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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学术研讨会综述
◎ 学会联合举办“后欧洲大选时代的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
◎ 学会联合举办“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学术研讨会
◎ 学会联合举办“16+1 合作”与中东欧问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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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洲学会 2018 年年会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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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Dilemma and Prospe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thin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 Competitions”

☞

SIES held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after General Elections

in Europe”
On the afternoon of June 8th 2018,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 China-Europe Relations after
General Elections in Europe” was held in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hich was jointly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SS)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f
this symposium were focused on three major topics: 1) political ecolog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s in EU member states, 2) the policies of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towards China after
these elections, and 3)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B&R initiative. Over 2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of Shanghai took part in this
symposium.

☞ SIES held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Dilemma and Prospe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thin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 Competitions”
On June 9th 2018,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Dilemma and Prospe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thin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 Competitions” was held in the 104 Conference Hall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Fudan University. This symposium was jointly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ver 30 domestic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ymposium.
Prof. WU Xinbo,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made an opening speech.
Prof. CHEN Zhimin, Vice President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ade concluding remarks for this symposium.

☞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16+1” cooperatio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On June 14th 2018, a symposium on “16+1” cooperatio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was held in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ymposium was jointly held by the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was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Over 30 scholars from Beijing and Shanghai took part in this
symposium.
☞ Ambassador SHI Mingde gave a lecture on current situations
On June 19th 2018, a lecture meeting was held in Tongji University. This meeting was joi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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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German Studies of Tongji University,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r. SHI Mingde, who is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Germany, was invited to come to the meeting and gave a lecture on the topic of
“current China-Germany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Over 40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is meeting.
☞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Studies held its annual meeting of 2018 in Guangzhou
From June 22nd to 23rd,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Symposium on “Re-initiation of German-Franco Axi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were
held in th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Prof. WU Yikang, Adviso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was invited to mak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is conference.
Many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ook part in this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including: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SIES, Prof. DING Chun, Prof.
ZHENG Chunrong, and Prof. YANG Fengmin, vice presidents of SIES, and Dr. CAO Ziheng, Supervior of
SIES.
☞ European News (2018.06.0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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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学术
研讨暨报告发布会综述
2018 年 6 月 9 日，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联合
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研讨暨报告发
布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1来自国内 30 多位研究欧洲问题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
从全球竞争新格局与欧盟的困境与前景两个维度，欧盟、成员国、跨国与国际四个层面，对
欧盟面临的特定、具体和实质性的困境及其可能的未来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讨。本次会议
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澎湃新闻网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与支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确实进入了竞争新格
局。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政，当下全球竞争很重要一方面就是地缘经济竞争，这种竞争
不是简单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还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的延续，现在的很
多问题还是当时的危机引起来的问题，比如联合国贸发会报告指出全球化之路放慢，海外投
资增长的大幅下降，这都应该放到 2008 年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第二，这一轮竞争
是由美国挑起的，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本来是当前格局的奠定者、执行人和塑造者，但现在
美国下决心打破这样一个格局，不管是中国这样新兴的大国，还是欧盟这样老牌的盟友，基
本上都是按照“亲兄弟、明算账”的办法，经济上该怎么算还是怎么算，应该讲还刚刚开始。
当下这个竞争新格局，很可能带来一个大格局的重组和秩序的调整，关键是塑造这个格局和
秩序的带头人美国的想法变了，它的利益算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一来大家可能都要做出
相应的调整。第三，欧盟处于困境之中，现在日子确实不好过，内忧外患，和俄罗斯、美国、
中国关系的竞争性越来越强，而且内部缺乏想象力、行动力和凝聚力。现在的欧盟还是不是
我们熟悉的欧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用新的眼光看待欧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古斯塔夫·盖拉兹（Gustaaf Geeraerts）教授在主旨
发言中指出，欧盟在过去 10 年经历了艰难时间，一方面全球环境变化给其带来了严重挑战，
另一方面内部问题接二连三。概括来看，欧盟主要面临八大关键挑战，即变化了的全球环境、
经济危机的后遗症、难民危机、英国退欧问题、民粹主义、中东欧国家的非自由化转向、俄
罗斯与恐怖主义的进犯、合法性危机。欧盟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统一、集体的方法，但现
在看来比较困难。
在由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主持的“欧盟层面的挑战与前景”专题讨论中，复旦
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古斯塔夫·盖拉兹教授围绕“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欧盟作为变
革性力量的局限性”、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吉磊助理研究员围绕“欧盟的‘合法性赤
字’：机构改革的僵局”、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孔凡伟副教授围绕“欧洲政治一体化
的挑战：以‘财政联盟’为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骥副教授围绕“欧盟
内部的权力平衡：
‘法德轴心’能否良好运转？”、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
副教授围绕“疑欧主义：欧盟如何应对？”作了主题发言，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研究
员和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作了精彩点评。伍贻康研究员认为，欧洲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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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目标与现状越来越脱节、离散，改革的动力不足。欧
盟的合法性和民主赤字问题，由于其精英产物和体制的性质，决定了无法解决，而且随着形
势的发展，该矛盾看来越来越深重。欧洲一体化就是在法德轴心的推动下产生、发展并走向
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但现在，又由于德法轴心越来越无力，几乎处于
对一体化发展没办法发挥作用、离期望越来越远的状况。在问题越来越复杂，危机越来越频
繁的情况下，欧盟最需要的是定力，是否有领导力量扭转欧盟凝聚力不足、离散性增强的状
况。现在德法轴心无法做到。法国的经济无法支撑一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马克龙看似有一
定的民意支持，但其实处于一种想强势但无法真正强势的情况。德国经济力量比较强，但由
于默克尔第四任期是很弱势地勉强当选总理，很难形成稳固的德法轴心对欧盟发挥引领作
用。当前情况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仅靠一个德法轴心已经不够，要有一个多国轴心。但现
在欧盟德、法、英、意、西、波六大国都出现了问题。过去的欧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
大变局中发挥一极的力量，现在的欧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大变局中仍然成为一极的力量。
杨逢珉教授认为，经济是最基本问题。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经济联盟这样很高的程度，但
再要实现财政联盟会相当难，绝非凝聚共识和培育认同那么简单。另外，欧盟应该增加英国
脱欧成本，以儆效尤。
在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教授和上海市国际关
系学会秘书长方晓博士主持的“成员国层面的挑战与前景”专题讨论中，清华大学国际关系
学系刘力达博士围绕“从科索沃到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的合法性边界何在？”
、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臧术美讲师围绕“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前景：
‘政治正确性’
的限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李冠杰助理研究员围绕“英国脱欧谈判：如何冲击
欧洲一体化？”、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丽燕博士后围绕“欧盟的“反叛者”：从波兰到
匈牙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安风（Andrea Ghiselli）讲师围绕“‘双速’
或‘多速’？关于欧洲一体化模式的争议”作了主题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忻
华副教授提交了题为“极端政党崛起：对欧盟对外经济关系的冲击”的文章，同济大学德国
研究所所长郑春荣教授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作了精彩点
评。郑春荣教授认为，欧盟现在除了在经济上面临地区发展差异和获得感低的问题外，还在
文化上面临着外来文化冲突，在安全上面临着战略文化差异的问题。张迎红研究员认为，德
国具有生产型市场特点，英国具有交易型市场特点，双方经济逻辑不同，存在冲突。德国这
种市场特点主导了欧洲大陆。中东欧被纳入进这种市场后就很难脱离。
在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的“跨过层面的挑战与前景”专题讨论中，上
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赵国军助理研究员围绕“安全之殇：防范恐怖主义的本土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龙静助理研究员围绕“文明的冲突：当基督徒遭遇伊斯兰
主义？”、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姚旭助理研究员围绕“数字管理与安全：欧盟的数字政策及
其挑战？”作了主题发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娜副教授提交了题为“难民之痛：
有效治理机制如何形成？”的文章，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丁纯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会
长徐明棋研究员作了精彩点评。丁纯教授认为，欧盟面临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袭击等诸多挑
战。难民危机高峰已过，但解决难民危机要有一个过程，难民危机的影响会相当深远。应对
恐怖主义挑战一是要搞清恐怖主义怎么来，二是做好怎么防。需要认清恐怖主义是极端势力
发起的一种不对称反击，并追寻其原因所在。徐明棋研究员认为，欧盟是一个软实力非常强
的行为体，它在社会治理、政治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很多理念都是超前的。和在环境治
理领域一样，欧盟在数字治理领域已经提出了比较清晰的治理原则并把它变成法令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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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由于欧洲是一个大市场，与其他区域具有十分广泛的联系，所以欧盟在数字治理上的理
念规则对于今后在全球范围形成的数字治理原则和规范会有很重要的引领作用。欧盟首先对
个人数据进行严格保护，在此基础上根据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公共领域和社会利益进行界限划
分、实施相应的管理。不同国家由于发展程度和发展道路不同，对数字治理的理解也会有很
大不同。但需要看到，欧盟的数字治理原则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甚至会与其他
国家产生利益冲突。对此，中国需要积极参与数字治理全球规则的制定，不能只是被动接受。
在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主持的“国际层面的挑战与前景”专
题讨论中，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围绕围绕“‘东扩’之路：和俄罗斯
较量？”、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助理研究员围绕“‘睦邻’之计？欧盟中东
与北非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简军波副教授围绕“逆全球
化中的欧盟：自由民主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
学院谢晓燕副教授围绕她与该院杨晓燕副教授共同撰写的“欧美之争：跨大西洋关系面临挑
战”作了主题发言，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和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玉刚教
授作了精彩点评。陈志敏教授认为，与 21 世纪初相比，欧盟现在的周边环境更加恶化，陷
入到混乱之中。在此过程中，欧盟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责任。欧盟作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力量，
不能把问题都归罪到其他相关国家。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既由于自己的过于自信，也缘于
对俄罗斯的过于低估，不断东扩引起俄罗斯反弹和反击。欧盟对中东北非地区的政策有一个
反复。英法以欧盟名义对中东北非进行军事干预可以引发我们对欧盟及其成员国行为体角色
与作用的思考。如果欧盟必须一致才能行动，英法不能以欧盟名义进行军事干预，那么后来
的大规模难民危机是否可以避免。陈玉刚教授认为，当前很多国际事件和热点既有一种似曾
相识，又有一种变化加快的感觉，需要我们把握其中变与不变两方面的因素。在研究欧洲问
题时，美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因素。同时，要注意欧盟内部秩序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比
如东欧国家是否存在痛苦的困惑，即发现加入欧盟后由于利益与权力结构的原因其自主性下
降。这些国家是否会在若干年后再来一次觉醒？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整个报告结构设计逻辑性较强，涵盖了
欧盟面临外部挑战下四个比较核心的方面。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充实，比如增加对经济方面挑
战的分析，还需要对各个挑战的性质要有更加精准的定义、对每个部分做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简军波副教授为这份报告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份报告是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与欧洲学会的合作
成果。中心与学会的合作非常多，仅在合作做比较系统的报告方面，这就已经是第二次。上
海欧洲学会的很大作用就是特别支持上海的欧洲研究青年学者的成长，开展了很多活动，做
了很有意义的努力。这份报告也是上海欧洲学界青年学者合作的很好尝试，同时也请了其他
地区欧洲研究青年学者的加盟。这份报告还体现了结构化合作的尝试，具有比较好的顶层设
计。欧洲研究国家、领域、问题都多，有必要聚集整合各专业学者的力量。今后可以对欧洲
化、再国家化、去欧洲化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内部原因、对欧洲发展形成的综合结果，
加强研究，在此过程中需要重视前景推演的方法、核心观点和概念的归纳总结。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就报告指出，复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与上
海欧洲学会的合作成果令人鼓舞，也看得出国内尤其是上海欧洲研究中青年学者十分努力，
学会作为一个平台愿意继续为大家的学术研究和合作创造更多机会，提升研究视野和水平。
欧盟现在面临困境，但其作为重要国际行为体，世界影响不能低估，如果其再次出现一体化
倒退等大的危机，必将给全球带来重要影响，反之，如果其一体化能够继续推进，在软实力
上凝聚成员国间共识，推动国际治理新概念，也会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中欧之间关联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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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欧洲，无论对中国未来发展，还是对全球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都很有必要。
（杨
海峰 简军波）

