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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S Signed a Referendum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Latv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 May the 28th, 2018, two Latvian scholars from the Latv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IIA)
visite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y are: Prof.Andris Spruds, the LIIA ’ s
Director, and Dr. 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 the Chief of its “New Silk Road” Program. Prof.
Andris and Dr. Una exchanged ideas and opinions with Shanghai scholars over the topics related to the
Latvian diplomacy, the “16+1” cooper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meeting included: Dr. CAO Ziheng, Prof. DING Chun, Prof. GAO Xiaochuan, Prof. SONG Lilei, Prof.
XIN Hua, and Dr. YANG Haifeng. Latvian scholars and executive leadership of SIE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ir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then a referendum of cooperation was
signed between the SIES and LIIA.

☞ SIES President XU Mingqi Visited Austria and Slovakia
From May 27th to June 1st of 2018, SIES President XU Mingqi visited Austria and Slovakia together
with a delegation from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They held discussions and
made exchanges with people from Austrian and Slovakian governments,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over
the topics related to thes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spect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16+1” mechanism. On May 28th, SIES
President XU Mingqi participated in the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China Relationship and 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16+1 Cooperation’, which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SIIS and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Security Policy. On May 30th, he took part in a meeting of
think tank roundtable that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SIIS, the Slova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and the
Slovakian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On May 31st, he visited the Slovak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nd
European Affair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Pavol Sykorcin, Secretary-General of this ministry.
☞ European News (2018.05.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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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欧盟作为变革性力量的局限性
古斯塔夫· 盖拉兹（Gustaaf Geeraerts）

世界强国的变化正在影响欧盟作为一体化模式的国际地位和吸引力。由亚洲特别是中国
所塑造的未来正在日益形成（Acharya 2014），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中国重新成为主
要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欧盟作为国际秩序中的变革力量的地位构成了挑战。事实上，欧洲正在
经历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大多数新兴国家（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正在强化主权或
使主权更强大的手段，而不是像欧洲所倡导的那样共享主权，这意味着欧洲地区在政治动态
和战略组织方面仍然十分特别”（Kerr 2012: 7）。金砖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秩序，这对欧盟
所倡导的多边主义提出了特别挑战，欧盟认为多边主义是一个关于组织的概念，与世界治理
和与之相关的规范相联系。有效的多边主义很难实践，“中俄两国公开反对它所依赖的价值
观和原则。对于金砖国家，无条件接纳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它们要求
对它们所关注的问题而采取某种形式的适应措施”（Michalski＆Pan 2017：16:17）。
作为变革性行为体的欧盟
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是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冷战结
束后，它注定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Sperling and Kirchner 1997）。事实上，“欧共
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威胁，面临来自美国的限制，欧洲一体化进程给欧洲一体化进
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形式加强了欧盟的外交政策能力，并试
图以欧盟自己的成功模式为基础塑造欧盟和世界秩序”（Chen 2016：779）。然而，这种秩
序塑造的努力本质上是西方的，因为欧洲与美国分享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同时
也考虑到欧洲规范方案的独特性和变革性，也基本上是欧洲的（Manners 2002, 2012）。几
十年的欧洲一体化使欧盟发展出典型的后现代和后主权特征。在欧盟的范围内，欧盟逐渐将
民族国家体系转变为具有超国家特色的区域集团，从而在欧洲创造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区
域。
这一发展促使库珀宣称（Cooper 2000：22），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后现代的实体，
其特点是打破了国内外事务的区别；相互干涉（传统）国内事务和相互监督；解决争端和由
此产生的行为规则的制定；边界的日益不重要；以及基于透明度、相互开放、相互依赖和相
互脆弱的安全（Chen 2016）。在适当的时候，欧盟内形成了将其看做一种变革性力量的认
同（Chen 2016），其政策建立在其价值观、制度和合作而不是强权政治基础之上。其雄心
壮志是重塑权力范式，以反映全球政治中的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旨在促进国际舞台上的规范
和价值观的规范和价值观，这是其国际角色的身份和认同（Michalsky & Pan 2017）。正如
欧盟 2003 年的“安全战略”所述那样，欧盟的目标是“发展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社会、运转
良好的国际机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CEU 2003：9）。建立这一新国际秩序的规则是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此文原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和

上海欧洲学会合作推出的《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报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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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准则、开放全球市场和高度制度化多边主义的观点之上的。在这种
情况下，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信后者应该使其国际政治准则适应欧洲标准
的基础上。规范衔接被认为是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的起点。
以中国为例
在其设想中，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后者的
国际政治规范会适应欧洲标准。规范趋同是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的起点。欧洲对华政策主要
是以规范约束为条件的合作，并以此作为最终的目的。欧盟准备以援助帮助中国，但反过来，
中国将满足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希望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和
共享价值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加强其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期待中国将欧盟作为模
范去追求。这一政策的基本假设是：“在贸易、投资、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的社会中，人权
往往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更好的保护。”中国将继续其开放政策，欧盟将加强和鼓励这一趋势”
（欧委员会，1995：6）。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种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北京从未把民主和尊重人权放
在优先事项的首位（Gea Serts 2016B）。就外交政策而言，认为北京将永远遵守欧洲的“后
现代”话语是不现实的。罗伯特· 库珀（Robert Cooper）区分了“现代国家”和“后现代
国家”（Cooper 2000），中国被归类为“现代国家”，其“国际主义”只是手段，用来服
务于国家利益（Geeraerts 等，2013）。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依据是，它从来没有
真正满足欧洲的期望。中国官员、学者和专家们都倾向于在私下谈话时证明这一点。欧盟必
须知道对中国使用何种权力是很重要的。欧盟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是布鲁塞
尔能够与北京在一起承担战略性任务。而中国认为欧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经济行为体，但
不是政治行为体。
更

䆺解㒚起来，有理由

ᴹ欧盟作为变革力量的ᡍ

作用，并要意到其局限性

（GRABE 2014）。 ‴中国也认到与欧盟合作和在某些㱄域向其学〱的好‸，但因其“民
族复兴” 定是不
作一个弱

意接受欧盟的规范。中国不是一个未来的欧盟成员国，也没有将自己

国家，中欧关系砀全取决于欧盟对其政治和经济䁪革过程中的ᦙ程度。欧盟必

须意到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动力。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成功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和投资
㱄域的互利合作，以及在共同

兴

的㱄域如݈境、能

等，2017）。中国与欧盟Ϣ自利益的相互

和安全区域的合作（Garc a herrero

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关系的可ᦙ续发展。

欧盟作为变革力量的实力取决于其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成功，以及其有效集体行动的能
力。就此而言，“由于多个危机的爆发，主要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就其
欧盟身份进行的全民公投”，欧盟的国际地位在过去十年中遭遇挫折（Michalsky & Pan 2017：
4）。也有人认为欧盟的经济治理模式及其监‴机制无法防范主权债务危机，这严重损害了
欧盟在促进其经济和治理规范和原则方面的可信性（刘和 BRESLIN 2016）。此外，无集权
性质的欧盟政治能力不足：它很难制定连贯的对外政策，在经济㱄域也是如此（而这是最具
竞争力的㱄域），这些与中国与欧盟成员国而不是欧盟发生关系结合起来，造成了双方重大
的失衡（Liu and Breslin 2016）。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凝聚力和共的明显缺乏，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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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国倾向于寻求与中国的双边协定，让欧盟有Ϣ种Ϣ样的集体行动问题，阻碍了其作
为一个单独行为体和外交政策变革的力量。最后，从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的邻国现在‸于最
不稳定的状态。欧盟周围并非建立了一个݈形“朋友圈”，而是被一个“不稳定之弧”包围
着（Chen 2016：780）。
后现代性更少，务实性更多
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在现有多边机构中的影响力在增加，并且也在创造新的机制。作为
对外关系行为体和秩序塑造者，它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要求欧盟调整其战略规划和外交政策
能力（Geeraerts 2013）。在这方面，欧盟新的“全球战略”算是制定及时的行动方案，适
应了不断变化的全球݈境挑战和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作用（EEAS 2016）。但是，欧盟面临
的主要挑战是：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国际参与者认真对待，就要将其成员国的分散
能力集中起来发挥真正的影响力。虽然欧盟将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贸
易和投资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但其执行力远低于其潜力，综合实力方面与今天的主要大国
无法

