
心将支付更多或得到更少”
，英国将支付“‘脱欧’账单”。但他也语带机锋，称这一问题要
谈妥，前提是英国要与欧盟建立新的紧密和特殊的伙伴关系。梅2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发表
演讲，表示英国“脱欧”后需要一段大约两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安排
应该照旧，英国也将继续支付欧盟预算。


中新社9月30日，英国剑桥大学29日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研究中心”，此为英国

首个专门从事“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国际智库。据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
院 KPMG 毕马威教席终生教授大卫·德克莱默博士介绍，英国皇家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问
题研究院、法国国际研究中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等10多个智库机构，已成为该研究中心的
第一批成员。研究中心将坚持中立、独立的学术立场，广泛邀请各国智库成为该研究中心成
员，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权威的“一带一路”建设性意见报告。

其他


环球网9月5日，匈牙利在2015年、2016年沿欧盟外部边界修建的铁丝网，总共

耗费了8.83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8.66亿元)，以阻止更多难民涌入欧盟。法国媒体“欧洲时
报”9月5日报道称，如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要求欧盟出资承担一半的造墙费用，
但布鲁塞尔方面则回应称，欧盟不会为边境的铁丝网埋单，但正在考虑是否为“边境管理事
务”提供援助。

欧洲经济


欧洲时报9月1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30日发布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

将2017年和2018年意大利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从0.8％和1％上调至1.3％。报告还说，受消费
和投资推动，今年第二季度意大利经济同比增长1.5％，增速与一季度相近。同时，货币和
财政政策的支持，以及欧盟整体更强劲的复苏也有助于意大利经济复苏。


新华社9月19日，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18日在华盛顿表示，“脱

欧”的不确定性将导致英国在明年年中前的经济增长慢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卡尼当天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演讲时说，
“脱欧”已经导致英国家庭缩减开支、企业减少投资。今年
上半年，七国集团其他成员经济加速增长，但英国经济增速放缓。卡尼说，英国退出欧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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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塑英国与其第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欧盟的关系。随着英国与欧盟在价值链、产品和
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去一体化，英国国内通胀水平可能升高。


证券之星9月21日，德国财政部9月21日表示，德国经济继上半年表现强劲之后，

于第三季度初走软，但指标显示经济将持续稳健增长。德国经济在消费引领之下上行，主要
受就业创纪录高位、实质薪资上涨且借贷成本较低所推动。


中证网9月21日，位于德国曼海姆市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19日发布经济形势预测

报告说，9月份德国经济信心指数较上月大幅上涨，涨幅远超市场预期。报告显示，9月份，
反映德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经济信心指数在上月大降后显著反弹，上涨7.0点至17.0点，但依然
低于长期平均值23.8点。反映当前经济形势的指数微涨1.2点至87.9点。


中新网9月25日，据外媒报道，英国还未正式退出欧盟，但许多欧盟公民已纷纷

“离开”，导致依赖移民员工的英国餐饮业面对人手短缺的困境。据报道，截至今年3月的12
个月内，离开英国的欧盟公民人数从3.3万人增加至12.2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中欧国家。英
国餐饮业雇主担心，随着欧盟员工的离开，英国人无法或不愿意填补空出来的职位。根据英
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英国目前最缺人手的就是餐饮业，而且情况每况愈下，在2017年6月至8
月的职位空缺率为4.3%，去年同比为3.5%。


新华社9月26日，德国联邦劳工局下属调研机构26日公布预测报告显示，2018

年德国失业人数将降至250万以下，创两徳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预测，今明两年德国
经济将分别增长1.9%和1.7%，经济增长将推动失业人数不断减少，今年失业人数将减少15
万，至255万，明年将再减6万，从而使失业人数自两徳统一以来首次跌破250万。


欧洲时报9月27日，法国政府9月27日公布2018年财政法案（PLF），包括许多税

务改革新规，主要措施为减少居住税、取消私企职工的两项社会保险征摊金、提高普遍化社
会捐金、削减巨富税、设立30%固定税率的资本利得税、提高柴油税等。据法新社报道，法
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声称这套预算案“全民受益”，而且履行了政府近几周来的全部“承诺”
，
2018年将总共减负减税近100亿欧元。但据财政部属下公共财政最高委员会（HCFP）的估计，
最终减负金额只有70亿欧元。由于减负减税，2018年国家财政赤字将增达64亿欧元。

国际综合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中新社9月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9月4日圆满闭幕。会晤通过了《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重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全面总结了金砖合作10年来
的成功经验，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规划了新蓝图。五国领导人认为，
金砖国家应该深化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合作应对各种全球
性挑战，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对接发展战略；深化政治安全合作，
增进战略互信；将人文交流活动经常化、机制化，加深五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与时俱进
加强金砖机制建设，为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提供坚实保障。各国领导人决心以厦门会晤为新
起点，共同打造更紧密、更广泛、更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习近平指出，会晤期间，中方举行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金砖国家和埃及、
墨西哥、泰国、塔吉克斯坦、几内亚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大计，一致同意建立广泛的发
展伙伴关系，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出了深化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合作的强烈
信号。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打造“金砖+”合作模式，携手走出一条创新、协调、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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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明年，南非将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将在约翰内斯堡举办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力支持南方办会，携手推动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相信通过各国各
界共同努力，金砖合作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金砖国家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第72届联合国大会


