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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冷战后欧日合作模式的特征刍议
宋黎磊

蔡 亮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欧日合作逐渐形成基于价值观合作为主体，安全及经济
合作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模式。从所谓“普世价值”的视角而言，欧日认为双
方应携手应对与它们有别的“异质性”国家的挑战。在经贸合作领域，欧日希望
强化双边经济合作，一方面共同巩固和提升双方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次，另一
方面为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博弈中共同掌握主导权奠定基础。在安全合作领
域，欧日基于相同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希冀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对东亚安全形
势形成一种制约的合力，且专注点也逐渐集中到了双方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上
来，因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双方安全合作领域很难达成立场和行动的一致。
1

当前欧日关系 的基本框架，渊源于二战结束初期，成型于冷战后。二战结束后，欧日
双方均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基本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因彼此相隔万里，
加之二战中均遭受巨大创伤，故双方均致力于经济复苏，在双边关系上热衷于经贸往来，而
在安全保障领域缺乏交集。1957 年，日本外务省首次以蓝皮书的形式发布该国的对外方针
和外交政策。其中，日本明确指出其外交遵循“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
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三大原则。2在日本语境中，所谓的“自由主义各国”当
然是以美欧各国为主，但作为协调的对象却主要指美国。这是因为日本所谓的对外交往均必
须在以“美主日从”为特征的日美非对称型同盟框架内进行。3欧洲虽然也被日本列入外交
的三大原则范畴内，但日本对其的关注度无法同对美和对周边关系等量齐观。4甚至可以说，
冷战时期的欧日关系基本上可以与经贸往来画上等号。5



本文是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战后日本价值观思潮的嬗变与中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14AGJ008）；教育部社科青年课题“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17YJCGJW008）；2017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智库专项课题（项目编号：0703219070）
的阶段性成果。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 本文所指的欧日关系，在欧共体成立前主要指日本与西欧国家间的关系，欧共体成立后主
要指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欧盟成立后主要指日本与欧盟的关系。笔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
文章的修改建议，文中错误由作者负责。
2 外務省『外交青書』、昭和三十二年版（第 1 号）、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
bluebook/1957/s32-1-2.htm,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3 董礼胜、董彦：“战后日本与欧盟关系发展演变的概述及分析”，《欧洲研究》2007 年
第 4 期，第 110-124 页。
4 渡邊啓貴「多国間枠組みの中の日欧関係」、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 4 巻・地域編』、
岩波書店 2013 年、201 頁。
5

关 于欧 日 关系 的 代 表性 研 究成 果 参 见Nuttal 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elu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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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欧日的交流迅速从经济领域扩大到包括政治对话、文化交流在内的全方位
合作。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转移促使日本追求对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多元化，希冀由美欧日
共同主导冷战后的国际秩序。1如时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栗山尚一就明言，美欧日在自
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三大基本价值观上立场一致，因此三方应依据强大的政治能量和
共同价值观实现冷战后三级共管的世界。2与此同时，欧洲也希望在美国之外寻求更多的合
作伙伴，以巩固其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角色。3
基于价值观合作的共识，欧日不但大幅提升了双边关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越来
越成为双方对话的主题之一，欧盟强调自身更多的参与有利于实现该地区的稳定，而日本也
对此表示欢迎。42013 年 3 月 25 日，在欧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 周年之际，双方开启
了加深战略合作的双轨谈判的架构，即“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SPA）谈判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谈判。2017 年
12 月 8 日欧日 EPA 协定已经正式签署并将于 2019 年生效，与此同时双方也加快了关于 SPA
协定的谈判步伐。这表明欧日一方面正积极应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总体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应
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另一方面，欧日正在通过重新构造彼此之间的战略合作框
架，协调双方在国际战略格局和东亚地区的政策走向。围绕这一背景，本文主要研讨的内容
是：第一，分析欧日冷战以来加深战略合作的历程与特征；第二，探讨欧日各领域合作的特
点；第三，剖析日益紧密的欧日合作对中欧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一

冷战后欧日深化合作的历程

冷战后欧日关系发展最重要的两块基石分别是 1991 年双方签署的“海牙宣言”和 2001
年出台的共同行动计划。1991 年 7 月举行的首次欧日首脑会谈对冷战后的欧日关系具有划
时代意义，它为双方关系做出了为期 10 年的远景规划，强调除了要努力深化在经济领域的
合作外，还要积极拓展双方在政治领域的交流。双方在会后签署了《欧日联合声明》（又称
partners”, Survival, vol. 382, 1996, pp. 104-120;Hook, G. D., Gilson, J., et al.,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5;P. J. Cardwell, “The EU-Japan
relationship: from mutual ignorance to meaningful partnership?”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
2, No. 2, 2004, p. 12；Tanaka T,“EU–Japan relations n: Christiansen T, Kirchner E, Murray P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U–Asia relations. Palgrave, Basingstoke, 2013, pp. 509–520 ；
Tsuruoka M, “Japan–Europe relations: toward a ful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Tatsumi Y (ed), Japan’s global diplomacy, Stim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2015.
1
James D. Morrow, “Alliance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ssion
Model of Al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vember 1991, pp. 904-933.
2

栗山尚一「激動の 90 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 年 5 月号、

16 頁。
L. Odgaard & S. Biscop, “The EU and China: Partners in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in D. Kerr
& L. Fei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1.
4
M. Reiterer, “Interregionalism as a new diplomatic tool: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1, No. 2, April 2006, pp. 223-243;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Federica Mogherini at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2015”,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eeas/2015/150531_02_en.htm. p.1,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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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宣言”），相互确认了彼此作为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指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
构筑合作关系，并强调为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均应为构筑公正且稳定的国际秩序做出
贡献。1值得关注的是，宣言特别指出共同价值观是欧日加深合作和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动
机。可以说，它标志着欧日关系完成了由冷战时期同属西方阵营的同盟关系向全球伙伴关系
的转变和升级。
以此为契机，双方同意将欧日峰会年度化和制度化，一方面是构造多层次欧日对话的制
度性框架，包括欧日外长协议和欧日局长级别磋商（一年两次），高级实务者会谈、欧日高
2

级别磋商、欧日规制改革对话、欧日环境高级事务级别会谈、欧日知识产权会谈等。 一方
面是拓展双方对话的领域，范围涵盖关于中亚的战略性对话、东亚的安保环境的战略对话在
内。进一步地，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于 1996 年 11 月提出将欧日关系定位为“全球性
伙伴”。到了 2000 年 1 月，时任日本外相的河野洋平在法国发表了题为“欧日合作的新立
场——追求千禧年伙伴关系”的对欧政策演讲，指出了“欧日协调的三根支柱”，一是在国
际秩序的建构方面，双方强调对多极化世界的支持；二是双方在文化上要“实现多样性基础
上的相同价值观”；三是在外交、安全保障层面，即预防纷争、裁军、核不扩散及推动联合
国改革方面，“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应强化与经济联系相适应的政治合作”。3
以三根支柱为行动纲要，2001 年 12 月举行的第十次欧日峰会通过了一个名为“塑造我
们共同的未来”的行动计划，计划设想了“欧日关系的新十年”，分四个主题列出双方潜在
的新行动和合作领域：1、促进和平与安全；2、加强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3、应对新的全
球和社会挑战；4、价值观与文化交流。4此外，计划还包括双方确定的进一步合作议程：首
先，在对区域问题的承诺方面，欧日重申应鼓励和支持跨区域的合作联系，如通过亚欧会议
（ASEM）加强合作；其次，双方同意尽快将彼此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最后，为了回
应欧日长期以来提出的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要求，双方最终同意进行关于制定涵盖欧日
之间广泛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5
1991 年的“海牙宣言”和 2001 年出台的行动计划可以说是考察冷战后欧日关系发展的
两份指标性政策文件。在此基础上，双方于 2003 年宣布将彼此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6
进一步地，为深化欧日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提升战略潜力，双方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开启
1

植田隆子「日本＝EU 政治・安全保障関係」、植田隆子編『EU スタディーズ 1 ・対外関

係』、勁草書房、2007 年、218 頁。
2

渡邊啓貴「多国間枠組みの中の日欧関係」、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 4 巻・地域編』、

岩波書店 2013 年、205-206 頁；坂本千代編『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多民族共存と EU——言
語、文化、ジェンダーを巡って——および日欧関係の歴史・文化・政治』、神戸大学大学
院国際文化学研究科異文化研究交流センター 2012 年 3 月、116-119 頁。
3

渡邊啓貴「多国間枠組みの中の欧日関係」、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 4 巻・地域編』、

岩波書店、2013 年、207 頁；植田隆子「日本＝EU 政治・安全保障関係」、植田隆子編『EU
スタディーズ 1 ・対外関係』、勁草書房、2007 年、219 頁。
G. D. Hook, J. Gilson, et al,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295.
5
M Tsuruoka, “ Japan–Europe relations: toward a ful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Y
Tatsumi eds, Japan’s global diplomacy, Stim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2015, pp. 56-59.
6
“EU-Japan Political Relations”, http://www.euinjapan.jp/en/relations/political/,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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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略性双轨谈判的架构，一是启动了涵盖政治对话、区域和全球挑战应对合作，及部门间
合作等一揽子合作框架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二是为提升双方贸易和投资流，开发
新的增长和就业机会，并在未来世界经济贸易的建章立制过程中掌握主导权，欧日启动了自
由贸易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欧日战略与经贸双轨谈判在同一天开启，这对欧盟
而言是其希望作为“规范性”和“非军事”力量对东亚局势发挥更大影响力的重要抓手。1欧
盟认为，这有助于巩固欧盟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既赢得经济利益，又能提升
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声望。欧盟希望与日本一起解决包括朝核、南海等东亚地区热点
问题。而日本从价值观理念的认同，“日本大国梦”的实现及地缘政治等角度出发，对开启
战略性双轨谈判的意愿比欧盟更为强烈。22017 年 12 月 8 日，欧日正式签署 EPA，并将于
2019 年生效。
回顾冷战结束后欧日关系的发展可以发现三方面特征，一是随着欧日关系由冷战时期同
属西方阵营的同盟关系向全球伙伴关系的转变，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原则的提法已在双方官方
话语中牢固确立。二是欧日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趋近并建立了稳定和成熟的国际双边合作，双
方关系没受到国际局势和地区局势影响产生大幅波动。三是双方对话中涉及对东亚区域和平
与安全问题的关注度也在持续增加。东亚地区潜在的冲突因素日益成为欧日关于东亚安全保
障环境等战略性对话时的焦点问题。在这些特征基础上，欧日合作逐渐形成基于价值观合作
为主体，安全及经济合作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模式。