敌（Geeraerts 2013）。时至今日，欧洲在亚洲没有直接的战略性地缘政治或安全利

益，缺乏力量的全球投射能力，也没有统一的外交或防务政策。欧盟只是贸易和投资㱄域中
一重要的全球力量，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程度较

，并且“可能通过软实力而影响稍

增”（de Jonquières2016：1）。
有迹象表明，欧盟正在缓慢而稳步地适应这些新的现实。首先是欧洲发展议程的回归
（Chen，2016）。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经济竞争力，欧洲国家发展了高水平的福利体系，并
开始更加重

生活质量问题。然而，主权债务危机以及许多欧盟国家面临的后续问题已经将

增长和发展推上了欧盟议程的首要位置。经济力量平衡的转变显然影响了欧盟在全球经济中
的相对地位，并且在此过程中，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更加务实（Geeraerts & Weiping，
2016）。 ‴欧盟并未绝对失去其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分量，但它仍然面临着维ᦙ高水平福利
和消费水平的经济困难，并且在规模、创新和工作方面继续失去基础性建树。欧洲现在认
到它的福利、政治整合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面‸于危险之中（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EAS
2016）。因此，欧盟正在变得不那么“后现代”，而是更像世界上其他“现代”国家。在这
方面，欧盟新的“全球战略”这样写道：“在这个脆弱的世界，（欧盟的）软实力还不够：
我们必须提高我们在安全和防务方面的信誉。为了应对外部危机，提升我们合作伙伴的能力
并保护欧洲，成员国必须提供足够的出，并最有效地利用资

……”（EEAS 2016：44）。

第二个迹象是欧洲新的实用主义（Chen，2016）。面对内部问题和动荡的邻国，“欧盟
专注于寻找内部增长和内部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想法稳定邻国”。因此，欧盟在推动䁪造
世界其他地区方面变得更加务实。欧洲国家都同意 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䁪革，允许
一些投票权从欧洲转移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贸易争端（如太阳能电池板争议）㱄域，
虽然最初对抗激烈，但最终通过建设性的妥协得以解决。在 2015 年 3 月 30 日这个截止日期
之前，28 个欧盟成员国中的 14 个成员决定成为中国ᦙ的亚投行（AIIB）的创始成员，而
无

美国政府明确的最初的反对意见（Chen 2016：789）。同样，欧盟新的“全球战略”似

乎表明，“除非它们进行结构䁪革以更好地反映䁪变了的世界秩序，否则传统的国际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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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可能失去其作为议程塑造者在其Ϣ自㱄域的独特地位”（Ujvari 2016：2）。这表明欧
盟正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䁪革进展缓
慢，新兴大国越来越积极地试图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简讯
＊ 5 月 28 日上午，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LIIA）所长安德里斯· 斯普路茨(Andris
Spruds)、该所“新丝绸之路”项目负责人白乌娜博士（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
访问学会，就拉脱维亚外交、“16+1”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议题与曹子衡、丁纯、高
晓川、尚宇红、宋黎磊、忻华、杨海峰等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就加强合作与交流达成共，
学会与该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 2018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徐明棋会长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代表团一起访问
奥地利与斯洛伐克，分别同两国政府、智库、高校及媒体人士就中奥、中斯关系的发展、在
“一带一路”倡议及“16+1”合作机制下的合作前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徐会
长在 5 月 28 日参加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代表团与奥地利欧洲与安全政策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Security Policy）共同举办的“中欧关系新发展及 16+1 合作下的三
方 合 作 ” 国 际 研 讨 会 （ International Expert-Workshop on “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China relationship and 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16+1 Cooperation”），在 5 月 30 日参
加 了 上 海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院 代 表 团 与 斯 洛 伐 克 外 交 政 策 协 会 （ Slova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斯洛伐克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of Asian Studies）共同举办的智库圆桌座谈，
在 5 月 31 日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代表团一起拜访了斯洛伐克外交与欧洲事务部，与秘书
长 Pavol SYKORCIN 进行交流。

欧洲动态 （2018 年 5 月 1 日—31 日）
中欧关系


݈球时报5月3日，法新社2日报道称，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

呼应澳总理特恩布尔对中国的警惕，称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宰印太地区。《澳大利亚人报》报
道说，马克龙誓言要与澳大利亚合作，在印度 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战略“轴心”，以
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


欧洲时报网5月5日，当地时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展览开幕庆

祝活动在德国特里尔举行，约1000名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特里尔所在的德国莱法州州长
德赖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均出席活动并致辞。另据中新社报道，特里尔市长莱布于5月5
日为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揭幕，特里尔的厦门园于5月6日开幕。݈球时报7日报道，“马
克思成为新潮流”，德国《法兰克福汇报》ᴹ论称，在特里尔纪念马克思之际，他的政治遗
产和中国赠的雕像正推动这座城市发展。特里尔市市长莱布在讲话中说，中国的赠送既是为
了纪念马克思，也表达了德中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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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5月5日，中国驻波黑大使馆5月4日证实，中国和波黑ᦙ普通护照公民互

免签证协定将于5月29日正式生效。根据协定，中波两国ᦙ普通护照公民在对方国家入境、
出境、停留或者过境，每180日停留最长不超过90日，免办签证。


欧洲时报5月7日，在5月5日举办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上，

来自英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大学校长就全球化背景下，学校应该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讨
论。在他们看来，大学将成为连接Ϣ方资


、对接产业发展的“桥梁”。

欧洲时报5月8日，天津航空 GS7987航班由天津出发，经停西安后经过11个

时

的飞行抵达伦敦。该航班标志着首个西安与伦敦之间的直航正式实现。这是继2016年开通天
津 重庆 伦敦航班后，天津航空第二条由中国直飞伦敦的航班。


中新社5月8日，丹麦中国商会成立仪式在哥本哈根举行。中国驻丹麦大使邓英

与丹麦就业大臣特罗尔斯· 伦德· 波尔森（Troels Lund Poulsen）等丹麦政府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等Ϣ界人士100余人共同出席仪式。


欧洲时报5月8日，19家法国企业5月8日齐聚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第三届“法

中养老服务合作洽谈会议”。法国驻华大使黎想表示，面对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养老需求，法
中可在该㱄域开展更多合作。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法中双
方签署了《银色经济㱄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建立指导委员会加速促进双方合作。


中国教育报5月8日，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法国移民劳动

力市场》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法国最大的留学生来

国，并居法国高学历非欧盟移

民群体首位。报告显示，2007年至2016年间，外国人在法居留身份以“学生”涨幅最大。2016
年，赴法留学的国际学生三大来

国分别为中国10077人、摩洛哥6250人、阿尔及利亚3930

人。


中新社5月14日，庆祝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20周年招待会14日在柏林举行。来

自同济大学、德国外交部、同济大学德方合作高校及中德两国企业的100余名嘉宾应邀出席。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致辞时表示，中德学院在中德两国合作伙伴的携手努力下，取得了
丰硕成果，成为中德教育合作的典范。目前，在德学〱、研究和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已近6万，
每年赴华学〱的德国学生数也超过8000人，两国高校建立了1300对校际伙伴关系。他希望今
后中德学院加强与Ϣ方的合作，紧贴社会需求，与德方携手努力，在提升德国的“中国能力”
建设和“追求卓越”方面更上一层楼。


外交部网站5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王毅在巴黎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马克龙说，我今年1月对中国的访问非常
成功和愉快，我同〱近平主席就进一步发展法中关系达成重要共，希望双方切实制定和落
实有关规划，密切高层互访，加强在经贸、科技、文化等㱄域合作，积极探讨共建“一带一
路”。王毅在会见记者时说，我们知道，欧洲一些朋友对“一带一路”有些疑虑，我想在此
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是阳光工程，坚ᦙ共商共建共享，奉行开放透明包容。我们当然追
求高质量和高标准，也遵循国际规则和市场运作，同时重