简讯
＊6 月 8 日下午，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举办的“后欧洲大
选时代的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会议围绕欧盟各国大选后的政治生态与
欧洲一体化、后欧洲大选时代的欧盟及成员国对华政策、中欧关系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三个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来自上海各高校及研究机构 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6 月 9 日，“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 104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主
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国内 30 多位学者出席此次会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院长吴心伯教授致辞，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作总结
发言。
＊6 月 14 日，
“16+1 合作”与中东欧问题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华东
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上海 30 多位学者参加。
＊6 月 19 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欧洲学会在同济大学联合
主办形势报告会，邀请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先生作“当前中德、中欧关系”主题报告。约
40 名学者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6 月 22-23 日,中国欧洲学会 2018 年年会暨法德中心重启与欧洲一体化未来研讨会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我会顾问伍贻康教授应邀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上海欧洲学
会徐明棋会长、丁纯副会长、杨逢珉副会长、郑春荣副会长、曹子衡监事等多名会员出席。

欧洲动态 （2018 年 6 月 1 日—30 日）
中欧关系


外交部网站6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鲁塞尔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共同主持第八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15年来，形成了各领域全方位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日趋
抬头，中欧作为国际格局中的两支稳定力量，理应加强战略沟通，促进战略互信，深化战略
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多边主义进程和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王
毅表示，中方愿与欧方一道筹备好将于下月在华举行的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确
保会晤取得积极成果，对外发出中欧致力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的
积极信号。中方愿进一步与欧方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促进相互投资，共建“一带
一路”，加强多边合作。莫盖里尼表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面临挑战日益增多的背
景下，欧中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欧方完全赞同中方看法，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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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战略协调，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并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符合双方利益，符合世界利益。莫盖里尼表示，经过15年发展，
欧中各领域对话合作达成前所未有的高度。双方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协调密
切。欧方愿将欧洲投资计划和亚欧互联互通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形成合力。国际
杜会高度关注即将召开的第二十次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确保会
晤成功，取得务实成果，对外发出支持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的
强烈信号。


外交部网站6月2日，当地时间2018年6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鲁

塞尔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德尔斯。雷德尔斯表示，比方高度重视中国日益上升的
国际影响，赞赏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比投资经营，促进两国
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形势下，比方希望与中方加强在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
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自由贸易体系。


环球时报6月5日，德国电视二台4日报道称，德国最大工会——金属行业工会近

日对中国投资发出警告，称德国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目标，中国看上的是
德国的关键技术，德国需要制定迅速有效的战略。有中国问题专家批评该工会的警告“夸大
其词”，相反，被中国投资者收购的德国企业发展良好，还打开了中国市场。


环球时报6月5日，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麦吉尼斯近日接

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达出对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中英两国在“一带一路”上
广泛合作的期待。他称，金融城“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


环球时报6月5日，据香港《南华早报》4日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帕利3日在新加

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下周将在南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3日也在新加坡表示，英国今年将向亚太地
区派出3艘军舰，向该地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发出“最强烈信号”
。


商务部网站6月7日，由商务部主办的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

会议在浙江宁波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深化16+1经贸合作”，中东欧16国的经贸部长或
代表率团与会。钟山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中欧合作的有益补充，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经贸合作成果。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将
“16+1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融入欧洲经济圈的一个重要接口。会议一致通过了《中
国—中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决定建立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官员研讨交流机制，并宣布在宁波正式启动建立首个16+1经贸合作示范
区。


新华网6月8日，希腊全球签证中心6月7日在北京举行开幕典礼。希腊全球签证

中心董事长埃莱夫塞里奥斯•伊科诺姆表示，希腊全球签证中心将尽一切可能提供服务，满
足想要去希腊旅游的中国游客的签证需求。在华的签证申请中心将用最快的方式完成签证，
多数签证申请将在一周内完成，最快可以在两天内完成。


观察者网6月17日，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法国参议院议员发布题为《对法

国而言，“一带一路”是简单的经济标签还是世界新秩序？》的报告。法国参议院网站公布
的报告显示，撰文的参议员们以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国为例，介绍了“一带一路”在国际上
的成功落实情况，详谈了“一带一路”的前景以及他们认为其中“模棱两可”的地方。报告
的其中2位撰写者——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与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阿利扎尔（Pascal Allizard），
以及该委员会成员、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秘书茹尔达（Gisèle Jourda）表示，
“欧盟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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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法国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与中国）建立商业互惠关
系，进而推动欧盟也行动起来。”


搜狐网6月20日，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共同在北京发布了2018年

《商业信心调查》年度报告。此次报告显示，尽管受访欧洲在华企业在2017年有不错的财务
表现，但是在华经营却感到越发困难。这种现象形成了中国日渐成熟的经济形势与相对滞后
的监管环境之间的矛盾。欧洲企业希望看到那些能解决他们担忧的具体措施得到落实。
《中
欧投资协定》的成功签署将释放明确的信号，表示中国愿意履行承诺，为在华企业打造积极
的营商环境并帮助欧洲投资者对扩大在华经营建立信心。57%的受访企业表示，如果中国拥
有更开放的市场，他们将会增加在华投资。


环球网6月21日，英国内阁大臣正出手干预一起与中资有关的收购案。根据英国

《太阳报》6月19日报道，英国商务大臣格雷格•克拉克本周正加紧阻止一起对英国北方航空
航天公司的收购。该国官员宣称，格雷格这一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行动，是在国防大臣
加文•威廉姆森的紧急建议下进行的。英国国防官员们非常担心这笔交易“会让中国获得一
系列敏感的设计机密”。


环球时报6月22日，英国路透社20日发表对罗马教皇方济各的专访。教皇在采访

中表示，梵蒂冈与中国的谈判进展良好，他对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感到乐观，
“中国有古老、
悠久的文化，非常有智慧，我尊重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表示，中梵之间一直
保持着有效接触。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也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愿同梵
方相向而行，推动双方建设性对话和关系改善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


欧洲时报6月25日，据法新社25日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于周一结束对中国为期

四天的正式访问，中方解除自2001年以来因疯牛病对法国牛肉实施的进口禁令，并确认数额
巨大的空客订购承诺。双方共签署涉及科学、医疗、旅游及能源领域的18项协议。此次访华
共有50名企业领袖随访，其中包括二十多名初创公司代表，充分体现了法方希望在双方大型
企业合作之外发展更多样化的交流合作。菲利普表示，“这次访问使得双方的合作获得了实
质性的推进”。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一与菲利普会晤时，对法方强调新型多边主义的立场表示
赞赏。李克强强调应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双赢”的伙伴关系。