二

欧日深化合作的“价值观因素”

欧日关系的基本定位是双方认可彼此是坚持所谓“普世价值”的战略性伙伴，而这一共
识可以说奠定了欧日推进国际合作的最重要基础。日本将自己作为欧盟的“天然盟友”的形
象推广已经得到欧盟精英层面广泛认同。欧日强调加强双方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为了地区乃
3

至世界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双方应为了构筑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稳定而采取共同行动。正
是基于双方达成的价值观的共识，欧日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同时开启了战略性双轨谈判。
回顾 2013 年欧日开展战略性双轨谈判至今的几次欧日定期首脑峰会会谈内容，会发现
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原则的提法已在双方官方话语中牢固确立，双方对话中涉及对东亚区域和
平与安全问题的对话内容也在持续增加。首先，欧日在 2013 年 11 月 19 日举行的第 21 次欧
日定期首脑会谈中强调要将欧日双边关系提升至更具战略性的更高层面。欧盟表示欢迎日本
为地区与全球和平与安全作出更积极的贡献。同时欧日双方表示对东亚海上形势、南海、东
盟、缅甸和朝鲜问题表示明确关注。继而，欧日在 2014 年 5 月 7 日举行的第 22 次欧日定期
首脑会谈中声明“在共同价值观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欧盟表示希望
自身“能成为更有效的安全提供者”，愿意“更加紧密的介入东亚的地区架构之中”，欧盟
认可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愿意同日本探讨如何参与
“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架构的合作。同时欧日双方表示对东亚海上形势、南海、东盟、缅
1

忻华：“欧盟对日战略性双轨谈判的机理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9 期，第

53-61 页
2

张晓通、刘振宁、卢迅、张平：“欧日自由贸易区谈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欧洲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26-27 页。
3

“22nd EU-Japan Summit Joint Press Statement”, http://www.euinjapan.jp/en/resources/

news-from-the-eu/news2014/20140507/210016/,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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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和朝鲜问题表示明确关注并主张建立危机管控与沟通机制。欧日在 2015 年 5 月 29 日举行
的第 23 次欧日定期首脑会谈中强调“欧日联合在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双
方认识到战后 70 年来，欧日彼此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未来亦应
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携手合作。双方作为战略性的伙伴希冀就关心的所有领域，即不仅是
与欧日双方相关的事务，还包括一些全球性议题，巩固、深化和扩大合作关系。基于此，欧
盟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在维持和促进世界的
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深表欢迎和支持。同时双方高度关注东海、南海形势与朝鲜问
1

题，希望开展危机管理方面的合作，扩展合作领域。

而欧日在 2017 年 7 月 6 日举行的第 24 次欧日定期首脑会谈因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战
略伙伴关系原则协议的达成被视为欧盟与日本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的开始。双方共同申
明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双方重申为和平，繁荣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共同努力的决
心，重申为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负有共同的责任。二是根据“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原则协议，欧日展示了自由贸易的清晰和透明的规则，以及共同促进开放和公平的全球经
济重要性，并将该协议作为构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树立自由公平贸易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三是欧日“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将为进一步加强欧日战略合作提供一个框架，使双方的伙伴
关系得以发展并面对新的挑战。四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下，“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是基于构成欧盟—日本伙伴关系基础的共同价值观
2

和共同原则，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和法治。 但是必须承认，欧盟与日本对于欧日战略双轨
协议的期待是存在差异的。欧盟对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重启双边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所以欧盟的关注点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方面，在 2016 年为了迫使日本尽快签订 EPA 协定，
欧盟方面以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未能取得充分进展为由，以非正式的首脑会谈取代了
当年的欧日峰会，比较而言，日本则更关注战略安全层面的双边合作，更多聚焦于战略伙伴
关系协定的谈判。
在欧盟看来，欧日关系在价值观层面一个重要的契合点，是双方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
塑造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欧盟方面强调，欧盟与日本都面临新兴国家崛起而在世界经济体
系中被日益边缘化的困境，因而希望与日本强化双边经济合作，一方面共同巩固和提升双方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次，另一方面则共同参与塑造当前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新一轮调整，
从而在新的全球贸易秩序制定的博弈中共同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奠定基础。欧盟决策层在讨
论“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中最频繁使用的语句就是“改变游戏规则”。欧盟理
事会前主席范龙佩在 2013 和 2014 年两次欧日首脑峰会上，都谈到“这一协定将会改变游戏
规则”，并指出这一协定开放双方市场则有利于“世界范围内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在 2015
3

4

年欧日首脑峰会上，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敦促双边自贸谈判尽快谈成。 欧盟对“游戏
“ 23rd Japan-EU Summit Joint Press Statement”, http://www.euinjapan.jp/en/resources/
news-from-the-eu/ news2015/20150529/194003/,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2 “ 24rd Japan-EU Summit Joint Press Statement”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
/press-releases/2017/07/06/eu-japan-summit-statement/#
3 Press Remarks b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Herman Van Rompuy following the 22nd
EU-Japan Summit, Brussels ,EUCO102/14, Presse 275,PR PCE92,May7, 2014.
4
“Remarks by President Donald Tusk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EU-Japan Summit in
Tokyo”,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releases/2015/05/29-tusk-remarks-press-confer
ence-eu-japan-summit.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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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强调反映了欧盟期望进一步形成欧日间统一的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对自身有利的“公
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与之相比，日本则更关注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达成，日本将欧日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作为
正在着力构筑的“价值观同盟”中的重要一环。为推进双边战略安全合作，日本刻意凸显其
与欧盟之间共同拥有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日本方面在各种欧日官员会面场
合谈及东海和南海不稳定态势，借此旁敲侧击地提醒欧盟注意中国的崛起对东亚战略安全的
挑战。实际上日本长期以来一贯注重借助共同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与战略观念，向欧洲公众
刻意强调日本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促使欧盟靠近日本而疏离中国。2015 年 4 月，
日本外务省在阐述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时,首先谈到的是:“日本和欧盟是重要的全球伙伴,
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理念”。 由于日本的运作,2013 至今四次欧日首脑峰会的联合声明都明
1

确表达了对东亚海上安全特别是东海与南海局部紧张形势的担忧，其矛头明显指向中国。
欧日在价值观层面上的一致是欧日战略伙伴关系推进的基础，而双方在强调价值观一致
性的同时是将中国视为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存在。欧日均公开强调不能因为彼此对华存在
巨大的商贸利益而不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要和平发展，不断重申中国是现
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在 2015 年 8 月 14 日发表的
“安
倍谈话”中，强调日本应“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
2

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共同构筑“对华包围圈”。 日本的意图显而易见，即会同相同价
值观的盟友在亚太地区切实树立一种规范，而日本的重大职责就是要在此过程中积极引导各
国，让它们朝遵守规范的方向发展。 欧盟委员会在 2016 年发布的《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
3

的报告中也提到要促进普世价值，承认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需要并帮助界定这
种作用，即期望中国承担与其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获得的好处相一致的责任。欧盟
认为人权保护将继续成为欧盟与中国接触的核心部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就明确指出
“欧盟及其成员国将继续与中国和中国人民一道合作，推进人权，促进法治。这需要在双边
和多边层面具备全方位的外交、宣传和其他手段”。4
欧盟将欧日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作为自身更多参与亚洲事务，巩固欧盟全球行为体的平台
之一。对欧盟而言，中国崛起的冲击不如日本那样强烈。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对欧盟而言是一
个明显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从欧盟的规范外交和欧洲价值观角度来看，中国是个“异质性”
国家。另一方面，欧盟长期致力的多边主义国际愿景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建构又需
要中国配合。鉴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资格，日益增长的国际声誉和在地缘政
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欧盟认为提升欧中关系的定位对巩固其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体是有所助
益的。5欧盟早在 2003 年通过的“欧洲安全战略”（ESS）中，就将中国与日本、印度同时
1

“Japan-EU EPA”,http://www.mofa.go,jp/files/000013835.p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2

日本首相官邸『内閣総理大臣談話』、2015 年 8 月 14 日、

http://www.kantei.go.jp/jp/topics/2015/150814danwa.p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3

細谷雄一『安保論争』、ちくま新書 2016 年、85、155、160 頁。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22 June,2016,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 /docs/
china/docs/joint_communication_to_the_european_parliament_and_the_council_-_elements_for_
a_new_eu_strategy_on_china.p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5
L. Odgaard & S. Biscop, “The EU and China: Partners in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in D. Kerr
& L. Fei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4

欧洲观察|2018.02

- 7 -

列为欧盟的的“全方位战略伙伴”。欧盟旨在促进中国不仅作为欧盟第三国合作伙伴之一，
而且成为欧盟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巩固欧盟全球行为体的作用。1但是必须承
认，中欧价值观的差导致双方的相互理解产生偏差，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欧盟与中国采取
针对第三方的联合行动。2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亚洲外交的趋势是日益重视其他亚
洲安全合作伙伴，与中国保持经贸合作的同时，通过与其他亚洲合作伙伴战略性合作来减轻
对中国的倚重。
概言之，欧盟与日本强调的是通过外交对话的各种渠道，敦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恪守所谓的“国际规范”。通过经济伙伴关系在新的全球贸易秩序制定的博弈中共同掌握主
导权和话语权。双方期望尽快完成战略性双轨谈判，巩固价值观同盟，用国际法、贸易规则
等规范性力量对它们眼中的“国际秩序挑战者”形成安全和经济层面的多重制约。