债务的可ᦙ续性和绿色݈保。

外交部网站5月17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徳里萨苏埃拉宫会见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马德里首相府会见王毅。王毅在马德里同西班牙外交
大臣达斯蒂斯举行会谈。费利佩六世热切期待〱近平主席访西，西方将全力确保访问取得圆
满成功，使之成为西中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
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将更加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挖掘两国在贸易、旅游、
文化教育等㱄域合作的潜力，同时在拉美、非洲等地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王毅在会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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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示，西班牙最近发布新版亚洲战略，将对华关系置于优先位置，并表示
倡议进行战略对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我们

与“一带一路”

本着平等互利、开放透明的原则，与西方探

讨商签“一带一路”与西班牙发展战略包括亚洲战略对接的合作文件，一方面开拓双方在互
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能

、通讯、݈保、医药以及人文教育等Ϣ㱄域的互利合作，一方

面携手在拉美、非洲等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外交部网站5月19日，当地时间5月18日，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在里斯本会见到访

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在里斯本总理府会见王毅。王毅在里斯
本与葡萄牙外长席尔瓦举行会谈。德索萨表示，葡萄牙高度重

中国，葡方一直认为自己是

欧洲最了解中国的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也始终是葡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葡中关系发展得
非常好，近年来两国经济合作已取得质的飞跃，这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德索萨说，
〱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葡方从一开始就坚定ᦙ。葡萄牙有欧洲最好
的天然良港， 意以此为优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葡方对与中方
投资合作砀全ᦙ开放态度，欢迎并期待中方企业进一步加大对葡Ϣ㱄域，特别是金融、能
运输、港口、电动汽车等战略性行业的投资。葡方也

、

与中方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具体项

目可以先从非洲和拉美的葡语国家开始。王毅说，中方

把葡萄牙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合作伙伴， 快商签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对接Ϣ自发展战略，为两国互利合作拓展新
㱄域，挖掘新潜力，开辟新空间。葡方一直对中国的投资ᦙ开放包容态度，中方对此高度赞
赏。我们

与葡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双方相互投资的规模和水平，将中葡投资合作打造成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样板和典范，实现高效、有序和ᦙ久的互利共赢。


外交部网站5月22日，当地时间5月2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王毅表示，中英分‸亚欧大陆
东西两端，希望双方更加积极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约翰逊表示，中方“一带一路”
倡议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合作倡议，英方希参与其中，并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英中“黄
金时代”的组成部分。


新华社5月24日，国家主席〱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

晤。〱近平欢迎默克尔第11次访华，赞赏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

。〱近平指出，2014

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合作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〱近平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㱄者、新型国际关
系的推动者、超越意形态差异的合作者。这应当是双方下阶段推进两国关系共同努力的方
向。


中国政府网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

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两国总理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并回答提问。默克尔表
示，“16+1合作”是一个有益的合作平台，有利于促进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东欧国
家与中国优势互补，开展合作是对欧盟内部建设有益的补充，并不是在分化欧盟。“16+1
合作”大多数国家是欧盟成员，德方赞同有关合作遵循欧盟法律规制，实现互利共赢。两国
总理还共同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并同与会代表交流。李克强强调，开放应该是
双向的。对别人关上门，也就挡住了自己的路。希望德方把中国企业当作平等、可信赖的合
作伙伴，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兴业创造更加公平、便利的݈境。默克尔表示，投资不是单行
道，扩大双向投资，双方都将受益并相互借鉴。希望德中为双方企业相互投资提供平等准入。

欧洲观察|2018.06


- 7 -

新华网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

主席刘鹤应约与欧委会副主席、对话欧方主席卡泰宁通话。双方同意

快举行第七次中欧经

贸高层对话。


中财网5月24日，欧委会24日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热轧钢板桩发起反

倾销调查。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就此发表谈话。王贺军表示，欧盟不断在钢铁
㱄域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实际上对欧盟钢铁产业形成过度保护，不利于欧盟钢铁产业的长远
发展和升级，也损害了欧盟钢铁用户的利益，严重干扰了中欧钢铁正常贸易。希望欧盟认真
ᴹ估其整体利益，慎重采取相关限制措施。王贺军强调，中方希望欧方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
施，通过加强Ϣ国间合作，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巩固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以扩大整
体需求，解决钢铁行业所面临的困难。


中新社5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〱近平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前总统奥朗

德。〱近平赞赏奥朗德担任法国总统期间为促进中法双边关系、增进中法在国际事务中合作
所作贡献。


݈球时报5月28日，被称为欧洲最大中国研究中心的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近日在官网发布任命通知，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教授彭轲(Frank N.
Pieke)及墨卡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项目负责人胡谧空(Mikko Huotari)将成为中心的“双总
裁”。


新华社5月29日，国家主席〱近平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

子。〱近平赞赏安德鲁王子和英国王室为增进中英友好作出的积极努力。安德鲁表示，〱近
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成功的国事访问，有力推进了英中两国广泛㱄域的合作。英国高度关注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我

继续致力于加强两国科技、创新、产业等㱄

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英中“黄金时代”取得更大发展。约克公爵安德
鲁王子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华出席第二届以科技创新为内容的“龙门创将”中国
区总决赛。


欧洲时报5月29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于5月25日正式实行。微信海外版、新浪微博国际版、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
卖通（ali express）等多家中国互联网巨头已在5月25日当天就纷纷向欧洲区用户更新隐私
政策、请求重新授权。像海尔、华为等在欧洲有较大市场份额、并有意进军物联网的制造业
㱄军者也早已雇请专门团队应对 GDPR。有分析认为，欧盟境内近年也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的倾向，与中国出现过不少贸易摩擦。GDPR 合规有可能会成为欧盟产业保护的新手段，一
旦发现中国企业的不合规行为，会遭严惩。有咨询公司的调查表明，欧盟境外企业更可能在
违规‸罚中被“抓典型”。

欧洲政治外交


中国青年报5月9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作为美国传统盟友

的欧盟明确表态：“我们将与其他Ϣ方继续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协议，并敦促美国不要为此
制造障碍。”欧洲三国（英、法、德）㱄导人在紧急通话后发表联合声明，对特朗普退出伊
核协议表示“遗憾和担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当天也发表声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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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不是一份双边文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单方面废除这份凝结着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的重大成果。”


英国金融时报网5月10日报道，欧盟正致力于挽救伊朗核协议。欧盟㱄导人表示，

他们将敦促华盛顿在对德黑兰实施新的美国制裁时豁免欧洲企业。大西洋两岸目前围绕美国
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紧张升温。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抨击了华盛顿方
面的决定，称美国正在背弃多边关系和友好合作，“其火爆程度只会让我们


到意外”。

中新网5月14日,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5月14日，欧盟Ϣ国主‴欧盟事务的部长

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总务委员会会议，听取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的报告，并审议与英
国签署的“脱欧”协议草案，此外还将讨论2020年后的预算建议。


国际在线5月15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欧盟英国“脱欧”

首席谈判官巴尼耶14日在布鲁塞尔表示，在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后，其与欧盟在外交、安全和
防务㱄域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他们还希望通过对话、磋商、合作等机
制使双方的伙伴关系得到加强。


中新社5月15日,欧盟及法、德、英三国15日与伊朗举行会谈，期间列出对伊经

济合作计划，力争在美国退出后继续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新华社5月16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16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呼吁欧盟组

成联合阵线，反对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图斯克希望欧盟国家㱄导人重申，只要伊
朗坚ᦙ伊核协议，欧盟就坚ᦙ这一协议。他说，伊核协议对欧洲乃至全球安全都有益，因此
欧盟必须维护这一协议。欧盟需要作出选择，以保护欧洲公司不受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影响。
图斯克还希望给欧盟委员会开绿灯，允许其在欧洲利益受到影响后，随时采取反击行动。


中新网5月20日，据外媒报道，欧盟能

委员卡尼特19日到访伊朗并向伊朗当局

重申，“只要伊朗遵守伊朗核协议，欧盟也会遵守对伊朗的承诺，并会设法加强对伊朗的投
资。”同日，伊朗原子能机构主‴萨利希说，如果欧盟无法落实伊朗核协议的承诺，伊朗仍
有其他选项，包括恢复生产浓度达20%的浓缩铀。据悉，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克17日
曾表示，欧盟18日将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在集团内部造成的效应。这将
是致力维护伊核协议的一݈。