新华社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理菲利普。

习近平欢迎菲利普访华，指出马克龙总统和总理先生在半年内相继访华，体现了法方对发展
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法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强调，中法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
要强化伙伴意识，坚持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充分发
挥中法各个对话交流机制和平台作用，增进相互了解，深化互信。要着力深化务实合作，尽
早落实已达成的各项合作共识和协议，发挥好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培育新的合作
增长点。中方赞赏法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愿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
现“一带一路”倡议同法国和欧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双方要共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公平
正义，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努力，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菲利
普表示，马克龙总统年初对中国成功的访问，再次彰显了法中战略合作的重要性。法国对法
中关系充满信心，愿继续深化两国经贸、文化交流，推进民用核能、航空航天等战略性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合作设想，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
独立自主的政策，在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今天，拥有稳定的合作伙伴非常宝贵。法方愿同中
方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加强欧盟同中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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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6月27日，路透社27日报道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初见成效，而伙伴

国难以跟上形势，现有基础设施无法跟上与其增速。受益于这些铁路贸易的东欧边境城市担
心班列被其他转运枢纽“抢走”
，正在想方设法的升级自家设施，以减少铁路网拥堵，提高
运输效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6月25

日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共同主持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双方围绕“支持和
推动全球化，深化和扩大中欧合作”主题，进行了深入、务实、高效和富有成果的讨论，就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数字经济、电子
商务、循环经济、防治白色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农业、金融业合作等达成了一系列丰硕成
果和共识，为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经贸部分做了充分准备。


外交部网站6月2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与到访的塞浦路斯司法部长尼科拉乌

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引渡条约》。

欧洲政治外交


中新社6月2日,针对意大利新政府上台前夕引发争议的债务减免问题，德国总理

默克尔2日明确表态拒绝这一选项。她表示，欧元区的内部团结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通向一
个分摊债务的联盟”。据德媒报道，意大利新政府由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和极右色彩的北方
联盟共同执政。在新政府上台前，关于执政党或将寻求令欧盟减免其2500亿欧元债务的消息
便引发市场关注。2日，默克尔向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她将不会揣测意大利
新政府的意图，而是带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与之接触并共事。针对意大利现执政党领袖此前关
于意大利在欧元区去留问题的表态，以及意大利“不是德法奴隶”等言论，默克尔回应称：
“如果我们能就事论事地展开对话，这样对所有人都更有利”。默克尔当天再度强调了坚持
欧元区各国之间内部团结的态度。不过针对意大利国内希望减免债务的声音，她亦警告称，
这种内部团结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发展为“分摊债务的联盟”。


新华社6月11日,法国国防部长帕利11日在在欧洲国际防务展开幕仪式上发表讲

话时说，欧洲工业的分散导致很多军工企业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在和美国及亚洲相关企业竞
争时难以具备足够分量。她呼吁在军工领域建立欧洲规则体系，让欧洲国家的军事装备能够
相互适应，促进各国携手推进军工业发展。法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军工业是法国重要
工业部门之一，为法国提供了约20万个就业岗位。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欧洲国际防务展是防务
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展会之一，今年共有1700多家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


新华社6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在巴黎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会

晤。他在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欧洲在应对难民问题上缺乏团结和效率，
这是欧洲亟待解决的一个挑战。马克龙说，近日在难民问题上发生一些情况。欧盟的难民配
额制度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欧盟各国应共同探索一个符合实际的方案。马克龙说，
法国和德国将在下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讨论难民问题。他呼吁欧盟各国加强合作，就解决
难民问题提出具体办法。意大利政府10日和11日连续两次拒绝一艘载有600多名移民的救援
船在意大利靠岸，引发国际社会关注。马克龙批评意大利政府的做法“不负责任”，但他随
即遭到意方反驳。欧盟其他国家对此次救援船风波态度不一，凸显欧盟内部在应对难民问题
方面分歧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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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6月21日，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将于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小型峰会，讨

论无证移民问题。德国和法国希望届时在欧盟内部达成一个共识。但欧盟中的“维谢格拉德”
（VISEGRAD）集团（指中欧和东欧四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6月21日
表示拒绝参加这个小型峰会，这使得德法的希望可能落空。这四国的总理当天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开了一个会。奥地利总理以嘉宾身份出席了会议。会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宣布：
“我们不能接受周日的小型峰会的构想。我们将不参加。他们想重提我们已经拒绝的一个老
提议”。


新华社6月2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21日在爱尔兰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

讲说，欧盟不会在与英国的“脱欧”谈判中抛弃爱尔兰。容克说，他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将爱
尔兰问题从“脱欧”谈判中分开、“脱欧”协议可以不包括爱尔兰问题的想法和做法，爱尔
兰问题必须是“脱欧”协议的一部分。他强调，欧盟愿再次表明不会撇下爱尔兰，这一立场
不会改变。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不是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问题，而是英国和欧
盟之间的问题。欧盟在与英国的“脱欧”谈判中将坚持爱尔兰优先的原则。


中新网6月21日,据俄罗斯卫星网21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管移民、内部事务与

公民事务专员季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斯21日称，最近三年来，通过欧盟成员国和机构的
共同努力已在地中海解救60多万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和移民。据悉，欧洲正在经历自二战
以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主要是由于非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和经济问题所造
成。国际移民组织此前一份报告指出，在2018年最初11周，有12983名移民和难民通过地中
海路线抵达欧洲，其中约47%抵达意大利，30%抵达希腊、22%抵达西班牙、不到1%抵达塞浦
路斯。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为21058人。


欧洲时报6月22日，领导部分欧洲国家成立网络快速反应小组的立陶宛21日宣

布，欧洲联盟（EU）9个成员国将在欧盟新制订的防卫协定架构下成立快速反应小组，以对
抗网络攻击。据法新社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布里斯表示：
“欧盟9国已同意加入这个计
划，目标是要成立各国轮值的欧盟网络快速反应小组。”他表示，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荷
兰和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25日将和他一起在卢森堡签署协议；另外，芬兰、法国、波兰和西
班牙会在下半年加入。卡罗布里斯表示，由各国轮流召集专家组成的回应小组，将准备协助
各国当局对付网络攻击，轮值时程表预定会在明年通过。卡罗布里斯指出，他期望欧盟会拨
出资金购买软件和其他设备。他还表示，会继续和欧盟各机构讨论法律和技术性方面问题。
这支网络小组将是根据欧盟去年签署的划时代国防协定所推动的首批合作计划之一。欧盟之
所以针对维安与防卫事务达成《永久性结构防卫合作协定》（PESCO），部分驱动力来自美国
总统特朗普质疑北约（NATO）的重要性，以及英国即将脱离欧盟。


中新社6月2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23日宣布，法国和西班牙呼吁欧洲共同应对难

民危机，并提出了建立“封闭式难民中心”的建议，为弥合欧洲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另
辟途径。马克龙23日在法国总统府会见来访的西班牙新任首相桑切斯，两国领导人随后举行
联合记者招待会。马克龙在记者会上宣布，双方主张难民一旦在欧洲国家靠岸入境就安置在
封闭的收容中心内。马克龙在解释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提出的建议时表示，一旦难民靠岸入境，
应依照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准建立收容中心。欧洲国家应建立相应机制，以及时提供财力支持，
尽快初筛难民材料。欧洲应团结一致，让每个相关国家都能有序接纳符合条件的难民。


德国《柏林日报》25日报道，24日，来自欧盟17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

开有关应对难民潮的紧急峰会无果而终，支持欧盟内部分配难民配额的国家与拒绝接收难民
的国家在会议上针锋相对。事实上，2018年至今只有7.3万难民从海上偷渡进入欧盟，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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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50%，更难与难民潮高峰时的2015年相比，但在欧洲，无论哪一派都不想像当年德国
那样再次为难民打开大门，难民问题也成为欧盟成员国间“互踢皮球”的“烫手山芋”。


海外网6月26日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5日，欧盟9国防长在卢森堡签署“欧

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承诺组建一个欧洲联合军事干预部队，英国也包含在内。据报道，
“欧
洲干预倡议”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它独立于欧盟体系之外，旨在针对可能威胁欧洲安全
的危机，能够立即采取军事部署。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爱沙尼亚、西
班牙和葡萄牙将参与该计划，最初参与的意大利在新政府上台后意愿消极，但没有排除未来
参与的可能性。报道称，英国传统上不愿成立可能挑战北约的欧洲军事合作组织，但在脱欧
通过后，改而支持这个提议。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表示，这项倡议有别于其他欧盟防御合作，
英国脱欧后参与将不会受阻，英国非常积极，因为他们希望与欧洲维系双边关系以外的合作。


经济日报6月28日,近日，英国议会表决通过了《退出欧盟法案》(又称“脱欧”

法案)，标志着英国脱欧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与此同时，为了施压英国加快脱欧谈判进程，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出警告，提醒欧盟境内的机场与航空业部门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
现的英国“硬脱欧”局面。如果欧盟与英国在明年3月29日之前无法达成脱欧协议，将出现
所谓“硬脱欧”局面。根据欧盟现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监管部门对英国航空公司颁
发的运营许可将不再有效。这不仅意味着英欧之间的众多航班将面临停飞，还将导致英国丧
失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会员国地位。与此同时，欧盟边境检查部门还将对来自英国的货
物实行额外的海关检查。


中新网6月29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6月28日，欧盟国家领袖齐

集布鲁塞尔，准备就欧洲的难民问题商讨对策。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疑欧派”一如既往泼冷
水，高呼“欧盟有麻烦了”
，但连欧盟的支持者也对欧洲领袖能否在峰会期间达成共识不抱
希望。峰会开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坦言，欧盟越来越脆弱，成员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加。
他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欧盟成员之间的确有严重而且多方面的分歧。难民问题正是分化欧
盟各国的主因。意大利和希腊等位于欧洲南部的欧盟成员国都在抱怨其他欧盟国家没有帮
忙，令他们要独力处理难民问题。其他欧盟国家则指责这些南部成员国没有好好巡逻地中海
阻截难民。主要位于欧盟东部的新成员同时也在抱怨，自己加入欧盟时并没有同意欧盟的“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当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他们伸出援手时，毅然拒绝。