三 欧日深化经济合作的战略考虑
欧日关系在冷战时期几乎可以跟经贸往来画上等号，欧日经贸摩擦的背后是双边经贸往
来数量的增大。到 1988 年，日本已经成为欧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个位次一直维持到 2000
年。但是目前已经降至第七位。其主要原因是伴随中国的崛起，将原本欧日双边外贸的很大
部分如机电产品等转变成日本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再由中国组装后以成品出口欧
盟的三边贸易形式所导致。从全球贸易的角度而言，欧日十分担忧中国这样一个它们所谓的
“异质性”国家会在未来世界贸易的建章立制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上述担忧导致欧日双方均
有意愿在贸易规则制定的问题上形成制约中国的合力，但同时欧日都积极在经济领域与中国
深化合作。
首先，欧日联合在既有贸易规则体系下歧视中国，欧日一致同意应拒绝给予中国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因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没有被承认，对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十分不利，如中
国很容易被 WTO 其他成员视为贸易倾销国而课以惩罚性关税。如 2016 年 11 月 14 日，欧
盟委员会对中国无缝钢管等钢铁产品做出反倾销初裁，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高达 43.5%
至 81.1%的临时反倾销关税。该临时措施有效期为半年，2017 年 5 月，欧委会做出反倾销
终裁，裁定对华涉案产品征收 29.2%~54.9%的反倾销税。2017 年 12 月 4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
的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虽然取消了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引入了“市场严
重扭曲”的概念，为此仍然保留了对中国实施“替代国”做法的可能性。同时日 本 尾 随 美
国 向 欧 盟 施 压 ，担 心 一 旦 欧 盟 在 认 可 中 国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的 问 题 上 松 动 ，就 会 对 发
达 工 业 国 带 来 连 锁 负 面 影 响 。 虽然按照 WTO 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这种拒绝给予中国完
3

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应在中国加入 WTO 之日后的 15 年内终止。但美欧日仍然拒绝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显然，其做法违反了 WTO 的规则，但为因应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1.
1
Odgaard, L., & Biscop, S,“The EU and China: Partners in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 In D.
Kerr & L. Fei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U-China relations,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1.
2

宋黎磊、陈志敏：“中欧对软实力概念的不同认知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欧洲研究》

2011 年第 2 期，第 46 页。
Robert A. Manning, The China Market Status, March 30, 2016, Dilemma,
http://foreignpolicy.com/ 2016/03/30/the-china-market-status-dilemma/,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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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此向 WTO 起诉。欧盟委员会试图通过改革反倾销规则为惩罚性关税创造新基础，即
欧盟委员会想继续通过严格的反倾销规定保护欧盟工业企业免遭中国和其他国家廉价进口
商品的冲击。藉此，即使中国胜诉，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依旧可以借助国家干
预扭曲价格和制造成本等说辞继续对华加征惩罚性关税，且日美等国还能够比照适用。
欧日对于推动 EPA 谈判中也不乏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因素的考虑。欧日积极联合美
国在新的贸易规则制定中排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国以
NAFTA 为躯干，外加同亚太 11 国参与的 TPP 谈判和美欧 TTIP 谈判的两侧联动，意图在所
谓新一代经贸体制中掌控主导权，并迫使中国就范，成为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为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宣布参与 TPP
谈判。欧日均认识到若欧日 EPA 能够建成无疑将成为连接美国主导的 TTIP 和 TPP 框架的
关键性中间环节，对于双方能够参与重构世界经济格局意义重大，遂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启
动自由贸易区谈判。无论是 TPP、TTIP 还是欧日 EPA，中国皆被排除在外，美欧日战略三
角想透过上述三个 FTA 谈判共同主导未来世界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意图是昭然若揭的。虽
然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美欧 TTIP 谈判暂停，欧日签署 EPA 的战略意图形同
破功，但欧日对于推动 EPA 谈判的热情依旧高涨。对欧盟而言，第一，在贸易保护主义潮
流抬头的现阶段，欧日 EPA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这一潮流，向世界展现欧盟维护自由贸
易秩序的积极形象。第二，欧日决定在 2017 年 7 月就 EPA 达成基本协议，是为了赶在英国
脱欧谈判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前，欧盟认为这有利于欧盟在未来的英国脱欧谈判中取得有利地
位。1同时，欧盟希望不要继续过分倚重中欧贸易和投资关系，谋求欧盟在亚洲的经济机会
和增长来源多样化。第四，欧盟希望通过建立 EPA 等新一代经贸合作网络，在经济规则的
设置中掌控主导权，并迫使中国就范，成为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相比欧盟，日本推动 EPA 谈判的意愿主要基于经济因素之外的多重考虑。第一，在日
本看来，欧债危机期间，中国积极援助欧洲，与欧洲走近，一旦欧债危机缓解，经济恢复，
中国将首先获益，并有可能在军事合作上与欧盟取得新的进展。此外，在中国积极推动的“一
带一路”倡议中欧盟成员国可谓是重要的对象，这使得日本更加疑虑重重。因此，安倍内阁
希望藉此牵制中国在欧盟扩大影响，保持日本对欧盟的影响力。2第二，在美国退出 TPP 的
背景下，日本正积极推动其余国家进行谈判，并于 2017 年 11 月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 TPP。
但 11 国内部疑虑重重3，日本认为欧日在 2017 年 7 月达成基本协议，将成为推动 TPP 谈判
取得积极进展的强有力筹码。第三，中日两国在中日韩 FTA 和 RCEP 谈判中围绕商品的自
由化率问题争执不下，中国强调应根据各谈判国的具体国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实现高
自由化率，主张可以先签署协议，日后再分阶段地进行升级版的谈判。但日本执意要毕其功

1

「欧日 EPA、来月大枠合意へ詰め

保護主義に対抗」、『日本経済新聞』、2017 年 6

月 9 日。
2

张晓通、刘振宁、卢迅、张平：“欧日自由贸易区谈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欧洲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27 页；Yusuke Anami, Bonji Ohara and Tomoki Kamo, “Handle China’s
maritime assertiveness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DIPLOMACY, Vol. 39, Sep. 2016, pp.
18-19.
3

在日本的竭力推动下，11 国最终于 2017 年 11 月基本同意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且

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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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役，主张立即打造综合性高水平的 FTA。显然，欧日 EPA 可以被日本引为奥援，以拉
拢更多的谈判国支持日本的主张。1
与此同时，在欧日与中国双边贸易层面，中国日益成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原有
的日欧贸易的重要性被日中、中欧贸易所取代。中国也成为欧日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据
商务部统计，2016 年中欧贸易总额为 5657.83 亿美元，其中欧盟对华出口 1861.59 亿美元，
占欧盟出口总额的 9.6%，中国对欧盟出口 3796.24 亿美元，占欧盟进口总额的 20.1%，中国
为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相比之下，2016 年欧日贸易总额为 1368.59
亿美元，其中欧盟对日出口 633.21 亿美元，占欧盟出口总额的 3.3%，日本对欧盟出口 735.38
亿美元，占欧盟进口总额的 3.9%，日本是欧盟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在全
球垂直型产业链中，欧日属于高端，中国属于中低端，这种互补性结构导致中国出口产品与
日、欧出口产品的出口相似指数（ESI）很高。现阶段，中、欧产品在日本市场相似度为 66
（指数取值范围为 0-100，数值越大意味着市场相似度越高），中、日产品在欧洲市场相似
度为 58。3虽然整个流程的很大部分实际上在欧日的一些跨国企业内进行，但从贸易统计角
度而言，说日本原有的位置逐渐被中国取代并不为过。4另一方面，中日贸易虽然近年来一
直处于下滑状态，但从绝对量而言，仍不容小觑。2016 年中日贸易总额为 2705.02 亿美元，
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日本对华出口 1138.94 亿美元，占日出口总额的 17.7%，
中国对日出口 1566.08 亿美元，占日进口总额的 25.8%，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
大进口来源地。5另外，欧盟与日本在对方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虽然从绝对
值来说，欧日 EPA 是世界上规模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自由贸易协定，GDP
占世界的 27.8%，贸易总额占世界的 35.8%，对推动欧盟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6同时不可否
认，一旦欧日 EPA 建成而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其金额
最低也将超过 250 亿美元，并迫使大量中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欧日自贸区内进行。7但
欧盟与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都不断下降，日本自 2010 年被中国赶超后，不再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前两位的美国和中国差距逐渐拉大。而欧盟也是刚刚迈出 2009 年以
来的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低迷,因此双方经济联系的相对弱化能否通过 EPA 协定得以弥补还
1

「首相、欧日 EPA『早期に大枠合意を』」、『日本経済新聞』、2017 年 6 月 20 日。

2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3884；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3885,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3

张晓通、刘振宁、卢迅、张平：“欧日自由贸易区谈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欧洲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31 页。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Japan”,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 docs/2006/
september/tradoc_113403.pdf; http://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60425/1022423517.shtml;
http://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60425/1029416600.shtml; http://www.qufair.com/ news/
2016/04/26/ 2438.shtml; http://www.euinjapan.jp/relations/trade/,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4

5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2726；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2727,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6

「欧日 EPA 世界貿易額、3 分の 1 カバー」、『日本経済新聞』、2017 年 6 月 14 日。

7

张晓通、刘振宁、卢迅、张平：“欧日自由贸易区谈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欧洲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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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观察。
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欧日都积极在双边经济领域与中国深化合作。鉴于
中国对内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积极推动 RCEP、中日韩 FTA 及中欧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新型国际区域合作平台的建设，这种内外网络叠加效应
将大大提升中国的因应能力。进一步地，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四大引擎之一，当前中国
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超过 30%，稳居世界第一。一个拥有 13.8 亿人口的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这是任何国家均要竭力争取的对象，日本、欧
盟也概莫能外。尽管安倍内阁在政治领域处处针对中国，但在经济领域，安倍本人也强调说
“日中经贸关系紧密，‘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12017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在德国汉堡会见安倍时，他更是明确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深化
2