欧洲时报5月28日，新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欧盟的欢迎度达30年来最

高。据德国之声5月27日报道，“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
年欧盟公民中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作为欧盟成员国是有利的，在德国，ᦙ这种观点的人更是
高达75%。这是自1983年以来达到的最高峰值。


新华社5月28日,欧盟当天举行外长会，讨论伊核协议以及加沙、叙利亚局势等

问题。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谈及欧盟对伊朗的经济承诺
时说，挽救伊核协议关乎欧盟安全利益，而非经济利益。她表示，如果没有伊核协议，地区
和欧盟的安全将‸于危险之中。“如果协议不再有效，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方法
能使该地区拥有更好的安全局势。”


中国青年报5月28日, 当地时间5月25日，欧盟制定的首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正式生效。该条例不仅适用于所有欧盟国家，而且针对在欧盟运营的第三国企业拥
有域外法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䆺制定了欧盟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收集、储存、

‸理和转移个人数据的相关规则，被

为欧盟强化数据保护立法的重要里程碑。根据该条例

相关规定，滥用或不当‸理个人数据的企业，最高将被‸以2000万欧元或相当于年收入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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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价罚款。作为个人用户，《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企业对数据‸理
变得更加谨


慎微。
݈球网5月29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消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塑料垃圾

问题，欧盟28日提议，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的吸‴、餐具、饮料搅拌器、棉棒、气球托干
等塑料产品。不过，欧盟并未为落实此项计划设定期限。

德国


中新社柏林5月1日，针对美国4月30日宣布将欧盟钢铝关税豁免期限延长一个

月，德国联邦政府于当地时间5月1日发表声明提醒美方称，欧盟将与成员国讨论采取进一步
措施。德方同时敦促美国政府出台永久性豁免措施。


݈球网5月2日，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情报部门从伊朗获取的有关

伊朗核计划的档案文件，指责伊朗在2015年签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之后仍然在秘密发
展核武，“欺骗了全世界”后，西方国家开始担忧了。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5月1日消息，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 马斯当日发表讲话，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应

可能快地获取并调

查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参考消息网5月8日，据路透社5月7日报道，在美国对欧盟钢铝关税豁免期限即

将于6月1日到期之际，柏林正在敦促欧洲伙伴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并寻求达成对双方有利
的全面贸易协议。但这使得德国与法国等欧盟国家的立场相悖。法国对德国的庞大贸易顺差
到不满，并希望欧盟在关税问题上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报道指出，这种差异有可
能导致欧盟国家立场分歧，从而削弱跟特朗普讨价还价的能力，在特朗普试图提高美国企业
全球竞争力之际，可能给其提供可乘之机。报道称，迄今为止，德法分歧基本上被欧盟的立
场掩盖了起来。欧盟的立场是华盛顿必须对其永久豁免钢铝关税。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5月6日报道，名为“年轻欧洲2018”

（Young Europe 2018）的调查指出，英国、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的
年轻人都不ᦙ民粹主义立场——

‴程度有所不同。报道称，当被问及是否会ᦙ其所在

的国家脱欧时，71%的欧洲年轻人会说不。反对脱欧者的比例显著增加（2017年对脱欧说不
的人占61%）。调查显示，超过一半（52%）的年轻欧洲人更多地也把自己

为欧洲人，而不

仅仅是某国人，该比例比去年增加了7%。但他们对欧盟机构的信心却很有限，只有34%的人
对此表示信赖。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是否ᦙ有民粹主义倾向，大部分（57%）年轻人都将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特朗普


为威胁，只有11%的人将特朗普

为机会的人比例高达29%，而将其

为机会。唯一的例外是波兰：在这里，

为威胁的只有25%。

݈球网5月10日，德国《莱茵邮报》9日报道称，该报独家获得的一份德国经济

部的内部文件显示，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希望“更好地保护德国公司免受中国投资者的
影响”，要求将之前中企收购德国公司股权的审查线，从25%降低到20%、15%甚至10%，以限
制中企购买德企股份。


݈球网5月11日，据法新社11日报道，克里姆林宫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

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维护伊核协议的重要性。


݈球时报5月12日，5月9日，在德国亚琛市“查理曼奖”（Karlspreis）颁奖仪

式开幕致词中，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洲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时代已经结束，是时候“让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参考消息网5月13日，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5月9日报道，德国人的“中国技能”

还有待积累和提高，德国需要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的学术人才，也需要更多会中文的Ϣ行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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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业者。这是德国教育科研部、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和外交部5月7日在柏林联合发布的一份
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


݈球网5月15日，据俄新社5月15日援引英国《每日快报》消息称，德国自由民

族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表示，理智的国家不

与俄罗斯对抗。林德纳日前在柏林举行

的自民党代表大会上呼吁恢复俄罗斯 G8成员国地位，或者组织 G7+1模式峰会。林德纳还强
调了重启欧盟和俄罗斯定期首脑会晤的必要性。他说：“俄罗斯

遵循既定秩序，就会在欧

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此外，林德纳还称，“没有一个理智之人特别想卷入与俄罗斯的
冲突”。自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库比奇(Wolfgang Kubicki)此前呼吁“

判地审

”对莫

斯科的制裁，因为他认为，制裁没有达到既定目的。此前，德国《世界报》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称，德国外长海科•马斯的同党人士
府对与莫斯科对话表现出的兴


ᴹ他对俄立场过于强硬。他们指出，德国新政

太低。

݈球网5月15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15日消息，俄罗斯工贸部援引德国经

济部长彼得•奥特梅尔(Peter Altmaier)的话发布消息称，俄德之间积极的经济对话有助于
解决两国面临的政治问题。俄工贸部援引奥特梅尔的话说：“两国积极的双边经济对话有助
于解决当今困难时期摆在两国面前的政治问题。”奥特梅尔5月14日至15日访问莫斯科。


݈球网5月16日，据俄罗卫星通讯社5月16日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16日在联邦

议院上发言时称，叙利亚冲突的规模巨大，没有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约旦
和欧洲就无法解决该冲突。


݈球网5月16日，据俄罗卫星通讯社5月16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日在联邦

议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伊朗核协议并非砀美无缺，但现在退出该协议却是错误的做法。


݈球网5月16日，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15日通过了新的警察法——警察工作法案

(PAG)，但被

为“德国最严厉的警察法”。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称，警察工作法案极

大地延伸了警察的权力。警察可在“受到危险威胁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获得法官

准，

警察可监听嫌疑人的电话或搜查其电脑。


݈球时报5月17日，德新社1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

通公司15日就“新铁路业务联盟”——“西门子阿尔斯通”公司的监事会构成达成一致。曾
推动立法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德国前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被列入监事会名单。为应对来自
中国中车的竞争，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去年9月签署协议，合并铁路业务，成立“西门子阿尔
斯通”公司，主要业务是德法高铁。除加布里尔外，西门子推荐的监事会成员还包括西门子
首席技术官博乐仁、欧亚咨询公司伙伴人斯泰

等5人。阿尔斯通推荐的监事会成员则包括

阿尔斯通现任老板拉法基、雷诺首席财务官德尔博斯、空客经理芭布瑞等5人。“他们的首
要任务是对抗来自中国的新竞争。”德新社称，近年来，中国的新火车巨头一直积极参与世
界范围内的列车订单竞赛。现在，德法精英将担负起捍卫欧洲铁路业务荣誉的重任。


݈球网5月17日，俄罗斯卫星新闻网5月17日报道，就在德国打算指挥北约快速

反应部队之际，其军队面临着基础军备供给不足问题，包括缺少防弹衣、御寒衣物，进而引
发担忧。此外，德国军备缺失问题还包括战斗机缺乏在夜间作战能力，空军兵力不足，128
架“台风”战斗机只有4架可以执行战斗任务。德国国防部的《2017年德国联邦国防军主要
武器系统的作战准备情况报告》显示，德国224辆豹2坦克中只有不到一半可以使用，海军的
13艘护卫舰只有5艘适航。