欧洲时报6月30日，29日，一直困扰着欧盟各国的难民问题有了新结果。据悉，

参加欧盟领导人峰会的各国政要，经过通宵达旦近10个小时的谈判，终于在当地时间29日清
晨出了一份针对难民问题的协议。这份协议规定，同意对外设立“难民审核中心”，就地拦
截企图偷渡欧洲的非法移民；对内设立“难民控制中心”，快速遣返已然“登陆”欧洲的非
法移民。

德国


欧洲时报6月4日，综合报道，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星期日法兰克福

汇报》采访时，“隔空”回应马克龙。默克尔表示支持整合欧元区各国的国防力量并成立共
同的投资基金，还支持将拥有5000亿欧元放贷额度的救援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转
变成欧盟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MF，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成员国提供5年的短期贷款。


环球网6月4日，俄新社6月4日报道称，德国左翼党副主席、联邦议院议员莎拉·瓦

根克内希特日前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呼吁俄罗斯重返 G8集团，
“以平衡美国在国际重
要俱乐部中的影响力”。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德国外长马斯此前曾表示，俄罗斯重
返 G8集团“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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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6月5日，美国新任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在6月3日接受美国极右翼新

闻评论网站“布赖特巴特”时发表了一系列让德国人感觉不适的言论。格雷内尔谈到，欧洲
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欧洲右翼正在复苏。对此，他表示，“我绝对愿意支持全欧的保守派领
导人，我认为，由于左派失败的政策，一股保守政策的风潮正在兴起”。他还公开赞扬奥地
利右翼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像一位“摇滚明星”
，勇敢地顶住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欧
盟移民配额”的要求。6月4日，多位德国政客回应了这位刚刚上任的美国外交官的言论，批
评他是一位“极右主义的殖民军官”、“干涉德国内政”。对此，德国联邦政府已正式出面，
向美方“讨说法”。社民党前党魁马丁·舒尔茨批评格雷内尔“行为不端”，表现得像“一个
极右的殖民军官。” 社民党副主席拉尔夫·斯特格纳形容格雷内尔是一只“肥胖的狗”。


新华社6月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开始欧洲之行，
“力劝”德国、法国和

英国改变现有立场，放弃挽救伊朗核协议。同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命令，要求伊
朗原子能组织立即提高铀浓缩能力。4日，内塔尼亚胡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双方在会后
联合记者会上都表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不过，默克尔重申
德国立场——不放弃伊核协议。默克尔说，德国和以色列对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的目标
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虽然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但德国会谋求
让伊朗继续遵守协议。


环球时报6月7日，
“中国和俄罗斯比美国更可靠!”据德国新闻电视台6日报道，

德国民调机构“选举研究小组”为德国电视二台进行的“政治晴雨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德国人对盟国美国的信赖正在减弱，而对中俄的信赖不断加强。德国智库——德国外交政策
协会外交政策专家梅斯特尔表示，民调反映了目前德国民众对世界的看法。由于特朗普的原
因，美国在德国的形象现在更为糟糕，他被认为非常不可预测、不稳定。此外，美国形象在
德国下降，也与德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有关。


环球网6月11日，据英国路透社6月11日报道，欧盟对特朗普在 G7联合声明的问

题上“突然反水”表示遗憾，放话说对美国的钢铝关税措施“我们将报复(美国)。”默克尔
更用不寻常的强硬语气说：“我们不会一再任人宰割，相反的，我们将采取行动。” 她说：
“首先，我们会努力尝试阻止这一切发生，然后希望欧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新华社6月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晚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的表现令她体会到“幻灭感”，欧洲不能依靠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要联合自强并与中国等
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结束后，默克尔返回德国并于10日晚接
受德国电视一台专访。默克尔说，她对特朗普突然宣布拒绝签署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感到
失望。默克尔指出，特朗普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终结，“但我们不能轻易
地依靠这一伙伴关系”，本次七国集团峰会说明，如果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欧洲将被“碾
压”。默克尔还说，她无意放弃七国集团框架，
“但德国同时必须与俄罗斯寻求对话，并与日
本、加拿大、印度和中国紧密合作”。


环球网6月11日，据俄罗斯卫星网6月11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接受德国

电视一台(ARD)的专访，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G7)的说法
并不令人信服。她强调，特朗普曾表示“俄罗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自
然不容置疑”，然而，七国集团的成员都是“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她还表示，俄罗斯
在解决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以及国际裁军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俄罗斯，和平解决叙
利亚和乌克兰危机就绝无可能，因此需要与莫斯科保持对话。她补充道，自己已经做好准备，
打算采用多种形式实现这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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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6月13日，路透社6月13日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12日表示，如果服务

业包括在内，美国对欧洲有高额贸易顺差，她还表示，现有的国际贸易会计制度需要更新换
代。据报道，默克尔称，目前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用相对落后的方式计算的结果。如果
把服务业也算进贸易差额里，美国对欧洲有高额贸易顺差，并且服务业份额还会增长。


中新网6月13日,据外媒报道，德国政府13日承认，德国将无法达成在2020年减

少4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不过德国誓言“尽快”赶上。报道称，根据德国政府当天发
布的2017年环境报告，到2020年，德国的废气排放量只能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排放32%，
而不是如早前承诺的减排40%。这虽然只是八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意味着每年将有超过1亿吨
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德国环境部长舒尔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必须快速回到正
轨，尽快达成减排40%的目标。我们知道要达成目标有哪些工具可利用——再生能源或例如
电动车。” 德国环境部把减排速度慢于预期，归咎于三大原因：高估了现有计划的减排效能、
经济增长速度快于预测，以及人口增长幅度高于预期。


环球网6月14日，据路透社6月14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6月13日)表示，

欧盟在移民问题上应该保持团结，确保每个成员国的利益。默克尔在作出上述表示时提到，
意大利感觉自己未能从欧盟成员国那里得到足够多的支持。


环球网6月14日，“瑞士资讯”6月13日报道称，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当地时间6

月13日表示，奥地利、德国及意大利的强硬派内政部长已组成打击非法移民的同盟，导致非
法移民问题再度升温。报道称，库尔茨与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会谈后，在柏林作出上述宣
布。这是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警告，她正试图跟欧盟达成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协议。


环球时报6月15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因为和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分歧严重，德

国内政部长兼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表示该党要“单飞”。有媒体表示，执政联盟或垮台，德
国可能要进行重新选举。不过有消息称，默克尔在联盟党中获得多数支持，而且她还是谈判
高手，两党分裂的可能性很小。


新华社6月15日，德国14日迎来第三个全国打击网络暴力行动日。德国联邦刑事

警察局当天在官网上发布公告说，在网上发布侮辱性留言、恐吓威胁或是煽动仇恨的言论，
虽然只是“动动鼠标”，但一样可以造成严重后果。这种行为最高可判处５年监禁。公告说，
设立全国打击网络暴力行动日就是要向公众强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今年１月开始施行
的《网络执行法》规定，对于网上煽动仇恨的言论要迅速删除，这和打击违法人员同等重要。


环球网6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其右翼盟友之间在难民政策上的争议冲突激

化。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14日报道，德国基社盟籍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威胁基民盟籍总理
默克尔称，若无法取得共识，必要时他将以部长决定的方式行动，并为此于当地时间6月18
日报请获得基社盟主席团的批准。


新华社6月16日，移民政策困扰着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她所在的基督教民

主联盟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准备就移民政策改革方案与默克尔摊牌。内政部长、基社盟
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要求默克尔同意由基社盟所提移民政策改革方案，即德国不再接纳已
经在其他欧洲联盟成员国注册寻求避难的人，如若不然，他将不支持由默克尔推动的欧洲范
围移民政策改革。路透社13日报道，一旦默克尔同意基社盟上述要求，将与德国政府2015
年起施行的开放性移民政策背道而驰。德新社14日报道，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可能会与基社
盟达成妥协，暗示可以授权警察拒绝已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注册寻求避难的人入境。


新华网6月16日，德国联邦议院15日投票决定，将于8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政，严

格限制前来德国团聚的难民家属身份和人数。据悉，新政规定每月获批前往德国团聚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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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人数将限制在1000人以内。此外，难民家属身份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配偶、未成年
子女和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被允许来德与家庭成员团聚。此前，德国对难民家庭团聚并没有明
确的限制。


环球时报6月19日，据德国《图片报》18日报道，德国内政部长兼基社盟主席泽

霍费尔当天就难民问题向德国总理默克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两周内与欧洲盟友商定
一个阻止难民大量涌入的方案，否则德国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边界全面拒绝难民的政
策。默克尔已经接受这一要求。


新华网6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19日表示，希望今年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默克尔当天在柏林出席“彼得斯堡气候对
话”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时表示，德国政府完全支持《巴黎协定》，充满雄心的气候保护政策
不仅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糟糕后果，也为创新和全球经济增长及福祉创造新的机会。


环球网6月21日，据法国《费加罗报》6月20日报道，德国警方负责人在当地时

间6月20日表示，日前挫败一起企图用蓖麻毒素制造“生化武器”的预谋袭击。德国联邦刑
事调查局局长慕尼希(Holger Münch)指出，嫌犯为实施袭击进行了精心准备。利用蓖麻毒素
制造爆炸武器在德国尚属首例。