新华社9月12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12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

的主题是“以人为本：在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上为全人类努力创造和平以及美好生活”。第72
届联大主席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在致辞时说，本届联大将在三方面作出努力:以人为中心、
平衡各方利益以及提升工作质量和透明度。他还强调，要深化联合国改革，让联合国成为“使
世界更加美好的地方”。莱恰克说，联合国是为人民而成立的，其责任就是帮助各国人民“争
取和平和美好的生活”。他同时强调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来自
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等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会议。古特雷斯说，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威胁和重
大挑战，希望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加速行动，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威胁。


新华社9月19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

幕。参加一般性辩论和高级别活动的10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高级代表将就共同面临
的重大威胁与挑战商讨应对之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作了年度工作报告。他在报告
中表达了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与威胁的担忧,其中包括核威胁、气候变化、极端主义和恐
怖主义等。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致辞中,联大主席莱恰克阐述了将“和平与冲突预防”
置于联合国工作中心、以人为本等工作理念。他重申联大帮助国际社会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以及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所作的承诺。


中新网9月20日，据联合国网站消息，9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一般性

辩论发言中表示，当前世界充满希望，同时也存在着巨大危险。将世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还是让其陷入一个绝望的深渊，完全在于人们做出何种抉择。特朗普表示，为了消除当前的
危险，获得未来的希望保证，人们必须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特朗普说：
“我们的成功取
决于一个由热爱主权的强大和独立国家组成的联盟，来促进自己和世界的安全、繁荣与和
平。”特朗普指出，美国仍是世界的一个“伟大的朋友”
，特别是对自己的盟友而言。他表示，
美国不会再允许被人轻易地占便宜，他会将美国的利益作为最大的优先考虑。特朗普说：
“但
在我们履行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义务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维护所有国家的主权、繁荣和安
全的基础之上寻求未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特朗普呼吁联合国进行更大程度的改革，敦促
这一组织注重结果而不是官僚主义和程序之上。他还呼吁在联合国各成员国之间实行更加公
平的费用分摊办法。特朗普在讲话中还表示，自从大选以来，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进步，
在保健、赋予妇女权能和增加军事力量方面，美国都出现进展。


中新网9月20日，据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9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中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称，不会重新谈判《巴黎协定》，尊重美国“退出”的决定，但
如果美国改变主意，协定的大门仍向美国敞开。他还表示，相信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会
继续努力实施《巴黎协定》
。马克龙在讲话中称，毁掉《巴黎协定》就是在摧毁国家和世世
代代人之间的公约。据悉，马克龙18日与特朗普会面时，曾再次试图说服后者重归《巴黎协
定》，最终未果。马克龙在讲话中还提到，将于晚些时候主持一次会议，计划编撰一份《世
界环境公约》草案，汇总联合国所有与环境相关的规章制度。马克龙还宣布，将于12月12
日在巴黎举行世界气候峰会，届时各签约国将总结《巴黎协定》签署两年以来的实施成果并
展望未来。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因为全球变暖不会停止”，马克龙提醒道。18日，特朗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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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龙讨论《巴黎协定》时反复强调协定“不公平”，会从整体经济到产业再到工人层级
都给美国带来影响。特朗普不认为《巴黎协定》是达成环保目标的最好方式，认为协定并没
有将美国利益最大化。


中新社9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不认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日前威胁对朝鲜问题采取军事解决的表述。她强调，德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
鲜问题，并愿意参与调停当前的冲突。默克尔当天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针对
特朗普日前在联合国大会讲话时对朝鲜发出“彻底摧毁”的威胁，默克尔予以批评。她表示，
自己不赞成这种威胁。默克尔强调，自己和德国政府都认为，任何形式的军事解决方案都是
不合适的，德方主张外交努力。

其他


欧洲时报9月3日，朝鲜官媒宣布，在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下，“圆满成功”

地测试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的氢弹”——比原子弹更为猛烈的核武器。美国、俄罗
斯，以及英德法意等欧洲各国纷纷对其表示严厉谴责。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9月3日发表声明，
要求国际社会以最强硬立场处理这次朝鲜新的挑衅。法国总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迅速
对朝鲜违反防核扩散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作出反应。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各国对朝鲜显示明
确一致的立场。《世界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3日就朝核问题进行
了电话会议。两国首脑均认为，朝鲜的挑衅行为达到了新高度，双方赞同欧盟对朝鲜加重制
裁。马克龙也与意大利总理吉蒂洛尼（Paolo Gentiloni）交换了看法，后者赞同法德立场，
认为国际社会应对朝核事件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必须对平壤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也对朝鲜核试表示谴责。她称朝鲜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威胁，令人无法
接受”。她呼吁联合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痛批朝鲜是个“流氓国
家”，对美国“充满敌意，构成危险”。中国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对朝鲜核试验表示坚决反
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中新网9月27日,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当地时间27日，泰国最高法院政务

人员刑事案件法庭再次就英拉“大米渎职案”开庭，英拉被判5年有期徒刑，不予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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