݈球网5月17日，据俄罗卫星通讯社5月16日报道， 德国外长马斯16日在联邦议

院讲话时表示，柏林希望莫斯科重返谈判，继续推进明斯克进程。马斯说：“我向(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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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柏林希望莫斯科重返谈判的意

，希望明斯克进程能得到恢复，并继

续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球网5月17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16日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发布

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贸易疲弱的影响，德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降至0.3%，为2016年第三
季度以来的最慢增速。德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略大于预期。


݈球网5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18日抵达俄罗斯索契，并随即与普京进行了会

晤。双方在会谈中就叙利亚局势、俄欧关系以及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默
克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缓和近年来ᦙ续紧张的俄欧关系，在当前美欧关系因为伊核协议和贸
易问题裂痕凸显的背景下，她的此次行程备受关注。


݈球网5月21日，据俄新社5月21日报道，德国《图片报》日前发布一篇有关普

京与默克尔索契会晤的文章。文章作者认为，普京送给默克尔的花束具有“隐藏含义”，“这
看起来是表示礼貌，实际上是‘侮辱’”。文章作者解㒚称，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家应该互相
握手，而不是送花。普京送花的含义在于提醒默克尔——她是一个女人。文章称，两位元首
的会面是“外交决斗”，名义上是工作访问，实际上是“互相攻击”。

据德国电

݈球网5月24日，在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Ϣ国政要纷纷赴美斡旋。
一台《每日新闻》24日报道，正对美国进行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海科· 马斯23

日在与美国务卿举行会谈后坦承表态，双方离达成一致还很远，德美两国正‸在砀全不同的
轨道上。


݈球时报5月25日，据德国电

一台24日报道，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市政府23

日宣布，将禁止“不干净”柴油汽车进入市中心，以䁪善空气质量。“汉堡市成为德国第一
个实施柴油车禁令的城市!”


݈球网5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29日在参加全球经济论坛(GES)时表示，为更

好ᴹ估数据价值，呼吁进行税收制度大刀阔斧的䁪革，并提出了征收数据税的新概念。德国
《时代周报》报道称，默克尔在会上表示：“我认为，数据的定价，尤其是消费者数据定价，
是未来主要的公平问题。”


݈球网5月31日，据路透社5月31日报道，德国杂志《商业周刊》当地时间周四

报道，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要禁止德国高级轿车制造商进入美
国市场。

法国


݈球网5月3日，据法国新闻广播电台5月1日报道，在1日的暴力事件之后，法国

共和党和国民阵线均将矛头指向了总统马克龙。


݈球网5月3日，据法国媒体欧洲第一电台5月2日报道，法国公共账务部部长热

拉尔德•达尔马宁收到多封匿名死亡恐吓信，信中主要提到他“归顺”法国总统马克龙并且
多次被指控“强奸”。目前，达尔马宁已针对恐吓信提出控告。


݈球网5月3日，据法国媒体《费加罗报》5月2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瑞典斯德哥

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于当地时间5月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称，法国2017年军费开排
名跌至世界第六，而印度则跃居第五。据报道，2017年法国军费开达到578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3678.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


݈球网5月3日，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法文版5月2日报道，法国当地时间5月2

日，法极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国”㱄袖梅朗雄在法国 BFM 新闻电

台再次谈到了现任总统

马克龙竞选期间的“回扣”问题，称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报道引述法国“梅迪亚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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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透露的消息，该网站已经查阅了马克龙竞选期间的发票，根据刑法，这些“馈赠”可以
被

为非法捐赠。


݈球网5月4日，据法国《费加罗报》5月3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政府发言人

本杰明•格里沃(Benjamin Griveaux)于当地时间5月3日公开表示，马克龙参加总统选举的账
目很真实，对指出“共和国前进党”或接受献金的法国“梅迪亚帕”新闻网站作出回应。格
里沃在在法国国内广播电台表示，法国政治竞选账目委员会认为，在所有竞选账目中，马克
龙的账目最真实，为1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91.35万元)，仅为其竞选对手让 吕克•梅朗雄花
费的1/4(45万欧元)，而玛丽娜•勒庞用于䁪革的费用则高达80万欧元。


݈球网5月4日，法国《欧洲时报》5月3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

于当地时间5月3日抵达法海外㱄地新喀里多尼亚，开始为期两天的

察。11月，这个大洋洲

岛屿将进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脱离法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报道称，马克龙在此次行程
中，不会直接对此次公投问题的倾向做出表态。


݈球网5月7日，法国《欧洲时报》5月7日报道称，法国水泥生产商拉法基(Lafarge)

集团涉嫌在叙利亚局势中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做生意，目前正被司法机关调查。而
该集团高‴已经做出相关供述。法国情报部门、外交部甚至总统府对此是否知情，成为问题
的焦点。


݈球网5月7日，法国《欧洲时报》5月7日报道称，5月7日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

执政一周年，法国多项民调结果对其不利，近6成受访者称不希望看到他连任。


݈球网5月8日，法国《费加罗报》5月8日援引英国路透社报道称，法国武装力

量部长弗洛朗丝•帕利对美国发出警告称，20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并不砀美”的协议，有
效暂停了伊朗的军用核计划，该地区局势本就十分紧张，削弱该协议有可能成为地区局势恶
化的因素。


݈球网5月8日，据法国媒体《费加罗报》5月6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前总统

候选人、法国社会党议员伯努瓦•阿蒙（在一份采访中）呼吁，“毫不间断地回击”现任总
统马克龙及其政府，不能给其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现任政府用Ϣ种Ϣ样的䁪革“骚扰”着
法国民众。


欧洲时报5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8日在巴黎主ᦙ了二战胜利73周年庆典，

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主ᦙ这一仪式。


݈球网5月9日，法国《欧洲时报》5月8日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当地时

间5月10日赴德国城市亚琛，接受年度“查理曼奖”，同时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


݈球网5月9日，据法国 BFM 新闻电

台5月8日报道，法国当地时间5月8日，在

巴黎举办纪念二战胜利活动期间，一位法国退伍老兵向马克龙提出建议，面对极左派应该保
ᦙ坚定的立场。马克龙回应称，所有人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也需要遵守一定的秩序。


݈球网5月9日，法国 BFMTV 电

台5月8日报道称，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

㱄导人让 吕克•梅朗雄自俄罗斯莫斯科发声，谴责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重建对伊制裁的计
划。梅朗雄在一份声明中称，特朗普对和平是一个危险。


新华网5月10日，法国总统府9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伊朗总统

鲁哈尼当天通电话，就共同努力以继续落实伊核协议和保ᦙ地区稳定达成一致。公报说，马
克龙再次提出，所有相关Ϣ方应就达成一个更大的框架协议进行讨论，新的框架协议应包括
2025年后伊朗核活动的监督、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中东地区的一些主要危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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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巴黎5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4日谴责以色列军方对抗议美国驻以使馆

迁往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众开枪的暴行，并表示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只能由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双方解决。


݈球网5月14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13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铁路大罢工

近日ᦙ续升级，法国工会号召成员于当地时间5月14日发起“无铁路职工日”活动，以动员
全体员工罢工抗议，对政府施压。


݈球网5月15日，法国《费加罗报》5月14日报道称，法国当地时间5月14日晚，

法总统马克龙谴责以色列武装力量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示威者的暴力行为，称巴勒斯坦人有
追求和平与安全的权利。


݈球网5月16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15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前预算部

长卡于扎克因在外国隐藏多本银行账户，当日被巴黎上诉法庭依“逃税漏税和洗钱”罪名判
‸4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据悉，卡于扎克现年65岁，是前总统奥朗德手下的预算部长、
社会党政府中的明星，也是政府打击逃税漏税的传令官。2013年，他在外国隐藏多本银行账
户的丑闻爆发，成为奥朗德五年任期中最轰动的丑闻。


݈球网5月16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15日报道，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及经

济部长布勒梅尔于当天会见60多家法国企业的代表，并表示法国政府必将捍卫在伊朗投资的
本国企业的权益，以应对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威胁。