新华网6月2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说，希望欧盟各国团结一致，在移民和难

民问题上制定共同的欧盟解决方案。她说，移民和难民问题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关
系到欧盟的凝聚力。欧盟必须管理和安置难民，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也必须按照明确的规则
来执行。如果可能的话，欧盟必须制定共同的定义难民的标准。


新华网6月23日，德国政府证实，自2005年以来，德国经由向希腊发放贷款和购

买希腊债券，获利29亿欧元（约合217亿元人民币）。联邦政府说，已经把29亿欧元“意外收
获”转入财政。德国反对党绿党议员斯文－克里斯蒂安·金德勒说，希腊艰难应对债务危机，
联邦政府却把这数十亿欧元收益用来“美化”财政，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法国


环球网6月4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3日报道，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日前以“程

序性违规”为由，要求取消对其在2007年总统竞选中收受利比亚“黑金”一案的调查。报道
称，萨科奇的律师蒂埃里•赫尔佐克(Thierry Herzog)于5月30日向巴黎上诉法院预审庭提出
请求，称对其当事人的司法调查“无效”。上诉请求中指出，对萨科奇的起诉存在严重“缺
陷”。依据该律师的说法，这一程序缺陷足以使得上诉法庭中止调查。


环球网6月5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4日援引法新社报道，
“法国崛起”(Debout

la France)党主席杜蓬-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于3日断然拒绝了法国“国民联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原“国民阵线”)党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提议的欧
洲议会选举名单，表示不想参与“政客炮制”
。杜蓬-埃尼昂3日在法国电视三台的一档节目
中称，他“会负起自己的责任，不会耍诡计谋取政治胜利”。他还表示，虽然玛丽娜•勒庞的
提议是出于好意，但还是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她，她的提议完全不符合所面临的历史形势”
。
6 月 1 日 ， 法 国 极 右 翼 政 党 “ 国 民 阵 线 ” (Front national) 正 式 更 名 为 “ 国 民 联 盟 ”
(Rassemblement national)。勒庞还表示，希望和“崛起法国”党联手进军2022年的总统大
选，以及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报道称，玛琳娜•勒庞2011年从她父亲让-玛丽•勒庞手中
接过党主席一职，继而开除数名有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倾向的成员，试图扭转“国民阵线”
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的形象。此次更名，一方面是为了消除党内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也
是希望人们忘记一些国民阵线的负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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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6月5日，据法兰西24电视台6月4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劳工部长米丽

埃尔•佩尼科(Muriel Pénicaud)女士当日就政府和工会间的问题表示，法国政府想要做的不
是针对工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但即使与工会联手，也不意味着政府会在所有问题上与其
达成一致。据报道，佩尼科在接受法国电视四台新闻频道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总统马克
龙“在与工会的‘较劲’中赢下一局”的说法时，她认为这很“荒谬”。


环球网6月5日，据日本《读卖新闻》6月4日报道，日本与法国拟设立“海洋对

话”机制，以全面加强双方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法
正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中旬访法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就该机制达成共识推进协调。
报道称，“海洋对话”机制最初由法方提议。日本希望双方就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广泛
领域合作展开磋商，包括自卫队与法军联合训练、海洋安全以及能源开发等诸多议题。日法
今后将举行高层对话商讨具体事项，敲定细节。


环球网6月5日，法国媒体《新观察家》6月4日报道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表

示，马克龙在当地时间5月31日晚间与特朗普通电话时曾表示，特朗普决定对欧盟钢铝产品
加征关税的决定是“不合法的”
，是“一个错误”，欧盟可能对此展开反击。据报道引述美国
媒体消息，马克龙与特朗普的此次交流情况可能比“冷淡”还要糟糕。消息人士向美国媒体
透露，在谈及美国提高关税的问题时，两位总统之间的交流十分“可怕”。


环球网6月5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4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

的得力助手、爱丽舍宫秘书长阿莱克西•科莱(ALEXIS KOHLER)因涉嫌贪腐，当日被法国反贪
腐协会(ANTICOR)发起调查。据该协会揭露，科莱与意大利-瑞士 MSC 国际航海旅游集团关系
亲密，而 MSC 集团是法国公营 STX 造船厂的大客户，与法国当局之间有重要的商业谈判。全
国反贪腐财金检察院(PNF)对此回应称，已经对科莱涉嫌利益输送一事展开了调查。


环球网6月5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4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对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盟改革构想做出回应，表示支持整合欧元区各国的
国防力量并成立共同的投资基金。在默克尔的提议中，该共同投资基金年度预算规模不超过
5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700亿元)，旨在增强欧元区的科技实力。与此同时，默克尔还支持
将拥有5000亿欧元放贷额度的救援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转变成欧盟版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EMF，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成员国提供5年的短期贷款。


环球网6月6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5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

当日公布了法国未来的移民融入政策改革内容，主要措施包括法语培训课程时数加倍、改革
公民培训课程、提供就业培训与更佳的就业机会等，这些措施的宗旨是支持外国人融入本地。


环球网6月6日，路透社6月6日报道称，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当日表示伊朗增加其

铀浓缩能力有触及“红线”的危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4日宣布命令，要求伊朗原子能
组织立即提高铀浓缩能力，同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生产新型离心机原料，提升铀浓缩
产能的“暂定”计划。勒德里昂告诉欧洲第一广播电台：“这个决定是不受欢迎的，伊朗在
表达一种愤怒，挑逗红线永远都是危险的。”


环球网6月6日，据法国媒体《新观察家》6月5日报道，在欧洲访问的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时间6月5日呼吁对伊朗“最大施压”，以阻止后者获得核武。法国总统
马克龙则对中东局势“升级”成战争发出警告。报道指出，马克龙重申了欧洲对伊核协议的
维护。他表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的确存在不足，自己对此完全同意，但
该协议优于此前达成的协议。马克龙并呼吁与伊朗商讨伊方的弹道活动及地区影响力，以完
善现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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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6月6日，据英国《卫报》6月5日报道，4日，在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

塔尼亚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采访中被问及上周他与特朗普之间的“糟
糕”电话时，马克龙形容这就像香肠：最好不要知道里面是什么。就在马克龙发表上述言论
前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马克龙认为，他可以基于两
国关系说出自己的想法。但特朗普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通话)糟透了，这太可怕了。”


环球网6月7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6日报道，法国司法部长尼古拉•贝卢贝

(Nicole Belloubet)女士当日接受法国 BFMTV 电视台采访时确认，从现在起到2019年将有450
名在押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刑满获释。巴黎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François Molins)称这将对
法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报道称，法国政府将成立特别协调小组，对这些危险分子进行
跟踪测试，预防他们出狱后重操旧业，试图通过这种办法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环球网6月7日，据香港“东网”6月5日报道，法国内政部近日称，2016年为改

善警民关系所推出的警员配备随身摄像机试验计划已于3日结束，收效良好。政府打算就此
计划推出相关法案，参议院将就此展开讨论。


环球网6月7日，据法国媒体“欧洲第一电台”6月6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官

方统计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第一年期间共出访了27个国家，出访量超过了其所有前任，
成为了“出差”最多的法国总统。


环球网6月7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6日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5日宣布，

为难民提供的法语课程将从200小时增加至400小时，希望通过加强难民的法语能力，帮助他
们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据报道，为难民提供额外的法语课程，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的移
民改革措施之一。


环球网6月7日，据法兰西24电视台6月6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

日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共同呼吁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研究的国际组织，并称
这场革命的影响将日趋显现。报道称，双方将组建一个长期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精干，
可团结有意加入的各方，以提出有关组织范围、管理和具体实施的各项建议。该委员会将在
2018年年底前汇报其组织的运行情况。其结果将在 G7集团框架内进行分享。


环球网6月7日，彭博社6月7日报道称，法国总统办公室官员透露，法国加入德

国对特朗普的警告：美国如不能做出重大让步，两国将不签署 G7联合公报。据报道，此官
员当日告诉记者，马克龙暗示只有在关税、伊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取得进展，
他才愿意签署联合公报。


环球网6月8日，据法国《费加罗报》6月7日报道，英国舆观调查公司(YouGov *)

于当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社会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
的民意支持率均有所回稳，分别达到33%和32%。报道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也有所回升。
有3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政府的行动;有5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会做出违反民意但对国家有
益的决定;而有50%的受访者认为法国政府有“明确的政策路线”。报道还称，法国“国民联
盟”(原名“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 )的民意支持率为19%,;“不屈法
国”领导人让-吕克•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 )的支持率为18%;社会党前总统竞选人伯
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的支持率为16%.