经贸、金融、旅游等合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

而欧盟也将自己视为中国改革的合作伙伴，强调欧盟的繁荣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
关，欧盟经济与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有互补性，如创新、服务、绿色增长和统筹城乡
发展等，因此支持中国向更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模式的过渡符合欧盟的利益。诚如
中国学者程卫东所指出的那样：“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实质性地推动了中欧经济、社会与技
术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中欧技术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为
3

欧洲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市场，对欧洲经济稳定与就业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欧日基于相同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希冀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对华形成一种
制约的合力。这种意图在日欧经贸合作领域呈现的特征是，一方面面对对华贸易中存在的巨
大逆差，欧日均有意向在多边层面利用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对华贸易的逆差，并构筑
美欧日主导的未来世界经贸规则，意图迫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就范，成为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但另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欧日谁也不得不重视中国 13.8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诱惑和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双方各自在双边层面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换言之，欧日多
边层面意图用经贸新规制制衡中国的同时，也在双边层面使尽浑身解数如何能够从中国发展
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经济红利。

四

欧日深化安全合作的分歧

近年来，欧日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合作越来越为双方所关注，2011 年欧日峰会确定的双
方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合作计划中，东亚、中东等地区安全局势成了其重点关注的合作领域
之一。4日本除了密集地打出“共同意识形态牌”，以各种形式提醒欧盟要关注东亚地区的
安全局势外，还不遗余力地推销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将这些安全议题与欧盟正在进
行的 SPA 的谈判或明或暗地联系起来。欧日在东亚的安全合作专注点也逐渐集中到了双方
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上来，但是因为地缘因素和国际行为体角色定位的不同，欧日在东亚

1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13 年新年特別号、131 頁。

2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8 日。

3

程卫东：“中欧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认知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9 期，

第 21 页。
European Commission, “Factsheet on the 20th EU-Japan Summit in Brussels”, 28 May 2011,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MEMO/11/356,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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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合作在不同问题上产生了立场与行动的差异，这导致双方在东亚安全合作具体诉求与欧
日间价值观合作之间出现了分歧。
从欧盟角度而言，欧盟对自身的外交定位是希望作为“规范性”和“非军事”的力量对
国际事务发挥更大作用，2016 年欧盟出台的《全球战略》文件中强调了亚洲地区的重要性，
并指出欧洲繁荣与亚洲安全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认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欧洲繁荣的先决
条件。欧盟会深化与日本、印度和东盟的经济外交关系，对包括朝鲜半岛、海洋、反恐在内
的安全事务做出贡献”。1欧盟对东亚地区的局势，尤其是南海、东海及朝鲜半岛的突发性
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崛起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带来的东亚战略格局的演变愈加关切。
在欧盟眼中，东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和对抗正日益加剧，而多边主义和区域一体化应是化解冲
突的重要机制。2早在 2012 年 6 月，欧盟理事会修订通过了“欧盟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准则”
，
重申多边主义对东亚区域安全的重要性，并指出欧盟在促进该区域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可能发
挥的作用，还强调欧盟应向东亚各国分享自身在战后和解方面的成功经验，以有效推动东亚
的多边主义和区域一体化。3随着欧盟对东亚安全态度的逐渐重视，欧盟认为日本作为亚太
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又与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主观上也有意联合日本来强化自身对国际
安全格局和东亚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欧日安全合作近几年内也在继续加强。4近年来欧日首
脑峰会上，欧盟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希望自身“能成为更有效的安全提供者”。52014 年 5
月 7 日，时任欧盟理事会主席的范龙佩也利用第 22 次欧日首脑峰会的场合，向安倍明言：
“欧盟愿意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加实质性的贡献，也愿意更加密切地介入该地区
的地区架构之中”。6欧盟的亚太战略或者说欧盟东向政策是其平衡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太平
洋伙伴关系的客观需要，欧盟与亚洲新伙伴的关系建设问题也在欧盟 2016 年发布的《全球
战略》文件中占有相当篇幅。
冷战后欧日达成政治合作的目标是为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其中涵盖所谓“特
定的地区局势”，虽然当时并未有特别指向，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被关注度也日益上
升。日本对自身外交的定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有力维护者。在日本的安全战略设计中，美日
同盟是维持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明言对中国崛起及在东海、南海的一系列活动深感忧
7

虑。 欧日立场与行动差异可以从双方在东亚安全合作的三个态势中具体体现。
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http://eeas.europa.eu/
top_stories/pdf/ eugs_review_web.p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2
M. Von Hein, “Opinion: Dangerous escalation over disputed islands”, DW, 2013, http://www.dw.de/
1

opinion-dangerous-escalation-over-disputed-islands/a-17258366,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3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Guidelines on the EU’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12 June 2012, Brussels.
4
Cassarini N, “The securitisation of EU–Asi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Christiansen
T, Kirchner E, Murray P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U–Asia relations”, Palgrave:
Basingstoke, 2013, pp. 181-197.
5
“22nd EU-Japan Summit Joint Press Statement”, http://www.euinjapan.jp/en/ resources/
news-from-the-eu/news2014/20140507/210016/,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6
“Press Remarks b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Herman Van Rompuy following the 22nd
EU-Japan Summit”, Brussels, EUCO 102/14, PRESSE 275, PRPCE 92, May 7, 2014.
7

蔡亮：“‘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日本学刊》2017

年第 4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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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与俄罗斯、韩国和中国均存在领土争议，日方希望在上述领域得到欧盟的声
援，如在东海的领土争端与海洋争端中，欧盟的立场是尽量不选边站。态度上有模糊有清晰，
清晰的部分体现在欧盟最常见的反应是敦促所有有关各方采取步骤平静局势，并在联合国相
关法律公约的框架内寻求和平解决。模糊的部分是，当日本竭力争取欧盟及欧盟成员国在东
海的领土争端与海洋争端中支持日本立场时，欧盟和几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均不做正面表
态。特别是欧盟仍要以务实方式和中国接触，抓住加强对华关系的新机遇，因而对于东亚局
势倾向于采取“不选边”的政策，尤其是竭力避免被迫在中日之间做出抉择。1欧日在 2015
年 5 月 29 日举行的第 23 次欧日首脑峰会中也共同表示，任何各方关于海洋权益的主张应按
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欧日将持续关注东海及南海局势，反
2

对可能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 可以说欧日就东亚安全局势的合作主要体现
为在国际舆论上的互为奥援，但是欧盟措辞比起日本来仍然非常谨慎。
第二，日本在关心的所谓“航行自由“问题上，将价值观与安全问题挂钩，刻意通过凸
显其与欧盟之间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藉此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旁敲侧击地提醒欧
盟认识到南海问题是对东亚安全格局构成直接威胁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 2017 年 5
月 27 日，安倍借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 G7 峰会之机，主导了海洋安全保障议题的讨论，对
南海的局势表示担忧，“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
的做法”，并鼓动 G7 其他国家与日本步调一致要求各方“尊重围绕南海争端的国际仲裁”。
3

更严重的是，日本将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行动解读为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4如 2016

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在安全保障领域已经造成了包含日本在
内的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忧虑。5日本反应之激烈甚至超过南海的一些岛屿声索国。其
逻辑是激烈的反应并非仅是为了日本本国利益，更为凸显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有力维护者和
安倍大力倡导“积极和平主义”的正义性。当然，日本做如此解读也为了能够更好地得到国
际社会的声援。如为了更好地唤醒欧洲各国的共鸣，共同强化对华制衡，日本十分积极地利
用各种场合向欧盟及其成员国宣传中国在南海、东海的行为如同俄罗斯处理克里米亚问题一
样，都是一种意图通过军事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6
但需要强调的是，欧盟虽然也担忧南海、东海的局势，强调中国应遵守海牙仲裁裁庭的
7

仲裁裁结果。 然而相比日本强调的意识形态视角，欧盟更注重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欧盟亚洲

R. Korteweg, “Will Europe scratch Japan’s back?” June/July 2014,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4/rk_final_piece-9021.p
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2
“ 23rd Japan-EU Summit Joint Press Statement”, http://www.euinjapan.jp/en/ resources/
news-from-the-eu/news2015/20150529/194003/,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1

3

日本外務省『G7 タオルミーナ首脳コミュニケ』、2017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60045.p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4
Yusuke Anami, Bonji Ohara and Tomoki Kamo, “Handle China’s maritime assertiveness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DIPLOMACY, Vol. 39, Sep. 2016, p. 19.
5

日本防衛省『平成 28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pdf/28010201.pdf,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6
Yusuke Anami, Bonji Ohara and Tomoki Kamo, “Handle China’s maritime assertiveness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DIPLOMACY, Vol. 39, Sep. 2016, p. 18.
7
EEAS, Declaration by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n behalf of the EU on the Award render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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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影响，欧盟的立场是希望局势能够趋稳，因此希冀对分歧能够进行建设性管控，并避
免过分刺激中国。因此措辞并不像日本那样严厉和偏颇，如欧盟虽然也声称，中国不应“采
取可能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但另一方面又呼吁“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南海
宣示主权时均应该遵守国际法”。在行动上，欧盟也不像日本那样急于构筑“对华包围圈”，
而是用建设性的口吻希望中国“对该地区的稳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并强调“（中国）应
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是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