݈球网5月16日，法国《费加罗报》5月15日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当地时

间5月15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电话交谈，表达了对于加沙地带因美国使馆搬迁所
导致冲突的担忧，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和谈以重启和平进程。


݈球网5月16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15日报道，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于当

地时间5月1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绝不会私有化，相关䁪革案
对于这个问题是毫不含糊的。


݈球网5月16日，法国新闻广播电台5月15日报道称，法国“博爱实验室”(Labo

de la fraternité)日前发布的首个博爱指数显示，2/3的受访者表示，与他人打交道时，从
来都不够谨慎，仅有1/3的受访者认为，可以相信大部分人。


݈球网5月17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16日报道，针对法国公共财务部长杰拉

尔德•达尔马南(Gérald Darmanin)“滥用职权”的初步调查日前告一段落，调查结果显示达
尔马南没有犯罪。


݈球网5月18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18日报道，2018年5月12日起，巴黎正

式启用地方货币，取名 Pêche(法语有桃子、钓鱼等意思)。这种当地货币可与欧元进行等值
交换，但并不会被存入银行。发行者不是政府或银行，而是协会。发行的目的为刺激地方经
济。


݈球网5月21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21日报道，针对欧洲公司可能因与伊

朗有生意往来而面临美国制裁的现状，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日前表示，法国正在研究欧盟是
否可予以补偿。他还表示，不允许美国担任“世界经济警察”。


݈球网5月22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20日报道，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 Maire)当日表示，如果私营部门能够创造足够的岗位，政府则打算减少对就业的
社会援助，以降低公共财政赤字。


݈球网5月23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22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在爱

丽舍宫主ᦙ“全国城市工作暨扶ᦙ困难街区会议”时宣布，从7月起将在在治安和司法、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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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整治和住房问题等方面实施“非常明确的行动”，从而“摆脱郊区贫困落后现状、体现郊
区的尊严”。


݈球网5月23日，法新社报道称，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当日表示，在华盛顿警告伊

朗面临“史上最强制裁”后，美国可能进一步破坏中东的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不会促进
对话，相反，这将提高伊朗保守派的重要性和权力，并削弱主张谈判的总统鲁哈尼(的权力)”，
勒德里昂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时表示，“这种立场可能会使该地区较今天更为危险。”


݈球网5月23日，据法新社23日报道，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的办公室当天表

示，由于“国内的日程原因”，菲利普已经取消原定于下月初访问以色列的行程。


݈球网5月24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23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当地时间5

月23日，法国前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公开

ᴹ现任总统马克龙，称其22

日就法国贫困郊区问题发表的演讲“志不在此”，无法解决当地的复杂问题。


݈球网5月24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24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24日至

25日首次正式访问俄罗斯，两国㱄导人将就叙利亚、乌克兰及伊朗等地区的棘手问题进行交
流。


݈球网5月24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23日报，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

(INSEE)当日发布的最新失业率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失业率回升至9.2%。


݈球网5月25日，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4日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当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会晤。马克龙在俄法总统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三个欧洲国家最近几天多次发声， 意保留伊核协议，该协议还将以2015年签署时的
形式得到保留。”


݈球网5月25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24日报道，法国内政部长23日宣布，

将在近期对巴黎市的难民营地发起清理行动，并要求巴黎市政府承担起相应责任。这引起了
内政部和市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相互指责。


݈球网5月25日，近日，法国国内针对马克龙政府社会政策䁪革的抗议活动仍接

连不断。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24日报道，在铁路职工、公务员接连发起罢工之后，60多
个政党、工会和社团组织日前宣布，将于5月26日联合掀起一场遍及全法的“民众狂欢”。
此次示威活动最引人瞩目的是全国总工会(CGT)和极左政党“不屈法国”罕见地携手走到了
一起，共同呼吁进行动员。此外，参加此次大规模示威活动的还包括法国共产党(PCF)、新
反资本主义党(NPA)、绿党、法官工会以及众多民间组织。


݈球时报5月26日，据法国广播公司报道，法国政府和司法部门24日晚宣布，法

国国防部对外安全总局两名前雇员及其中一人的㞾偶因涉嫌向外国提供情报被捕。法国媒体
集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法国国防部长25日证实此事，但拒绝透露“外国”是哪国。


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5月26日，2018年圣彼得堡“创造信任经济”国际经济论坛

于5月24日至26日期间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前往俄罗斯，而随行的经济团队成员包括
法国能

、汽车制造、医药、食品业等知名集团总裁及高‴170人。这是马克龙首次正式访

问俄罗斯。马克龙在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言时称，希望俄罗斯留在欧洲委员会中。马克龙在与
普京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法国认可莫斯科追求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强大㱄导力。他指出，
莫斯科想追求㱄导权就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马克龙提议普京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共谋对
策，他表示，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可以建立新合作模式，这样的方法符合两国利益。马克龙
还承诺如果法国打进世界杯决赛，他将赴俄观看比赛，并与普京再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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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受法国电

- 15 5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

台专访，呼吁俄罗斯与欧洲加强合作关系，强调俄罗斯也是一个欧洲国家。

马克龙指出，他非常重

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两国人民也经常沟通，并彼此欣赏。谈及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马克龙承认与他有不少分歧，但法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密。


݈球网5月28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28日援引法国《星期日报》报道，法国

总统马克龙日前首次动用其任内总统特赦权，对一名73岁的在押女杀人犯实施减刑。


݈球网5月31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30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政府日前

将福利䁪革列入计划，可能将䁪变、甚至终结许多福利措施。此次䁪革的内容大致包括：鼓
励残疾人工作，提高“准入”标准，以节省补助金的发放;收紧老人津贴发放范围，考虑相
关人员已享有的其它福利及其财产状况;审核学生家长收入，进一步减少房补发放。


݈球网5月31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31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继法国前总统

萨科奇受到司法调查两个月后，其任内财政部长、曾任其竞选团队财务长的埃里克•韦尔特
(Eric Woerth)也因涉嫌参与2007年大选期间的利比亚“黑金案”，于30日遭到起诉。

英国


海外网5月3日，据英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2日，英国脱欧委员会就脱欧事宜重

要一݈——关税同盟问题进行了讨论。报道称，脱欧
共，但对具体实施方案有着分歧。脱欧

组与政府部门就脱离关税同盟达成了

组希望建立新模式，以取代英国在关税同盟方面

的成员资格。政府部门则希望英国与欧盟建立新的海关合作关系。但《每日邮报》称，“新
海关合作关系”提案遭到60多位议员反对。此外，英国还有另一种选择。该方案下英国可以
不遵守欧盟关税，直接与非欧盟成员国交易。但该方案面临巨大的运行成本。欧盟方面对于
上述两个方案都ᦙ反对意见。


݈球网5月4日，俄塔社5月4日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日在脸

书发文，䆺数英国政府有关“斯克里帕尔事件”的三大谎言。第一大谎言是，英国专家确认
制备毒杀斯克里帕尔的化学毒剂的国家。但以英国波顿当实验室(Porton Down)负责人为代
表的英国专家已经正式否认了这一点。第二大谎言是，俄罗斯因斯克里帕尔曾经的“对俄不
良行为”而有毒杀后者的动机，俄罗斯已对此进行否认。第三大谎言是，毒杀斯克里帕尔的
高纯度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只能在俄罗斯制造。但捷克总统泽曼日前援引情报部门的报道
证实称，捷克国防研究所曾生产并试验相关毒剂。


݈球网5月6日，继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也成为“劝

特队”新的一员。据英国广播公司6日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已启程前往华盛顿，对美进行为
期两天的访问。鲍里斯此行旨在力劝特朗普不要“毁掉”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球网5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5月6日启程赴美，对美进行为期2

天的访问。他当日在《纽约时报》发署名文章认为，在所有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得到核武器的
现有选项中，伊核协议的缺点最少。力劝美国切勿退出伊核协议，并将伊核协议看作是限制
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镣铐”，呼吁美国最明智的做法是䁪进“镣铐”，而非解除“镣铐”。