新华网6月12日，法国国防部长帕利6月11日在巴黎表示，欧洲工业的分散现状

妨碍了欧洲军工业乃至共同防务的发展和推进，应在军工领域建立欧洲规则体系。


环球网6月20日，法国《欧洲时报》6月19日报道称，法国议会两院日前通过铁

路改革决议，但总工会 CGT 号召铁路工人7月继续罢工、反对改革。工会 Sud Rail 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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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 决定。不过，铁路系统第二大工会 Unsa 于6月19日宣布，不支持 CGT 关于7月继续斗争
的倡议，但将按照此前与各工会一起定下的日程，坚持罢工到6月28日。报道指出，当法国
铁路面临新一轮罢工之时，面向巴黎地区乘客的赔偿网站正式推出，搭乘地区列车乘客可以
通过网站索赔。此外，某些受罢工影响特别严重线路的乘客，有望在上述基础上获得进一步
赔偿，这是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克雷斯与法铁代表会面后达成的原则协议。


环球网6月20日，法国《欧洲时报》6月19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法国共和党党

主席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与常务副主席薇吉妮•卡尔梅尔(Virginie Calmels)公开冲
突两周之后，沃基耶解除了卡尔梅尔的职务，同时任命让•雷欧内蒂(Jean Leonetti)接替卡
尔梅尔。沃基耶2017年12月当选党主席，卡尔梅尔在党内竞选期间加入沃基耶的团队。卡尔
梅尔是共和党大佬，在党内是自由经济派代表。共和党上周末分发了一份“支持法兰西仍是
法兰西”的传单，卡尔梅尔公开批评这份传单，认为其内容“引起焦虑”，她还提到该党高
层做决定时“机能障碍”。


环球网6月21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即原国民阵线)女主席玛丽娜•勒庞

担任欧盟议员期间，以虚假职位雇用该政党一名女性高层担任其欧盟议员助理，让后者以此
名义支领欧盟议会薪水。法国《欧洲时报》6月20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欧盟法庭6月19日判
处勒庞必须退还欧盟议会近3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25.14万元)。


环球网6月22日，法国《欧洲时报》6月21日报道称，观察100年以来法国的移民

数据会发现，1/3左右的法国人具有移民血统。


中国新闻网6月24日，法国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里沃(Benjamin Griveaux) 23

日在接受欧洲广播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了设立一个专门的欧洲移民机构、
强化欧盟边境管理局职能的建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就上述建议行动起来。格里沃称，这
些事项都将列入本周末欧盟非正式工作会议以及6月28日召开的欧洲理事会议事日程，
“下周
将是艰难的一周”。应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邀请，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
保加利亚和希腊将于24日在布鲁塞尔就难移民问题举行小范围峰会。随后，欧盟28个成员国
领导人将于28日出席欧洲理事会会议，难民危机料将成为会议焦点。格里沃认为，目前欧洲
国家间的立场分歧远未弥合，尤其是由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
团对欧盟小范围峰会持“抵制态度”，这一点令人遗憾。

英国


环球网6月4日，据英国路透社6月4日报道，英国4日将公布一项修订后的反恐战

略，该战略将利用技术应对激进分子所构成的威胁，并将与企业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最近
任命的英国内政部长萨吉德•贾维德(Sajid Javid)表示，新战略吸取了去年伦敦和曼彻斯特
袭击事件的教训，将帮助英国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该战略将以更好的信息共享为目标，包
括与企业共享信息，以更准确地识别出可疑采购，改善拥挤场所的安全，并降低基础设施的
脆弱性。该战略还将发掘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在这方面作用，利用数据分析和设备学习来改
进侦查工作。


中新网6月5日,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4日与美国总统通电话。特雷莎

•梅表示，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和铝加征关税“不合理”，而且“非常令人失望”。特雷莎•
梅的发言人称：特雷莎•梅在通话中表示，美国、英国和欧盟是国家安全上的亲密盟友，英
方尊重在全球进行公开、公平贸易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她同时也强调了保护就业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4日在议会发出警告称，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
“发展成为一场全球贸易灾难”，并称英国和欧盟的反应必须有节制并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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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6月5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5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最新调

查发现，比起老一辈而言，英格兰的年轻一代似乎不再以身为英格兰人而感到骄傲。


环球网6月6日，据英国《卫报》6月5日综合报道，英国国会下属的国际发展委

员会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质疑，英国一项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跨政府基金援助项目对改善
贫困的针对性不强，并且缺乏透明度。


环球网6月8日，当地时间6月6日，在唐宁街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坦言，对于近期加沙地区发生的抗议活动，英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表
示担忧”。同时，她表示，英国““绝对认可”以色列的自卫权。


中新网6月11日,据外媒报道，为了纪念3月逝世的物理学家霍金，英国政府11

日宣布设立“霍金奖学金”，在数学和物理研究领域表现杰出的学生可以申请。


新华网6月12日，伦敦市长萨迪克汗6月11日发布一份报告说，伦敦目前有758

家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远超巴黎和柏林等其他欧洲大城市。为进一步巩固伦敦的技术创新能
力，萨迪克汗当天还公布了一个推进智慧伦敦建设的路线图，其中包括改进光纤连接、推动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Ｇ）的应用测试以及公共机构间更顺畅的数据共享等。


环球网6月12日，据香港“东网”6月12日报道，英国《独立报》最新公布的一

项民意调查指出，近6成受访者认为英国政府将铁路私有化是错误的，大多数人更支持重新
将铁路服务国有化，以解决目前经常取消班次、延误、遭投诉服务差等问题。


环球时报6月13日，英国“脱欧公投”也陷入“通俄门”疑云。英国议会及内政

部等部门都对该国非官方脱欧运动组织“脱离欧盟”进行审查。他们怀疑，该组织勾结境外
势力、利用“剑桥分析”影响民意，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英国广播公司12日报道称，英国
议会下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对“脱离欧盟”的创始人班克斯进行问询。不过班
克斯在听证会上否认俄方向“脱离欧盟”提供资金支持，还否认从俄方提出的商业合作中获
利。


环球网6月13日，据英国路透社6月13日报道，为了确保英国“脱欧”后金融科

技公司不会离开英国，英国政府开始推出一些激励措施吸引新创企业，包括为其提供免费的
联谊宴会和去美国参观学习的机会。不过，要想加入这一计划，这些公司将需要接受一个由
金融科技领域高管组成的小组所进行的筛查。


环球网6月13日，据英国路透社6月13日报道，当13日英国立法者就英国政府与

欧盟未来海关关系的计划进行讨论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可能会连续第二天迫于她同一个
政党内“亲欧”派的压力，作出妥协。据报道，6月12日，英国政府被迫作出了一项重大妥
协，即政府必须同意让议会在英国退欧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避免谈判在党内反对派的
手中失败。


中新社6月13日,当地时间12日，英国司法部长菲利普·李(Phillip Lee)因与首

相脱欧策略存在意见分歧而宣布辞职。菲利普·李在对英国国会议员作辞职演讲时说，
“我
主张继续留在欧盟。至今为止，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即继续留在欧盟，将是对英国更好的
战略方针”。他在推特上发文说：
“我非常难过，不得不宣布辞去英国政府司法部长一职。这
样就能更好地为选民和国家，对英国脱欧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
府目前正在推行的英国脱欧政策，对英国人民是有害的。”他表示，他是支持首相梅领导的，
但保持沉默、或从内部批评政府是可耻的。此前，他曾敦促内阁部长们应更加关注政府经济
学家的警告，即退出欧盟单一市场的代价。菲利普·李称辞职是一个“艰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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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6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下院13日结束对《退出欧洲联盟

法案》系列修正案的审议。为期两天的辩论表决中，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成功抵御“亲欧”
派议员对政府“脱欧”计划的大部分挑战，只同意在“脱欧”最终阶段让渡部分权力给议会。
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今后数天将与“反水”议员私下讨论修正案措辞，确定议会究竟掌握
何种权力。《退出欧盟法案》预计18日返还上院审议。两院须就法案细则达成一致，随后才
能交由英国女王批准成为法律。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周。


中新网6月19日,据外媒报道，英国议会上议院18日再次通过一项《退出欧盟法

案》修正案，从而让英国议会就英国为“脱欧”和欧盟达成的最终协议拥有否决权，再次给
特雷莎•梅政府的“脱欧”方案设阻。这项修正案还要在20日返回到下议院讨论。届时，英
国下议院有可能继续让特雷莎•梅遭遇挫折。多名议员都表示，他们打算对这一修正案投赞
同票，从而让英国议会在“脱欧”协议上拥有修改和决定的权力。


环球网6月20日，据美国彭博社6月18日报道，根据最新的欧洲有关英国脱欧问

题谈判代表的记录，欧盟不同意将来与英国的安全合作仅建立在信任基础上。欧盟警告说，
英国的计划可能有破坏欧洲警察和司法体系。


环球网6月20日，据英国《独立报》6月19日报道，一项新研究表明，相比起英

国留在欧盟，“脱欧”可能导致英国民众年度家庭花销增加高达1000英镑(约合人民币8531
元)。


环球网6月20日，据美国 CNBC 网站6月19日报道，英国立法者们警告，如果英国

政府不增加国防支出，英国军队将面临“在火力上不敌俄罗斯”的风险。英国防卫委员会发
布的这份新报告要求政府应将防务拨款提高至 GDP 的3%，认为目前的国防支出水平太低，政
府需将更多的资源维护国家安全。


中新社6月21日，由执政的保守党政府主导的《退出欧盟法案》，20日《法案》

以319票赞成、303票反对的16票之差，在下议院的投票中获得通过；上议院“在很大程度上”
听取了下议院意见，经过“无异议”程序通过了《法案》。据 BBC 报道，英国脱欧事务部表
示，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脱欧”准备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
“对于所有希望平
稳有序脱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欧洲时报6月22日，英国负责贸易政策的国务大臣格雷格·汉兹21日通过社交媒

体推特宣布，因反对政府有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扩建计划，他决定向首相特雷莎·梅递交辞
呈。英国首相府发言人随后发表声明说，希斯罗机场扩建计划对走向全球化的未来英国至关
重要，强调政府仍将致力于推动机场扩建计划。英国媒体分析指出，汉兹此前负责争取近期
在议会通过一项关键的脱欧贸易法案，他的辞职对忙于应对脱欧谈判的特雷莎·梅来说是“重
大打击”。