以及和东盟迅速完成有关‘行为准则’的谈判”。 欧盟不像日本那样将全部责任推到中国
身上，而是呼吁南海所有声索国应致力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维护有关海域和
海洋的法律秩序，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等。相比日本一味谴责中国，虽然欧盟在南海问题上
对于日本的一些诉求予以配合，但从其言语中很容易看出彼此的差别。从这一角度而言，欧
日在该领域合作中态度的“温差”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日本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不安，将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视为影响东亚安全与稳
定的因素之一，并持续游说欧盟维持禁运。相比欧日就东亚安全局势的合作更多体现为“说”，
欧日在欧盟是否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的合作则主要展现了一个从说到做的过程，即从日
本不断游说欧盟说“不”到欧盟从行动上对华说“不”。对华众所周知，欧对华武器禁运问
题从 1989 年以来一直是中欧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中国为此屡次要求欧能够早日解除对
华武器禁运。而在该问题上，欧洲各国态度存在差异，并不像美国那般决绝，因此对华武器
禁运的立场一度松动。为此，日本一方面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欧盟及其各成员国施压，阻止
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另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外相、防卫厅长官（2007 年后称防卫相）、
内阁官房长官乃至众参两院的议员只要有机会与欧盟或其成员国的领导人会晤便会提出反
对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要求。如 2005 年 5 月，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访日时，时任日本首
相的小泉纯一郎深知希拉克因对华友善，一直是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推动力量，因此在会晤
中明确表示“日本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而安倍本人更是历届首相中对此事最
为积极者，他只要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谈及欧中关系，每次均会不遗余力地游说对方
继续维持对华武器禁运。
总之，欧日基于相同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希冀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对东亚安全形势形
成一种制约的合力，且专注点也逐渐集中到了双方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上来，但这种意图
在安全合作领域却很难达成立场和行动的一致：首先，在东海的领土争端与海洋争端中，欧
盟的立场是尽量不选边站；其次，在南海安全局势上，欧日虽然在认识上达成一致，通过国
际舆论对华施压，相比日本强调的意识形态视角，欧盟更注重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欧盟利益的
影响，欧盟的立场是各方对分歧能够进行建设性管控，同时对中国怀有“建设性”期待，因
此措辞并不像日本那样严厉和偏颇；最后，欧盟对华武器禁运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日本
则是为了对东亚安全局势进行干预，欧日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不同。所以，欧日在价值观
层面可能存在的共同点，仍然掩盖不了双方在东亚安全合作具体诉求上的分歧。

the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
delegations/vietnam/press_corner/all_news/news/2016/20160715_en.htm,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1
“Declaration by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n behalf of the EU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 2016/03/ 11-hrdeclaration -on-bealf -of-eu-recent-developments-south-china-sea/,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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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冷战结束后，欧日关系的基本定位是双方认可彼此是坚持所谓“普世价值”的战略性伙
伴，欧日认为双方在自由、民主主义、法制社会等方面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尽管在地理上相
隔万里，但却是“天然”的战略性伙伴。而这一共识可以说奠定了欧日推进国际合作的最重
要基础。欧日合作逐渐形成基于价值观合作为主体，安全及经济合作为两翼的“一体两翼”
新合作模式。
但是基于这一合作模式的欧日战略双轨协议达成后是否能保证双方战略合作实质性推
进，笔者在这一点上是存疑的。首先，双方在双轨谈判进程中就存在不同侧重，在双方长达
十几轮的艰难谈判进程中，欧盟的关注点着重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则更关注战略安
全层面的双边合作，更多聚焦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其次，欧日双边经济伙伴关系的
重要性相比冷战时期大幅下降，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欧日双方在对方经贸合
作中的位次是呈现下降趋势的。继而，欧日双方在安全领域合作动力不足，基于地缘政治等
因素影响，相比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远在亚欧大陆另一侧的欧盟显然对该议题的反应剧烈度
不如日本。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欧日口口声声地强调双方绝不能因为彼此对华存在巨大的商业利益
而不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但它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与客观世界并不吻合，因为人
类社会始终处于不同族群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多元性共生共存的状态，世界上并不存在适
合于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与价值理念，而罔顾这一事实，执意用“普
世价值”划线的做法多半是想竭力掩盖背后基于安全或经济等种种考量。其虚伪性不言而喻。
欧日这种针对中国的合作势必给中欧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基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日
益增强和欧日彼此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现阶段欧日联手制约中国的合作更
多地停留在“说”的层面，而在“做”的层面仍面临诸多限制，虽然欧日战略合作会日益紧
密，但是双方以价值观合作为基础来制衡中国的的战略目的还难以实现。

简讯
＊ 1 月 18 日下午，学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在国研院亚太厅合作举
办“‘新时代’下的中英关系”研讨会。与会者围绕英国脱欧谈判走向及脱欧后英国的全球
定位、“新时代”中英关系的新定位与新机遇、伦敦与上海之间的国际城市合作机遇等问题
进行了交流讨论。

欧洲动态 （2018 年 1 月 1 日—31 日）
中欧关系
马克龙访华（综合中国网、外交部网等消息）
1月8日至10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马克龙在访华前夕接受了中国网独家专访，就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反恐、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问题做了详细解答。马克龙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到亚洲的第一次，可以说是头等大事。中法关系具有文明意义，因为法
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虽迥然不同，却都体现了共同的全球视野；两个国家虽相距遥远，却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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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相识相知。我希望这次访问能够使我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入二十一世纪，使其与
我们两国的现状相适应，能够让我们共同坚决应对当前的挑战：即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阴影下
的和平与稳定，环境保护气候治理，世界各国及民间的自由贸易。
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指出，新年伊
始，马克龙总统首次访问亚洲就来到中国，体现着你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新时代，我们
要继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坚持走正确的道路，迈向中法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马克龙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十分重要，法国愿积极参与。法方也愿同中方一道，为应对气候变
化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作出贡献。
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推动新时期中法关系更好
更快发展，双方要开展密切、深入的沟通交流。要发挥好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作
用。要切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确保中法关系始终沿着正确道路
稳步发展。双方要继续推动“中国制造2025”同法国“未来工业”计划全方位对接，加强创
新合作，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新机遇，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务实合作，共同促进亚欧大陆
繁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共同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
架下合作，携手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马克龙表示，法方重视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增进两国合作，认为这极具战略意义。当前，欧盟正面临新的发展，法国愿
积极推动欧中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
首次会议的企业家代表并分别致辞。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台山核电站欧洲先进压水堆全球
首堆工程命名揭牌仪式，见证了两国成立中法企业家委员会谅解备忘录以及国家公园体制建
设、核能、空间技术、人才交流、环保、金融、卫生、航空、农业、养老、文化、教育、商
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9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李克强指出，中
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相信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
更多合作机遇。欢迎法方扩大对华投资和优质产品对华出口，也希望法方进一步放宽高技术
产品对华出口。两国要加强核能、航空、农业等领域合作；要创新合作方式，扩大第三方市
场合作；还要开拓合作领域，加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合作。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法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中法
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全面阐述了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和双边关系的共同看法。双方同
意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政治、经贸、人文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充分体现了
中法关系的全面性和战略性，为新时期中法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他


中国网1月2日，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莫斯科接受《华尔街日

报》采访时表示，法国希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增进贸易往来，减轻与美国及英国贸易关系日趋
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在1月首次访华和5月出席圣彼得堡国际金融论坛
期间推动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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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月3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1月1日报道，法国经济部长勒

梅尔认为，尽管制裁犹存，但巴黎与莫斯科仍宜发展贸易关系，法俄两国应当与之加强合作
的另一贸易伙伴当属中国，“我们正从泛大西洋关系居于绝对主宰地位向更加均衡的世界过
渡，北京能够逐步消弭与美关系中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法国欲打造从欧洲经莫斯科延伸至
北京的‘贸易轴心’”。


环球时报1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5日称，德国经济部确认，正审查中国公司

对德国航空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制造商 Cotesa 的收购案。据报道，Cotesa 是一家德国高
科技企业，此前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的一家子公司签署了收购协议，收购价在1亿至2亿欧元
之间。德国经济部一名发言人确认，该部正在调查这项交易，“以确认其是否符合德国的对
外贸易法”，德国经济部的介入使得该交易搁置。根据德国2017年7月修订的《对外贸易条
例》，欧盟以外的企业收购德企超过25%的股份时，若交易对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德国政府有权叫停交易。多家德媒认为，德国的一系列做法是为阻止像中企收购德国机器人
制造商库卡类似的收购案再次发生。


外交部网站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北欧和波罗的

海国家议会领导人。芬兰议长洛赫拉、挪威议长托马森、冰岛议长西格富松、爱沙尼亚议长
内斯托尔、拉脱维亚议长穆尔涅采、立陶宛议长普兰茨凯蒂斯、瑞典第一副议长芬内等参加
会见。习近平说，此次各国议会领导人联合访华，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体同中国开展高
层交往的一种新形式，标志着双方政治互信和各领域交流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我对
此表示欢迎。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双边关系，
推进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区域合作，不仅符合我们各自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推进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拓
展务实合作领域和渠道，特别是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共享亚欧大陆互联
互通带来的发展红利。


新华社1月11日，芬兰交通与信息部宣布，根据新修订的《芬兰驾驶执照法》，

自2018年2月1日起中国驾照可以在除奥兰岛外的芬兰所有地区使用。外国游客所持驾照的文
字部分需附上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英语、德语或法语的翻译件。


央视新闻1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习近平

赞赏卡梅伦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推动中英关系发展的远见卓识和作出的努力，还指出梅首相就
任以来，继续坚持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大方向，中英关系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中方愿
继续同英方加强沟通、交流、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把“黄金时代”的蓝图转化为更多“黄金成果”，推动两国关系长期
稳定发展。


欧洲时报1月13日，作为全球最大的气候变化项目贷款机构，欧洲投资银行12

日在北京宣布贷款1.62亿欧元，支持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煤改气”节能项目，并与
中方代表举行项目签字仪式。


金融时报1月15日，德国央行理事安德烈亚斯•多姆布雷特（Andreas Dombret）

在香港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证实了德国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计划。此举
将提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欧洲央行已经把人民币列为该行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
已批准从2016年起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金融时报1月17日，中国从本月起开始实施禁止进口包括未经分拣的废纸、废塑