观察者网5月10日，据英媒消息，当地时间5月9日，在英国的下议院议会上，英

国首相特蕾莎· 梅表示英国一直认同白头盔组织的活动，并且（在美国中断对白头盔资助后）
将会继续ᦙ白头盔，并称会让国际发展大臣在将来


情况给予白头盔一定程度上的协助。

݈球网5月14日，据英国路透社5月14日报道，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的㱄

导人安德鲁•帕克表示，英国和欧盟必须在英国退欧后建立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以挫败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袭击，并应对“俄罗斯颠覆西方民主国家的恶意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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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网5月14日，据英国路透社5月14日报道，英国议会5月14日的一份报告显示，

英国可能在脱离欧盟后失去对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影响，并敦促英国为未来与欧盟的合作
提出建议。英国上议院欧盟对外事务

组委员会的报告称，欧盟的共同安全行动对英国外交

政策有重大影响。报告提到：“退欧后，英国或许能够继续参与其中，但它将不会像目前这
样参与到发展、规划和任务㱄导方面。”该

组委员会主席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与欧盟在

更广泛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上保ᦙ接触，英国应该寻求在欧盟的规划和决策机构中拥有谈判观
察员身份。


݈球网5月15日，据路透社5月15日报道，苏格兰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称，苏格兰独立在实现之前永远都是个议题。施特金还表示，当英国与欧盟的脱
欧协议较为明朗的时候，她将就苏格兰下一次的独立公投公布更多䆺节。


݈球网5月16日，彭博 社报道称，英 格兰银行副行长 本· 布罗德本 特(Ben

Broadbent ) 在15日《每日电讯》的采访中将英国经济描述为“更年期状态”，这个比方被
指含性别歧


和年龄歧

。布罗德本特不得不出来道歉!

中新网5月17日，据外媒报道，1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否认了有关英国考虑

留在关税同盟的报道。她表示，将就未来的关税协议与欧盟进行谈判。她表示，英国政府的
目标是出台独立贸易政策，但同时不希望与爱尔兰重设“硬边界”。


݈球网5月17日，据英国路透社5月16日报道，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委员会在16

日表示，英国政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增长战略”不足以达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
变化目标。


݈球网5月22日，据彭博社5月22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表示不

排除脱欧后加强对俄制裁的可能。约翰逊表示，在没有获得其他欧盟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
英国无法自由决定制裁机制。他暗示，脱欧后，英国就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


݈球网5月22日，5月21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了名为《莫斯科的

黄金：俄罗斯在英国的腐败》的报告，呼吁英国政府对大量与俄权力机构相关，以及侵犯人
权的个人实施并加大制裁。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英国议会的报告是朝不
友好和不公平竞争方向发展的例行步骤。


݈球网5月22日，据英国路透社5月21日报道，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5月21

日表示，隐藏在英国资产中以及通过伦敦城金融机构洗钱的俄罗斯资金，破坏了英国政府想
要采取强硬政策以应对俄罗斯“富有攻击性的”外交政策而采取的努力。“这种‘脏钱’对
英国外交政策利益可能形成的破坏程度，要比允许俄罗斯通过金融城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更
大。”该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说。同时该委员会还建议，为针对俄罗斯的洗钱行为，
英国应该与国际盟友合作。


参考消息网5月23日，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5月22日报道称，英国警告欧

盟，如果它无法从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获取关键的防御级数据，它将建造自己的卫星
导航系统。国防大臣加文· 威廉姆森在为《每日电讯报》撰写的文章中指出，英国可以单独
研发，也可以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其他国家合作，打造卫星导航能力。他还暗示，英
国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自己研发新一代战斗机，进一步强调了英国脱欧后伦敦和欧盟之
间在国防合作方面的紧张关系。


݈球网5月25日，英国政府脱欧谈判表现被指“糟糕”，公民纷纷争当德国人。

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24日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23日表示，受到英国将于2019年脱离欧
盟影响，2017年英国护照ᦙ有者成为德国公民的人数激增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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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网5月30日，据法国《欧洲时报》5月30日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北爱

尔兰民众ᦙ续留在欧盟的比例已攀升至69%。

其他


中新网5月2日,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意大利国家社会劳动保障局日前

发布通知称，根据意大利第三次延迟调整退休年龄法案，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意大利法定
平均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6岁零7个月，或66岁零11个月。并以此幅度逐年递增。法案规定，
从明年1月1日起，意大利民众退休年龄将调整为67岁，特殊职业和岗位的退休年龄将增加到
71岁。意大利政府根据该法案，每年将递增几个月的社会平均退休年龄，直至达到70岁或71
岁。据悉，欧洲成员国目前法定退休年龄多数国家为67岁。德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丹
麦和冰岛等国退休年龄均为67岁；奥地利和葡萄牙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为65岁和66岁；法国
法定退休年龄为61.2岁，比利时和卢森堡均为60岁。几年前的意大利法定退休年龄男性为
62.5岁，女性为62岁。


新华社5月10日,匈牙利国会10日选举欧尔班· 维克托为匈牙利总理，这是欧尔

班第四次当选匈牙利总理。当天，国会以134票赞成、2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选举欧尔班为新
政府总理。反对党社会党、民主联盟、绿党 LMP 党的议员没有参加投票。欧尔班宣誓就职后
发表讲话说，匈牙利政府将是自由的匈牙利人和主权国家匈牙利的政府。我们想要一个强大
的欧洲，我们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我们，但欧盟应该是自由国家的联盟，必须放弃“欧洲
联合国”的噩梦，必须回到现实。欧尔班同时再次强调反对强制性移民㞾额，要为保卫边界
而斗争。


݈球网5月28日,俄罗斯卫星网5月28日援引美国政客网站(Politico)报道称，波

兰国防部表示，华沙

意为在该国境内部署美军常驻基地付20亿美元。据称，华沙

意“分

担国防开负担，并做出对美国政府更为有利的决定。”


中新网6月1日,据外媒报道，5月31日，在意大利五星运动㱄导人和联盟党㱄导

人于5月31日达成协议之后，孔特再度被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任命为总理。孔特在接受任命
后发表简短讲话说，将努力实现联盟党和五星运动联合政府协议中包含的所有政治目标，并
将努力䁪善所有意大利人的生活条件。随即，孔特宣布了意大利新政府的组成，新政府将于
当地时间6月1日宣誓。新政府中，五星运动的㱄导人迪马约和联盟党的㱄导人萨尔维尼都在
新政府中担任副总理的职务，除此之外，萨尔维尼还兼任内政部长，而迪马约则是经济发展
部部长。至于ᦙ疑欧立场的经济学家萨沃纳，则被任命为欧洲事务部部长。意大利经济和财
政部部长的职务则由政治经济学教授特里亚担任，特里亚主张意大利继续留在欧元区。新政
府宣誓之后，还需要在国会通过信任案投票，不过，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起来后在国会两
院都是多数，新政府信任案的通过应该是问题不大。

欧洲经济


݈球网5月15日，据法兰西24电

台5月15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全国统计和

经济研究所(INSEE)当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该国2018年一季度私营企业新增就业岗
位5.79万个，增幅约为0.3%，较2017年同期增速有所放缓。


݈球网5月17日，据法国媒体“欧洲第一电台”5月16日报道，法国最新统计显

示，截至2016年底该国退休人员已超过1610万，每人每月平均㱄取养老金1389欧元（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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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5月23日,欧盟理事会22日经讨论会决定，授权欧盟委员会与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就自由贸易协议启动对话。保加利亚经济部长埃米尔· 卡拉尼科洛夫说，这一决定向
全球展示，欧盟致力于“开放、自由贸易和全球合作”。根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欧盟目前分
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新社5月31日,布鲁塞尔时间31日下午，美国宣布6月1日起将对欧盟输美钢铁

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随即在一份公告中称，他对美国的
决定表示关切，美国这些单边关税毫无正当理由，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左，“简言之，就是保
护主义”。容克称，近几个月欧盟一直表示

与美国磋商䁪善双边经贸关系的举措，但也明

示不会在威胁下谈判，如今美国决定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欧盟“别无选择”，只能将此案
诉至世贸组织，并对美国输欧产品加征关税。