环球时报6月22日，据英国《泰晤士报》21日报道，美驻英大使约翰逊20日表示，

特朗普参加完7月11日到12日举行的北约峰会后，将在13日到达伦敦，对英国进行工作访问。
特朗普将会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很可能在温莎城堡会见英国女王。此次访问将是特朗普
上任一年后首次访英。


欧洲时报6月25日，时值英国脱欧公投两周年之际，23日上万英国民众在伦敦市

中心示威游行，呼吁对英国脱欧协议进行最终公投。这是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最大规模的
一次示威游行。此前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对英国脱欧协议进行最终公投为48%，不支
持者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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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6月26日,据外媒报道，26日，英国下议院议长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已经批准“脱欧”法案，赋予其法律地位。新的法律将于2019年3月29日，即英国退出
欧盟后生效。

其他


新华社6月1日，西班牙议会6月1日投票通过对首相拉霍伊的弹劾案，拉霍伊被

弹劾下台。提出弹劾案的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桑切斯成为首相。西班牙法院5月24日对调查已
久的执政党人民党受贿案做出判决，认定人民党多名高级成员多年来长期接受企业贿赂，为
其参与政府建设项目提供便利。随后，西班牙主要反对党工人社会党联合多个党派共同提出
弹劾案，要求拉霍伊立刻下台。根据西班牙宪法规定，提出弹劾案的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桑切
斯成为首相，对此无需再次投票。


新华社6月1日,捷克众议院1日通过海外增兵计划。根据该计划，捷克将在未来

几年增加在伊拉克、阿富汗和马里的驻军人数，并作为北约成员国派出空军协助保护波罗的
海三国的领空。根据计划，捷克今年将增派275名军人到伊拉克、阿富汗和马里。2019年下
半年将派95名军人协助保护波罗的海三国的领空。捷克目前有806名军人在国外执行任务，
除了在阿富汗、马里和伊拉克外，捷克还在戈兰高地、西奈半岛和科索沃等地驻有军队。捷
克看守政府国防部长什莱赫托娃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提出海外增兵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出
于捷克国家安全和防御战略的考虑，以及作为北约成员国应尽的义务，同时该计划还有助于
遏制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


中新网6月2日,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1日下午，由意大利

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在意大利总统府宣誓就职。朱塞佩·孔特任新政
府内阁总理，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党首路易吉·迪·马约和联盟党领袖马泰奥•萨尔维尼分别
出任政府副总理，18位内阁部长集体亮相，并宣誓就职。据报道，本届由孔特所领导的新政
府，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迪马约和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分别兼任新政府经济发展与劳工部部
长和内政部部长。在18位内阁部长成员中，其中5人为女性，3名内阁部长为技术型官员，8
名内阁部长来自五星运动党，7名内阁部长来自联盟党。分析人士指出，新政府成立后，内
阁总理孔特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迪马约、萨尔维尼两位副总理的关系，协调好
意大利参众两院多党派的合作问题。


中新网6月6日,据欧联网援引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意大利权威人士向

媒体爆料，刚刚就职意大利政府内阁总理的法学教授朱塞佩•孔特年薪为8万欧元。较欧盟其
他国家领导人的薪资，孔特的收入最低。与孔特相比，意大利前总理伦齐就任总理期间，年
薪为11.4万欧元，低于伦齐担任佛罗伦萨市长时的年薪14.5万欧元。相对于其他国家领导人，
同样也属于“低收入阶层”
。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领导人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年薪为31.5
万欧元，月薪2.4万欧元，是孔特薪资的4倍；美国总统年薪则为34.2万欧元，澳大利亚总理
年薪为45万欧元。相比之下，媒体称孔特是世界上“最穷总理”，恐怕不为过。


中新网6月14日,据《欧洲时报》报道，近日，荷兰交通部向国会提出一项新构

想，希望企业能够鼓励员工骑自行车上班，基准以每公里0.19欧元计算，以每天骑10公里上
班的员工为例，每周可以得到19欧元补助，至于公司则可能得到税收抵减，盼在未来数年内
可以减少20万名开车通勤族。荷兰交通部认为，减少塞车、减少废气排放及促进民众健康，
有必要让民众觉得骑车更有吸引力，因此也将投入更多预算进行车道及自行车停车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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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


环球资讯广播6月1日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宣布，将从6月1日起分

别对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额外关税。欧盟对此决定迅速作出反应。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在声明中说，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的做法毫无道理，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这是纯粹的保护主义。美国的做法使欧盟别无选择，欧盟只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来解决美国加征关税问题，并将对美国商品相应地加征关税。


环球网6月5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4日报道，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日公布的

月度就业报告显示，德国5月份失业人口继续减少，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据德国政府预测，
2018年全年德国失业率将从2017年的5.7%降至5.3%。


环球网6月7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7日报道，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

(INSEE)5日公布的法国家庭收入调查结果显示，约半数的法国人每月平均收入不少于1847
欧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拥有的资产净额超过11.39万欧元。


英国《金融时报》6月7日报道，欧盟证实其计划对每年28亿欧元的美国输欧产

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加大力度报复华盛顿方面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的决定。欧
盟委员会周三表示，它已决定推进相关计划，对数周前拟定的一份清单上的美国产品征收额
外关税，这份清单是为了回应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而准备的。被欧盟列为关税目标的美国产品
包括花生酱、游艇和摩托车，标志着欧盟加大力度报复特朗普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关税.


新华社6月11日,伦敦市长萨迪克汗11日发布一份报告说，伦敦目前有758家人工

智能技术公司，远超巴黎和柏林等其他欧洲大城市。这份报告由萨迪克汗委托一家咨询公司
完成并在伦敦科技周期间发布。报告介绍说，目前伦敦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的数量是巴黎和柏
林两地总量的两倍。2017年伦敦人工智能公司融资数额增加了50%以上，超过2亿英镑(约合
2.67亿美元)；目前伦敦已有13所大学设立了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
学位课程。


环球网6月12日，据法国“欧洲时报”6月11日援引法新社报道，安永事务所(EY)

公布的年度调研报告显示，在经济复苏与法国推行改革的有利环境下，2017年法国的吸引力
连续第二年改善，巴黎也首次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大都会。2017年，外国在法国的投资、
设址、扩张项目(设立工厂、公司、决策中心或研发中心等)共有1019项，比2016年增加了31%。
2016年外国在法国的投资项目已经比2015年增加了30%。这使得法国在吸引外来投资项目排
行榜上仍然排名第三，位于英国(1205项)和德国(1124项)之后。在外国投资开创的就业岗位
数量方面，法国排名第四。这些投资项目在法国总共开创了25126个就业岗位，位于英国
(50196个岗位)、德国(31037个)、俄罗斯(25788个)之后。


英国《金融时报》6月15日报道，欧洲央行(ECB)宣告了已持续三年的2.4万亿欧

元刺激计划的终点，宣布它将于今年底终止为重振受到危机重创的欧元区经济而出台的这个
历史性计划。这一政策在欧洲央行内部引起的分歧越来越大，欧洲央行还发出信号表明在
2019年9月之前不太可能加息。


新华网6月16日,欧洲联盟成员国14日一致同意对总额28亿欧元(约合32.4亿美

元)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回应美方本月初对欧盟国家钢铝产品征收高关税。


中新网6月19日，据澳洲网报道，到访堪培拉的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拉姆18

日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外交部长毕晓普等部长举行会谈，意味着澳大利亚与欧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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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谈判即将开始。据了解，澳大利亚与欧盟自贸协定(FTA)的首轮谈判将于7月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正式启动。


新华网6月20日，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19日发布德国经济发展预测报告，大幅下

调德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长预期。报告将今明两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从春季时预测的
2.6％和2.1％均下调至1.8％。报告预计，德国就业人数将再创新高，从2017年的4430万增
至今年的4480万，明年将继续上升至4520万；失业人数将不断减少，失业率将由去年的5.7％
降至今年的5.2％和明年的4.9％。报告还预测，今明两年德国外贸顺差将分别为2670亿欧元
和2680亿欧元。据德国官方统计数据，2017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较2016年提
高0.3个百分点，为2011年以来最高增速。德国政府先前预测，德国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增
长2.3％和2.1％。


新华社6月22日，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20日表示，尽管受到贸易

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但法国经济增长依然稳固，预计今年增速将达到1.8%。法国全国统计
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说，受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欧元走强、油价上涨以及贸易保护
主义加剧导致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今年法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7%。法国政府先
前曾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在2%。


新华社6月22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22日表示，欧元区财长同意希腊如期退出救

助计划具有“历史性”意义，表明希腊打赢抗击债务危机关键性战役。齐普拉斯说，希腊仍
需医治债务危机留下的创伤并打造强大的经济，因此战斗还将继续。希腊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但国家仍需执行审慎政策，实现财政平衡并进行结构改革。欧元区财长21日在卢森堡举行的
会议上同意希腊在今年8月第三轮救助计划到期后退出救助计划。此外，欧元集团还同意将
欧洲稳定机制提供的贷款延期10年，并延期10年支付利息。2015年7月，希腊与国际债权人
签署第三轮救助协议，债权人同意在希腊履行一系列改革承诺的基础上向其提供860亿欧元
救助资金，为期三年，分批发放。希腊的各项改革措施必须按时间表通过评估，才能顺利获
得下批救助款项。


新华网6月23日，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如果欧盟不尽快消除对

美国产品设置的关税和壁垒，美国将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20％关税。这远高于目前美国
对欧盟2．5％的汽车进口关税。受此消息影响，大众、戴姆勒和宝马等欧洲汽车厂商在法兰
克福交易所的股价应声下跌。