料在内的24种固体废物的规定。根据中国废塑料协会（CSPA）的数据，2016年中国进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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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万吨塑料废物，占当年全球废塑料出口的一半以上。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
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仅英国就向中国输送了270万吨塑料废物。英国官员承认，没
有其他市场能够接收如此巨大数量的废塑料。另据环球网1月8日消息，德国运往中国的垃圾
主要是塑料，每年达80万吨，约占德国塑料垃圾的1/7。现在中国对外来垃圾说不，这给德
国带来巨大问题。德国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


新华社1月18日，装载着来自中国的雄性大熊猫“华豹”和雌性大熊猫“金宝宝”

的专机18日顺利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万塔国际机场，芬方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为了迎接大熊猫的到来，艾赫泰里动物园建造了占地约1万平方米的大熊猫馆。


央视网1月25日，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

特雷莎·梅将于1月31日至2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


金融时报1月29日，据英国官员透露，随着英中两国围绕北京方面的“一带一路”

倡议紧张升级，10亿美元的英中投资基金在启动方面遇到困难。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政府支
持的这只英中基金担任领导角色，该基金是他的朋友和保守党捐助者查德灵顿勋爵（Lord
Chadlington）发起的项目，作为促进两国经济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卡梅伦的办公室否认
该基金遇到了问题，表示“新基金引起了非常大的兴趣”，“戴维•卡梅伦本月早些时候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基金事宜，并已在中国和英国争取到了强有力的基石合作伙伴，
包括渣打银行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参与和支持。我们会尽快公布进一步的细节。”


中新社1月29日，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29日在北京介绍，本月31日至2月2日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第二次将访华。英方将重点从三个领域拓展与中方合作：首先，推动英中经
贸往来持续加强。第二，英方愿与中方共同构建21世纪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三，英方
愿与中方加强国际事务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吴百纳指出，英方期待在三个领域发挥优势，
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少英国公司已表示希望能与中方合作，
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是金融合作。“一带一路”涉及的重大项目
建设需要金融、法律等领域的支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丰富的经验和人才，可加盟助
力“一带一路”项目设计。第三是国际多边组织合作。吴百纳指出，英国在国际和多边组织
中合作经验丰富，将有助于“一带一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吴百纳说，
“随着两国关系‘黄金时代’的深化加强，合作将不断拓展和深化”，“梅此访将带来更富
雄心的合作计划”。


环球网1月30日，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马赫尼希近日向《星期日世界报》表示，

欧盟有必要在今年之内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以有效遏制中方的收购热潮，减少科技和专业知
识外流。德国已经联手法国和意大利，共同起草了一份相关的立法草案，该草案已递交国会
审议。《星期日世界报》称，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此番讲话的背景是，审计咨询公司安永几
天前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企业2017年在整个欧洲的总投资金额为576亿美元，比2016年减
少约1/3，但中资收购或参股德国企业54家，从数量上少于2016年创纪录的68家，但投资总
金额却创纪录，高达137亿美元。另据《世界报》称，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28日在罗马呼吁
意大利应该参与进来，帮助欧盟形成有效机制，保护欧盟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

欧洲政治外交


欧洲时报网1月11日报道，欧盟委员京特·奥廷格10日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公

民可能会在几年内缴纳塑料以及合成材料税。这项税收将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并作为欧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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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来源。这项有助于欧盟未来财政收入的“塑料税”必须经过欧盟所有成员国的一致通
过，该提案是否能通过，现在还存在很大疑问。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停止进口塑料垃
圾，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了。


中新社1月11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退出伊核协议之际，欧洲再度与之拉开

距离。11日欧盟及法、德、英三国与伊朗举行“五方会谈”，明确表态将恪守承诺，继续履
行伊核协议。“五方会谈”后，莫盖里尼与英、法、德外长共见记者，就伊核协议发表声明。
莫盖里尼强调，当前欧盟28个成员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监督
下，伊朗遵守了协议条款，伊核协议卓有成效，因此各方应继续全面有效履行协议。莫盖里
尼称，伊核问题事关欧洲安全和战略利益。在全球面临核威胁之际，欧盟将恪守对伊朗的承
诺，解除相关制裁，改善对伊经贸关系以惠及伊朗人民。


新华社1月14日，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就组阁问题展开的试探性对话日前达

成原则一致，德国组阁迈出重要一步。而令法国和欧盟感到振奋的是，除了德国组阁有望外，
两党在欧洲政策上还达成重要共识——德国应与法国紧密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在12
日公布的试探性对话政策文件中，两党强调欧盟在剧烈变化的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两党支
持欧元区结构性改革，希望将“欧洲稳定机制”发展成“欧洲货币基金”，强调欧洲的全球
责任，明确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文件还强调欧盟国家应加强安全与防务政策合作，并
表示欧盟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领导者角色。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德国两党能组阁
成功，“德法轴心”或将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欧洲一体化大有裨益。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对两党的试探性对话表示满意，认为对话积极，成果意义重大，有建设性和
前瞻性。


中金网1月16日，欧盟对于英国脱欧后过渡协议所持的立场开始变得更为强硬，

要求英国在脱欧后近两年时间内在对外贸易、捕鱼权等方面遵守更为严格的条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17日报道称，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盖里尼16日警告伦敦

道，在脱离欧盟还没有生效前，英国绝不能和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莫盖里尼表示，当成
员国还是欧盟一员时，不得与第三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谈判，这在欧盟条约中有明文规定。


新华社1月1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16日喊话：如果英国就“脱欧”

一事回心转意，那么欧洲联盟对英国“心依旧敞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当天对图斯克的
话表示赞同。图斯克一方面表达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另一方面强调“脱欧”谈判不能迟滞。
他16日呼吁英国方面澄清自身立场，以便谈判继续推进。


中新网1月17日，据外媒报道，德国近年来一直提供“返乡费”，鼓励未获庇护

的难民及移民返乡，上月德国政府加码推动此政策，引发批评。欧洲各国都有这种“返乡费”，
而且价码不同，目前最高的是瑞典，约合38000美元；西班牙及英国给的返乡费居次，芬兰
排第三。目前最低的是葡萄牙。欧盟去年曾警告，各国返乡费差异大，可能让部分移民前往
最慷慨的国家拿钱走人。


新华社1月21日，央视新闻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21日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法德合作，推动欧盟内部向更团结的方向发展。法国总统府
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适逢法德签署《爱丽舍宫条约》55周年之际，为深化法德合作，马克
龙和默克尔19日在巴黎会晤时就今年制订新的《爱丽舍宫条约》达成一致。双方发表的联合
声明说，法德双方将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应对未来经济挑战、推动两国社会和民众交流、
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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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1月26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

在为期两天的第十届欧洲空间政策会议上说，欧盟在空间领域的预算排名世界第二，并将继
续在该领域进行投资。她还指出，空间领域对欧盟的安全与防御至关重要。与会的欧盟机构
决策者一致认为，欧盟应当继续对空间领域进行投资，加强竞争力。


央视新闻客户端1月30日，欧盟总务委员会2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欧盟各成

员国代表同意，在英国脱欧之后给予英国将近两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将持续到2020年12月31
日。在此期间，英国可以进入欧盟单一市场，但没有任何决策权。


国际在线1月31日，欧盟委员会环境、海事和渔业委员卡尔梅努·韦拉1月30日

表示，如果英国、法国和德国等9个成员国不能在下周末之前提交有效改进空气质量的方案，
将被起诉到欧洲法院，并有可能被处以重罚。当天，欧盟委员会召集英国、法国、德国、西
班牙、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捷克等9个成员国负责环境事务的官员，举
行了部长级环保特别会议，共同研讨解决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欧盟提供的资料显示，
这9个国家多年来未能遵守欧盟有关空气质量的相关规定，氮氧化合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的
排放量均超出欧盟的标准。


央视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指责

欧盟贸易政策不公平，并暗示有可能进行贸易报复。对此，欧盟方面29号回应称，如果美国
对欧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欧盟将会迅速进行应对。欧盟发言人斯基纳斯29号在记者会上表
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出口设限，欧盟将立即报复。欧盟还敦促特朗普放弃贸易问题上
的“零和思维”。

德国


中国新闻网1月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致辞中，希望能够

尽快完成组建新政府的任务，并且呼吁“更多的互相尊重”。默克尔表示自己深感责任重大，
"时不我待"。不过与去年的新年讲话相比，这次她没有谈及恐怖主义问题。


中国新闻网1月3日，德国联邦统计局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017年就业

人数约为4430万人，较上一年增长1.5%。这意味着德国就业总人数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
高记录。德国联邦统计局分析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其国内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得到了提升，加
之外国劳动者不断进入德国就业市场，这两项因素抵消了人口老龄化等负面因素对就业数据
的影响。


香港“东网”1月4日，最新的调查显示，德国公务员空缺多达18万个，并且随

着未来愈来愈多人退休，公务员空缺情况有恶化之虞，或增至数十万个。


人民日报1月4日，1月1日起，德国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法案《网络执行法》

正式施行。根据该法案，对虚假新闻、仇恨言论等违法内容处理不力、不当的社交网络平台，
将被处以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金。


中国新闻网1月5日，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德国选民对于联盟党与

社民党或将延续上届政府采取的大联合政府组阁模式感到不满。


新华社/法新社1月6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6日在德国西部戈斯拉尔会见了土耳

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双方表示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这是德土两国为缓和双边关系所做的
又一次努力。


环球网1月8日，当地时间1月7日，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进行了关于组建“大联

盟”政府的第一轮试探性谈判。谈判结束后，社民党总书记拉尔斯·克林拜尔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高度评价此次谈判，称这次谈判“重大、极具建设性且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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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1月10日，德国参加试探性组阁谈判的高官8日说，谈判各方对未来政策

走向多事未决，仅就一个环境议题达成一致，即先前政府设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看似不可
能实现，达标期限需要推延几年。


中新网1月12日,据外媒报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11日提醒参与联合政府组建

谈判的各方称，新政府的成立事关重大，他们对欧洲也负有责任。施泰因迈尔敦促双方尽快
达成协议。


环球时报1月13日，据德国《明镜》周刊12日报道，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的组阁