中新社5月31日,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赛贝特31日发表声明称，德国联邦政府“拒

绝接受美国强加的钢铝关税”。德方认为这一单边行为是“违反法律的”，其所援引的“国
内安全原因”不足以撑这一行为。赛贝特表示，欧盟已作好必要准备，能够实施相应的反
制措施。


新华社5月31日,欧盟统计局5月31日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份年

化通胀率从4月份的1．2％大幅上涨至1．9％，为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欧洲中央银
行设定的略低于2％的通胀目标。5月份通胀率上涨主要归因于能

价格上涨。

国际综合
美朝首脑会晤


中新社5月10日,朝中社当地时间10日报道称，朝鲜最高㱄导人金正恩当地时间9

日会见访朝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双方就即将举行的朝美峰会达成“满意共”。金正恩表
示，即将进行的朝美首脑会晤和会谈将是推动朝鲜半岛形势积极发展、为建设美好未来迈出
良好第一步的历史性会晤。蓬佩奥表达了

为朝美峰会取得成功积极努力的决心，对金正恩

在其访问平壤期间予以盛情款待以及进行了有益的会谈并达成充分协议表示

谢。另外，金

正恩接受特朗普关于㒚放被朝鲜扣留美国人的正式建议，答应下令实施特赦遣返。特朗普9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朝鲜已经㒚放3名遭羁押的美国公民。


新华网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美朝㱄导人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

加坡举行。


中新社5月24日,据联合国网站24日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宣布取

消预定于6月中旬举行的美朝㱄导人会晤深表关切。他敦促Ϣ方继续进行对话，找到实现朝
鲜半岛和平与可核查的无核化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致信朝鲜最高㱄导人金正恩称，
鉴于朝方近期展现出的“愤怒与敌意”，他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㱄
导人会晤。


中新网5月28日,据外媒报道，原定于下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会晤准备一

波三折。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宣布取消美朝峰会，随后又䁪口称会晤仍有可能在原定时间举
行。美朝峰会的变数始于24日，特朗普致函金正恩，宣布取消计划下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
对此，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发表讲话，表示美方取消会晤的决定不符合国际社会希望
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

望，但朝方

意随时以任何方式与美方坐在一起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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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随后，特朗普于25日回应称，这是朝方作出的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他说，朝方想要举
行此次会晤，美方也ᦙ同样的态度，但Ϣ方都有自己的谈判策略。特朗普表示，此次会晤仍
有可能按原计划于6月12日举行。美国白宫方面26日表示，为美朝㱄导人会晤做准备的白宫
先遣团队将按原定计划前往新加坡。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说，美方工作团队已抵达朝鲜，为
美朝㱄导人会晤做准备。

朝韩关系


央

新闻客户端5月1日,韩朝首脑4月27日会晤时商定，从5月1日起中断边境地

区针对对方的扩音广播、气球传单等一切敌对行为，开启半岛和平新时代。从5月1日起，韩
国军方拆除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对朝扩音广播设备。


݈球时报5月17日，朝鲜16日凌晨宣布取消定于当天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以

抗议美韩从11日开始举行的“2018超级雷霆”联合空中战斗训练。朝中社发表的公报指责美
韩这次演〱是对板门店宣言的公然挑衅。公报还表示要对提上日程的朝美峰会深思熟虑。朝
鲜一名副外相随后于当天说，朝鲜对只强求平壤弃核的对话毫无兴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朝

鲜第一次取消北南对话并威胁取消朝美峰会，这增加了美朝对话前景的不确定性。


参考消息网5月25日,在韩中美俄英五国30名记者的见证下,朝鲜24日以炸毁坑

道的方式砀全拆除了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里的核试验场。韩媒称，朝鲜率先为砀全无核化迈
出第一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朝鲜拆除核试验场表示，这是朝
鲜有关无核化的首个举措，期待这成为实现砀全无核化的契机。



央

网5月27日消息，26日，朝鲜韩国㱄导人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会

晤，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和举行美朝㱄导人会晤交换了意见。这是文在寅与金正恩继4月
27日首次会晤后，第二次举行会晤。金正恩

谢文在寅为预定于6月12日举行的朝美㱄导人

会晤付出的努力和辛劳，并就历史性的朝美㱄导人会晤表明“坚定的意志”。报道说，金正
恩和文在寅一致认为，双方应互相信任、体谅和共同努力，保证

快履行《板门店宣言》。

双方同意，于6月1日召开北南高级别会谈，快速推进双方军方会谈、红十字会会谈等。文在
寅今天上午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朝双方希望6月12日美朝㱄导人会晤能够成功举行，并
再次明确应

快履行《板门店宣言》。文在寅说，他向金正恩介绍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会晤结果，传达了特朗普的意 ，即只要朝方实现彻底无核化，美方将终止与朝鲜敌对关系，
并与朝方进行经济合作。

其他


外交部网5月1日，5月1日上午，中多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在中多建交公报签署前，多米尼加发布总统公告，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与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新华网5月2日，摩洛哥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布里达1日下午宣布，摩洛哥与伊朗

断绝外交关系。


中新网5月2日，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美国白宫当地时间4月30日发表声明

表示，总统特朗普

准了《贸易扩张法》第232条的修正案。韩国在加拿大、墨西哥、欧盟

等7个被美国暂缓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中，成了唯一砀全获得关税豁免待遇的国家。据报道，
修正案同意对韩国生产的钢铁产品免征25%高额关税，但同时韩国需把出口美国的钢铁产品
的总量控制在268万吨(2015年至2017年平均出口量的7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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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时报5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7日中午宣誓就职，正式开启新一

届为期6年的总统任期。这也是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将执政到2024年。俄罗斯7日公布的最
新民调显示，大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普京的最主要成就是恢复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欧洲时报5月8日，朝鲜最高㱄导人金正恩5月7日至8日访问中国大连，并同中共

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〱近平进行会晤。法新社ᴹ论称，在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
行峰会之前，中朝两国正力图展示紧密关系。这是金正恩上任以来、同时也是一个半月时间
里的第二次访华。今年三月底，金正恩同〱近平在北京进行了两人上任以来的首次会晤。


央

网5月9日，当地时间5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第七次中日韩㱄导人会议。李克强表示，中日韩作
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引㱄区域一体化进程、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三方应抓住机遇，扩大利益融合，努力推动地区ᦙ久和平
与共同繁荣。李克强强调，我们一致欢迎朝鲜半岛核问题重新回到对话解决的轨道上来。安
倍晋三表示，三国是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均ᦙ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推进人员往来，加强
教育、旅游合作，推动地区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日中韩三国应同国际社会共同合作，
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文在寅表示，三国是不可分隔的合作伙伴，希望今后定期召开㱄导人
会议，实现制度化、机制化。在实现半岛和平进程中，中日两国不可或缺。半岛和东北亚必
将迎来和平与繁荣。三国应充实务实合作内容，推进݈保、医疗、能


、抗灾等㱄域的合作。

新华社5月10日，刚刚率㱄反对党阵营赢得马来西亚大选胜利的前总理马哈蒂尔

10日晚在国家皇宫宣誓就职，时隔15年后再次担任总理。92岁高龄的他也成为目前世界上最
年长的政府㱄导人。


中新社5月14日,塞拉利昂当地时间12日在首都弗里敦国家体育场举行总统朱利

叶斯· 马达· 比奥就职仪式。中国国家主席〱近平特使、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出席就职仪
式。


海外网5月15日,据韩联社报道，美国设在耶路撒冷的驻以色列大使馆在当地时

间14日举行开馆仪式。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引发巴勒斯坦强烈抗议。巴勒斯坦
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参加开馆典礼。同时，作为对美国的回应，巴㱄导层还决定重新启用1967
年被以色列解散的东耶路撒冷市政府。


中新网5月16日,综合报道，巴以双方过去两天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巴勒斯坦

人焚烧轮胎抗议美国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军则向示威者开火和发射催泪弹。这场
血腥冲突已导致至少6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400多人受伤。这是2014年巴以在加沙开战以来
最血腥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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