中新网6月23日，6月24日，英国脱离欧盟导致伦敦股市剧烈震荡，英国富时100

指数当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8%。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2日警告称，如果英国退出欧
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而没有达成过渡协议，其可能会离开英国。空中客车公司的一份英国
脱欧“风险评估”表明，没有达成任何过渡协议，将“导致公司在英国的生产严重中断”。


欧洲时报6月25日，希腊可以从今年8月20日退出欧元区拯救计划。欧元集团认

为，希腊财经状况多少有点好转，但尚未痊愈。据德国之声报道，希腊财政部长与欧元区其
它成员国财长近日就向希腊支付最后一笔贷款细节进行“艰苦”磋商。据与会者透露，正如
过去8年的情形一样，各方此次也锱铢必较。8年来，希腊从其欧盟伙伴和国际货币基金会那
里共借款2740亿欧元。随着在向雅典支付最后一笔共150亿欧元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三个
一揽子救助计划在形式上将告结束。然而，希腊还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至少归还部分贷款、
减少其已达国内生产总值178%的巨额债务。


汇通网6月25日报道，欧盟在22日起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

税，征税清单包括钢铝产品、农产品等。据欧盟统计，美国钢铝关税措施对价值约64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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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盟出口产品造成了影响。为实现贸易再平衡，欧盟对28亿欧元美国产品立即加征关税，
针对剩余36亿欧元的贸易反制措施将在日后实施。


环球网6月28日，据法国《费加罗报》6月27日报道，法国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

怡集团(Euler Hermes)于当日发布统计数据称，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其给法国出口
企业造成的损失已接近40亿欧元。裕利安怡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法国各类产业中，受英国脱
欧打击最严重的是汽车产业，损失达12亿欧元，其次是机械设备业、农产食品加工业以及制
药业，损失分别达到6亿至8亿欧元。


新华网6月29日，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28日公布的月度报告显示，受欧美贸

易争端影响，７月份德国经济前景指标出现明显恶化。报告显示，７月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为10.7点，与前一月持平。但在反映消费者信心的三个子项指标中，经济前景指标出现明显
下滑，从37.4点降至23.3点，为一年多来最低水平。

国际综合
朝美首脑会晤（综合中新网等消息）
6月12日，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两国在任领导
人史上首次会晤，并共同签署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两国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
，
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国际政要纷纷对会晤取得积极成果表示欢迎。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评价此次会晤是推进朝鲜半岛实现持久和
平、完全、可核查无核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特雷斯呼吁有关各方能够抓住当前重要
契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发表声明说，朝美领导
人的会晤再次确定外交方式是实现朝鲜半岛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欧盟愿为旨在确保朝鲜半
岛无核化、长治久安和繁荣的后续谈判和其他步骤提供便利和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发
表声明称，英方对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建设性峰会”表示欢迎，这是对地区稳定迈出的“重
要一步”，但他同时指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在经历数十年的对抗
后，朝美领导人会晤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必须看到具体和可操作的成果。马
斯表示，会晤已为围绕朝核的谈判进程奠定基础。这一进程必须通向朝鲜实现完全、可检验、
不可逆的无核化。平壤必须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也唯有如此方能最终明显改善朝鲜人民的
境况。德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这一进程。
12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嘉佩乐酒店举行记者会，介绍朝美峰会成果并回答
记者提问。特朗普表示，金正恩接受了访问白宫的邀请，而自己将择机访问平壤。他同时称，
要实现彻底的无核化还要很长一段时间，目前暂时不会解除对朝制裁。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
与朝鲜的峰会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会面”
。他说，这证明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他说，
“会晤
是坦诚、直接和富有成效的。我们准备开始一段新的历史，我们两国之间的新篇章。”他表
示：“我们签署了一份联合文件，这是对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
” 他说，金正恩承诺
关闭一处导弹发动机试验场。特朗普还提到，美国不会减少在韩国的驻军，但可能会停止军
演，“我们在韩国有32000名驻地美军，我想要让他们回家，但不是现在。” 特朗普还表示，
目前暂时不会解除对朝制裁。在能够确认朝鲜不再拥核后，他期待能够将它们解除。朝美峰
会联合文件提到，特朗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
无核化的承诺。金正恩表示，“今天，我们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并决定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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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在身后。我们将签署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全世界将看到“一个重大变化”
。我还想向特朗
普总统表示感谢，是他让此次会议能够举行”。金正恩称，朝美签署文件，将迎接新的开始。
6月12日，朝美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两国承诺寻找战俘和失踪人员遗骸，包
括立即遣返已确认身份的人员。中新网6月21日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朝鲜
已归还200具朝鲜战争时期阵亡或失踪的美军遗骸。

朝韩关系（综合中新社消息）
6月1日,韩朝双方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高级别会谈，就具体落实韩朝领
导人4月27日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等事宜进行磋商。根据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公报，韩朝商
定为缓解南北军事紧张，双方将于本月14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举行将军级军事会谈。
双方还定于本月18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体育部门间会谈，讨论有关共同参
加2018年亚运会等事宜；定于本月22日在朝鲜金刚山举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讨论离散家属
团聚问题。此外，双方当天还就尽快在开城工业园区内设立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通过文件
互换方式继续磋商合办“6·15”纪念活动方案等有关事宜达成一致。
6月14日，据韩联社报道，韩朝决定重新开通东西海岸军事热线。
6月23日,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白宫22日发表声明称，尽管朝美首脑会晤取得了“历史
性”的成功，但朝鲜的核与导弹项目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同寻
常的威胁，美国决定将对朝鲜的制裁期限延长一年。

G7财长会议（综合消息）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6月2日在加拿大惠斯勒落幕，美国以外的
六个成员国一致表达对美方加征钢铝关税的“关切和失望”
，寄希望于下周 G7领导人峰会催
生“决定性行动”。会议由于关税问题进行的并不愉快。会议没有发表七国联合声明。只有
加拿大财长草拟了简短声明，谴责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加征钢铝关税，并要求美国财长姆
努钦把他们“立场一致的关注和失望”传达给特朗普，声明还呼吁在8日至9日于魁北克召开
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采取“果断行动”，以解决与美国之间的关税纠纷。财长会落幕后，
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在记者会上说，六国始终认为，美方加征钢铝关税具有“破坏性”。
“我期待这种观点传递到（七国集团）领导人圆桌会上，由他们作类似讨论。”德国副总理
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告诉媒体记者，就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而言，美方关税是“非常严
重的问题”。姆努钦召开记者会，说他已经转达六国财长的部分表述，特朗普将与其他 G7领
导人讨论贸易。法国财长指出，美国是否愿意主动採取措施去缓和与盟友之间因征收关税而
引起的紧张局势，现在成为未来走势的关键。他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征收关税，欧盟必然会
实施报复举措。

G7首脑峰会（综合消息）
G7峰会6月8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9日不欢而散。就像外界此前预期的那样，特朗普
的“美国优先”主张不受待见，对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激怒了盟友，引起强烈反击。峰会
期间，其他国家领导人向特朗普展示贸易数据，试图说服他改变决定，但特朗普也拿出数据，
措辞强硬，坚称美方吃了亏。特朗普9日上午提前离开峰会，乘专机前往新加坡途中通过社
交媒体推特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代表不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签
反对保护主义、倡导自由贸易的联合公报。G7公报称，“自由、公平、互利的贸易和投资，
同时创造互惠关系，是实现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动力……我们特别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贸
易体系的关键作用，并继续与保护主义作斗争”。公报亦承诺，努力减少关税壁垒、非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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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和补贴。美国此举引发多国不满。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拒签行为“令人沮丧”
，表示欧盟
将对美加征关税政策实施反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说，该国“不会被人摆布”。
《金融时报》
报道称，G7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状态”
。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这种分裂和纠纷使得贸
易战风险加大。

上合组织（综合消息）
2018年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在中国青岛举行。10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出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并发表讲话。习近
平称，本次上合青岛峰会达成了这些成果：峰会发表多项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青岛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 本次峰会批准
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此外，习近平主席还
讲到各方达成的“六个一致”。我们一致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我们一致主张，安全是上海
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们一致指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我们一
致强调，各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一致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国
际交往和合作十分重要。我们一致商定，本次峰会后，吉尔吉斯共和国将担任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习近平主席最后表示，“我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其他


新华社6月2日,埃及总统塞西2日在埃及议会宣誓就任新一届总统，开始他的第

二个4年总统任期。塞西发表就职演说，强调施政纲领将聚焦国内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民生领
域，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与对话。塞西在3月举行的埃及总统选举中赢得超过97%的有效选
票，成功获得连任。


中新网6月4日，综合报道，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6月2日在

加拿大惠斯勒落幕，其中六国财长在会后发表严厉声明，谴责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加征钢
铝关税，并要求美国财长姆努钦把他们“立场一致的关注和失望”传达给特朗普。由加拿大
拟定的这份声明还呼吁在8日至9日于魁北克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采取“果断行动”，
以解决与美国之间的关税纠纷。


中新社6月9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8日召开全体会议，选举比利时、多米尼加、

德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5国为安理会新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19年1月1日开始，任
期2年。


中新网6月14日,据俄罗斯卫星网14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朝鲜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时证实，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时间可能是在9
月举行“东方论坛”期间，或者通过外交部渠道单独协商。


欧洲时报6月24日，土耳其大选投票24日结束。据法新社报道，据初步计票结果

判断，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发展党（AKP）和友党民族行动党（MHP）组成的“人民联盟”在
获得过半选票，赢得此次大选，埃尔多安将继续担任土耳其总统。正式计票结果预计于6月
29日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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