试探性谈判终于取得突破，达成初步组阁协议。从目前公布的28页的初步组阁协议文件来看，
谈判三方的确在许多争议问题上做出一定妥协：难民问题上，未来难民的家庭团聚签证将受
到严格限制，每月数量为1000人，每年进入德国的难民总数被限定在18万至22万之间。在外
交政策上，各方同意在欧洲及重大国际事务上与法国保持一致立场，增加欧盟预算等。德国
媒体认为，此次试探性谈判取得突破，为默克尔第四个总理任期扫除了最大障碍。但《斯图
加特日报》指出，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仍存在很大分歧。


参考消息网1月18日，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月16日报道，在2015年的难民潮高

峰期，89万人赴德避难。这一数字在2017年降至不足19万（18.66万人）。


环球网1月19日，德国联邦议会18日投票通过一项关于打击反犹太主义的议案，

其中包括设立“反犹太主义专员”一职。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对于联邦议会这一决议表示
欢迎。


环球网1月20日，据德国《时代周报》19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

贝特当日表示，联邦政府已停止对包括沙特阿拉伯及约旦在内的所有参与也门战争的国家的
武器出口。


中新社1月21日,德国社民党21日在波恩召开特别党代会，以362票(56.4%)的微

弱多数通过决议，将尽快与联盟党开启正式的组阁谈判。从而为德国告别大选后长达四个月
之久的"政府悬空"状态扫清了一项主要障碍。不过分析人士亦提醒，德国新政府组建面临的
不确定性仍未彻底消除。社民党还需要将组阁谈判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提交全党约44万名党
员进行表决。


环球网1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20日在欧洲数字界初创盛会——慕尼黑

DLD 大会上呼吁欧洲国家应加快发展数字化技术，努力占领市场，不在竞争中落后于中美
两国。


环球网1月24日，正值《爱丽舍条约》签署55周年之际，德法两国领导人22日向

两国议会提交课重新缔结新的《爱丽舍条约》的计划。但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反对联
邦政府这一计划，称默克尔与马克龙的协议远超1963年签署的友好条约(指《爱丽舍条约》)。
选择党认为，即使选择党支持德法关系友好，但反对“国家主权的又一次侵蚀”。


中新社1月26日,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26日当天举行了首轮组阁谈判。据悉，为

组建所谓的“大联盟政府”，联盟党和社民党将派出17个工作组围绕具体的议题展开谈判，
此外还有数个工作组将探讨新政府以及本届国会党团的工作模式。


环球时报1月31日，德国社民党过去一周经历了该党几十年来未见的“入党申请

潮”。德媒称，许多人选择此时申请加入社民党的“目的不纯”，是为了帮助社民党内“反
大联合政府”一派夺取话语权。根据社民党规章，组阁谈判后每一名党员都有权就是否接受
社民党与联盟党的联合执政协议投票。预计社民党在未来两个月内就会举行是否支持组阁协
议的投票。鉴于此，社民党高层29日临时作出决定：只有在今年2月6日下午6时前入党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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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才可以参加是否支持组建大联合政府的表决。晚于该时间点入党的人将因“技术原因”
而不被允许投票。社民党高层还提醒称，不应单纯为了表决而入党，一旦入党就要长期保持
党员身份。

法国


参考消息网1月2日，法媒称，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12月31日晚发表入主爱丽

舍宫以来首次新年贺词。马克龙表示，新的一年将继续改革，迎接“法兰西的复兴”。他还
说，需要重振欧洲雄风“应对中国、美国”。


新华网1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在总统府向媒体致新年祝福时说，法国政府

今年将向议会提交一项新法案，以打击在选举期间传播假新闻的行为。马克龙说，新法案将
要求所有受赞助播发的新闻报道提高透明度，比如需公布赞助人和相关媒体控制者的身份，
并限制此类新闻报道的赞助金额。马克龙说，今年法国将加强相关监管部门的权限，以打击
任何受外国影响或控制的电视频道搅乱法国局势的企图。


新华网1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4日在向驻法国的各国外交使团致新年祝福时

说，法国将继续努力寻求开启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政治解决方案。


环球网1月10日，据法国“欧洲时报”1月9日援引法新社报道，2017年向法国申

请政治避难的人数超过10万人，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仍不能与德国相比，德国2017年接纳
的人数接近20万人。


环球网1月12日，据日本《读卖新闻》1月12日报道，为提高探测布设在海底的

水雷的技术，日法两国政府拟自下一年度起，着手共同研究新型声呐。预计两国将于26 日
在东京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达成大致意向。这将是日法首次共同研
究防卫装备。


环球网1月16日，据法国“欧洲时报”1月15日报道，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当

地时间1月15日对经济界人士发表新年祝词，表示2017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将达到2%，
同时法国将加强数据储存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管控。


环球网1月18日，法国“欧洲时报”1月18日报道称，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

所(Insee)近日发布2017年法国人口统计数据，其中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法国总人口约
为6720万，比上一年度增长0.3%。


环球网1月19日，据韩联社1月19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18日

表示，总统文在寅于当天19时20分许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就加强合作共促平昌冬
奥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方案等交换意见。


中新社1月2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9日在该国土伦军港对军方发表新年致辞时

称，他将在任内“更新”法国军队的核威慑力量，包括互为补充的海基和空基核力量两大部
分。马克龙还重申从2018年起逐步增加国防预算的承诺，每年增幅为17亿欧元，从而能在2025
年达到北约设定的成员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环球网1月23日，据英国路透社1月23日报道，法国生态过渡部长古拉斯•于勒称，

由于2016年设立的减排目标没有达成，为实现其在巴黎气候协议中的承诺，法国将在年底之
前修改碳排放量目标。


参考消息网1月23日，据法新社1月21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21日谴责美国

总统特朗普将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称为“破烂国家”的言论。报道称，他认为美国总统引起
的争议在于“将个人反应和政治回应混为一谈”，“我认为，当你作为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的总统时，这样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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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月24日，日媒称，日本与法国将于26日在东京都内举行外长和防长

“2+2”会谈，就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基本达成一致。法国将成为
继美澳英之后第四个与日本签署 ACSA 的国家。据日本《产经新闻》1月23日报道，日法两
国政府对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日益“担忧”，希望通过 ACSA 加强防卫合作。


参考消息网1月25日，法媒称，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重塑过程再进一步，领

导层通过了新章程，同其父决裂的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在政党名称上仍保持谨慎。据
法新社1月23日报道，1月22日通过的政党组织新规取消了由国民阵线创建者让-马里·勒庞
担任的荣誉主席职位，国民阵线内部架构也被更名。这些新规章将使国民阵线在未来的选举
中“更具竞争力，得到更好组织”。新规章将在3月10日在里尔召开的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表决。


参考消息网1月25日，英媒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选择马克龙作为首位受邀对美

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月23日报道，此举被认为体现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将自己塑造成欧洲领袖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与一位饱受争议的美国领导
人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报道称，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马克龙在许多领域与特朗普
持对立立场。不过，他在对待特朗普时毫不掺假的尊敬态度解除了美国总统的戒心。

英国


环球时报1月4日，据英国《金融时报》3日报道，英国就加入 TPP 举行了非正

式协商，这是为了在脱欧后迅速启动出口进行的大胆尝试。《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一方案
是由英国国际贸易部提出，若最终达成，英国将成为首个既不挨着太平洋也不靠南海的 TPP
成员国。但对于是否应寻求加入 TPP，英国国内还有争议。工党批评英国政府对 TPP 的兴
趣，称英国应该把重点放在“离本土更近的地方”，尤其是英国与欧盟“关键的未来贸易安
排”。


环球网1月5日，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1月4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在与美

国国务卿蒂勒森的电话会谈中向后者表示，英国继续遵守伊朗核协议。


环球网1月8日，根据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的消息，英国情报部门开始回聘

此前裁员期间遭解雇的雇员，旨在加强反恐力度。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通信总部、英
国军六处及国家安全局等。


环球网1月12日，俄新社1月12日援引《每日邮报》消息称，据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决定取消其首次访英。做出该决定的原因是特朗普不满会晤的组织及其规格。另据英
国广播公司(BBC)1月12日报道，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我之所以取消伦敦之行，是因为
我不喜欢奥巴马政府把位置最好、最出色的驻伦敦使馆卖了个‘瓜枣钱’，仅为了花12亿美
元在别处建一个新的大使馆。这笔交易太差了。想让我去剪彩，才不呢!”


环球网1月15日，据俄罗斯卫星网1月14日报道，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当

日表示，他所领导的政党目前并不希望就英国脱欧问题进行二次公投，但支持英国议会进行
“一次有意义的投票”。


环球网1月18日，德国《时代周报》报道称，经过数周辩论，英国下议院以324

票赞成和29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关于离开欧盟的草案。这一草案为离开欧盟提
供了重要依据，但还需得到上议院通过。


环球网1月18日，据英国路透社18日报道，当地时间1月18日，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首脑会谈。路透社报道说，英法此次将达成深化安全合作的协议。
此举可能有助于梅在“脱欧”谈判中能赢得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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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1月22日，据美国大全新闻网1月21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在《星期日电讯报》上撰文表示，英国应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英国，因为英美两国关
系对于安全而言至关重要，并且也是英国“单一的最杰出的经济关系”。


参考消息网1月24日，据法新社1月22日报道，英国陆军参谋长尼克·卡特在一

次罕见的公开讲话中说，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能高枕无忧”。卡特在伦敦智库
皇家三军研究所对听众说：
“俄罗斯是我们自冷战以来所面临的最复杂、最强大的安全挑战。”
卡特说：“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习惯了‘可选择的战争’。但对于与俄罗斯
的冲突，我们可能没有选择。”他警告说，俄罗斯拥有英国难以匹敌的能力，而且能够以比
预期更快的速度发动战争行动。


环球网1月25日，据英国路透社1月25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日称，投资

者们应利用他们的经济响力迫使互联网公司承担更多责任，阻止激进分子和恋童癖者使用他
们的平台。特雷莎•梅将要求跨行业应对网络极端主义，其中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公司。


中新网1月27日，据外媒报道，近日，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呼吁温和脱欧，这会

使英国在2019年脱欧后尽可能与欧盟保持密切关系。哈蒙德呼吁达成可确保自由顺畅贸易和
“尽可能紧密的未来关系”的安排，以寻求舒缓投资者对于脱欧可能带来混乱的担忧。他呼
吁同欧盟达成量身定制的贸易协议。

其他


欧洲时报1月10日，波兰总统杜达9日在首都华沙任命了包括外交部长和国防部

长在内的9位内阁部长。这是总理莫拉维茨基去年12月11日宣誓就职以来首次改组政府。一
些分析人士认为，波兰政府希望通过更换外交、国防等关键部门部长的方式向欧盟示好，以
期获得与欧盟进一步对话的机会、缓解当前的紧张关系。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2015年10
月赢得议会选举后开始推行一系列司法改革，遭到欧盟批评和反对。欧盟委员会去年12月以
波兰司法改革“严重违反法治原则”为由，史无前例地建议欧盟理事会启动《里斯本条约》
第七条。该条款属于“惩罚条款”，若相关审查最终通过，波兰将遭受暂停表决权等惩罚。


环球网1月12日，据法国“欧洲时报”1月12日报道，“地中海7国”(Med 7)第

四次领导人会议于10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马
耳他和塞浦路斯7国政府首脑，围绕难民危机、欧元区经济、就业及今后两年欧洲国家的选
举前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地中海七国”是欧盟内部南欧国家的一个非正式磋商组织。但
这一组织的划分标准是以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亲缘关系来界定，因此并不毗邻地中海的葡萄
牙受到邀请，但地中海沿岸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并不包括在内。


新华社1月13日，捷克总统选举官方网站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月12日至13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没有总统候选人得票数过半，位居前两位的捷克现任总统泽曼和
捷克科学院前院长德拉霍什将于14天后参加第二轮投票，票多者将赢得总统宝座。总统任期
5年，可连任一届。泽曼现年73岁，曾任众议院主席、政府总理，在捷克农村和底层民众中
颇受欢迎。德拉霍什现年68岁，是捷克顶尖化学家，曾任捷克科学院院长，以独立身份参选
总统。


新华网1月28日，捷克共和国1月26日和27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现任总

统泽曼27日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对手捷克科学院前院长德拉霍什，赢得连任。


中新社1月29日，据芬兰官方消息，芬兰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在当地时间28

日举行的芬兰总统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成功连任总统。尼尼斯托在连任总统后说，对于
获得如此高的票数“非常惊喜”。他表示，在其任期内将努力工作，以不负民众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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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


新华社1月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8日在布鲁塞尔呼吁欧盟成员国从2020年起

向欧盟预算缴纳更多资金，以填补英国“脱欧”后留下的财政缺口。容克当天在欧盟委员会
内部智库欧洲政治战略中心举办的会议上说，应该提高27个成员国向欧盟预算缴纳其国民总
收入1%的上限，以便为有效实施欧盟政策提供充足资金。据统计，英国“脱欧”将导致欧
盟出现每年高达130亿欧元的预算缺口。此外，欧盟还需要新增开支以应对移民、气候变化
以及避免欧元区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等挑战。


新华网1月9日，德国联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调整后，去年11月德国

出口额环比大增4.1％，结束之前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的趋势，进口额环比增长2.3％。去年
前11个月，德国出口总额达到1.18万亿欧元。德国外贸协会预计，去年德国出口总额将比前
年增长约５％，达到创纪录的约1.3万亿欧元。


欧洲时报1月10日，据欧盟官方近期数据显示，2017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稳步下

降，创下九年来新低，而经济景气指数则创下17年来新高，这显示欧洲经济正在摆脱危机影
响、持续复苏。据欧洲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1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8.7%，但随后2
月份就跃升到9%，此后节节上升，直到2013年4-6月间达到创纪录的12.1%。从2016年9月开
始，失业率回落到10%以下，并从此稳步下降。2017年11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8.8%。尽管如
此，目前的失业率仍如高于2008年危机之前7.5%的水平。欧盟委员会预测2017年全年欧元
区的失业率为9.1%，2018年为8.5%，2019年则为7.9%。此外，25岁以下的失业率仍然高企，
欧元区平均值为18.2%。另据欧盟委员会1月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12月欧元区经济景
气指数达到116，比前一个月上升1.4点，这也是2000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欧元区主要
经济体中，法国的经济景气指数提升最大，达到2.3点，其次是德国（1.6点）和荷兰（0.7点）
。
在欧元区之外，整个欧盟经济景气指数也上升到115.9，其中英国方面指数大幅增加3.6点，
波兰也上升了1.2点。


中新社1月11日，德国联邦统计局11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同比，下同)2.2%。这一增速为2012年以来最高。德国经济至此已连
续八年保持正增长。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2017年2.2%的年增速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1.3%)
相比高出了近1个百分点。德国之声指出，由于欧洲央行实行零利率政策，储蓄缺乏吸引力，
人们对消费热情高涨，劳动市场亦形势大好。


新华网1月11日，法国海关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2017年前11个月累计达597亿欧元（１欧元约合1.2美元），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大商品贸易
逆差。分析人士认为，法国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经济上行带
动消费增长以及企业投资增长等因素导致法国进口增加。不过，由于全球经济持续回暖，今
年法国出口有望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法国央行预测，今年法国出口增速将达６％，未来几年
法国出口将保持平稳增长。


环球网1月16日，据法国《费加罗报》1月16日报道，法国财政和公共账目部当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17年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为67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300亿元)，达
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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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8日,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欧洲航天局局长韦尔纳17日在记者会上

宣布，2018年计划把4颗伽利略导航系统卫星送入轨道，届时伽利略项目的在轨卫星总数将
增加到26颗。


欧洲时报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22日在凡尔赛宫欢迎140位跨国企业领袖，

并发表演说提倡“法国制造”概念。丰田、谷歌、脸书等国际巨头相继宣布，将在法国作巨
额投资。此次跨国巨头集体访法，总计将为法国带来35亿欧元投资和2200个就业岗位。报道
称，曾任投资银行家的马克龙上任后对企业界展示友好姿态，试图通过劳动法规改革，激活
就业市场，带动经济增长。而大选之后，法国企业界的士气也有明显提升，2017年投资额显
著增加，有媒体称之为“马克龙效应”。


欧洲时报1月23日，法国公共账务部日前发表公告，披露2017年法国政府预算赤

字相比上一年减少13亿欧元，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记录。这一成果主要得益于
经济复苏带来的税收增加。按此趋势发展，法国达成遵守欧盟财政纪律目标的前景较为乐观。

国际综合
第48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综合中新社等消息）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1月23日至26日在瑞士高山小镇达沃斯举行。在为期4
天的会议日程中，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近3000位各界领袖参与了400余场讨论。世界经济
论坛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包括7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38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
3000名嘉宾将出席本次年会，参会人数为历年之最。其中，G7国家中，德国总理默克尔，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将出
席，成为历史上最多 G7元首出席的论坛。除政要外，达沃斯每年都吸引众多企业界精英。
据透露，今年共有1900多位企业领袖参会。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
主要围绕四大主题进行，一是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应对理念多样化、力量多极化的世
界；三是消除社会分歧；四是塑造灵活的技术治理制度。通过对上述主题的思辨与研讨，达
沃斯年会力求巩固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确保多方利益相关者通过包容性增长恢复社会契
约，同时缓解国家之间和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分化。
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世
界经济论坛上分别发表讲话，倡导多边主义，捍卫全球化进程。马克龙在演讲中，向与会者
介绍法国的改革进程，宣称“法国归来”；同时期待推动一种更加符合道义的全球化进程，
呼吁各国协调税收政策，应对跨国资本和利润的流动。他特别提出，各国应携手打造一个“新
的全球契约”，以对抗此前“导致世界下坠”的全球化模式。如果这一事业不能成功，那么
在10到15年内，极端主义可能会在各国相继获得胜利。默克尔在演讲中，针对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美国优先”的提法，坚决捍卫多边主义，称“保护主义不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
代表中国发言的刘鹤说，去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表著名演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倡议，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刘鹤强调，中国将
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大幅放开市场准入，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25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英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规则
体系，并认为应该继续加以推进，确保各方从中受益。特雷莎·梅在演讲中表示，英国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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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但将继续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离开欧盟后，英国将推动世贸组织谈判取
得进展，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新的双边贸易关系。
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为其“美国优先”政策辩护，称“美国优
先”并非“美国孤立”。他并主张与其盟友及合作伙伴在共同防务、反恐等多个方面加强合
作。特朗普在演讲中，继续大力向与会者“推销”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强调美国致力于
通过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等政策招揽境外投资者。同时，特朗普表达了对当前贸易体系的
不满。他说，美国将强化贸易法规，重塑贸易体系，准备与所有国家进行互惠双边贸易协定
谈判。“只要完全符合美国利益，我们将考虑和其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进
行单独或集体谈判。”

其他


中新社1月9日，1月9日10时，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

开始举行高级别会谈。这是自2015年12月韩朝副部长级会谈之后双方首次举行政府间会谈。
据韩联社报道，韩方代表团团长、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在会议开场发言中表示，良好的开
始是成功的一半，希望双方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展开对话。赵明均同时表示，
来自各国的贵客将来韩参加平昌冬奥会，尤其是朝鲜派代表团参加，将使得平昌冬奥会成为
一届和平的体育盛事。朝方代表团团长、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表示，希望
双方以认真诚实的态度对待本次会谈，为全民族献上新年厚礼。他说，朝鲜人民对两国对话
和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十分强烈，是人民的这种愿望促成了今天的会谈。


中新网1月11日，据泰国《民族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因“大米渎职案”在

逃的泰国前总理英拉目前居住在英国，并没有获得政治庇护。该人士称，英拉申请了一级企
业家签证，该签证允许持有者在英国停留3年零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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