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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欧洲大选时代的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 《德国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暨“德国默克尔 4.0 时期的内政
外交与中德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 学会举办“如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座谈会
◎ 学会联合举办“中欧领导人会晤与大国关系”研讨会
◎ 欧洲动态（2018 年 7 月 1 日-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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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 China-Europe Relations after General

Elections in Europe”
☞ The Launch Event for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Germany (2018) and the

Symposium were held in Tongji University
On July 6th 2018, the launch event for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Germany (2018) and The
Symposium on “ the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Merkel Administration 4.0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Germany Relations” were held in the lecture hall of the German library of Tongji
University. Opening addresses were made by Mr. WU Zhiqiang, vice president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Mr. YANG Qun, editor-in-chief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rof. ZHENG Chunro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ongji University,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key points of the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Germany (2018). His introduction was
followed by a keynote speech of “New Trends of Current China-Germany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presented by Mr. MEI Zhaoro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Germany and Adviso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afternoon, a symposium was held on the theme of “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Merkel Administration 4.0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Germany
Relations ” . In-depth discussions were made on a series of hotspot topics, such as China-Germany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Germany-U.S. relations, and EU reforms, by more than 50 scholars from
well-known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and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Several leaders and trustees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lso took part in this launch event and symposium.

☞ SIES held a discussion on “How to Do a Good Preparatory Organization Work for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10th 2018,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held a discussion on
“ How to Do a Good Preparatory Organization Work for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 . This
discussion was participated in by CAO Ziheng, JI Lude, WANG Xiaoshu, XU Mingqi, YANG Haifeng,
ZHANG Haibing.
☞ SIES jointly held a seminar on “the China-EU Summit and the Big Power Relat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17th 2018, a seminar on “ the China-EU Summit and the Big Power
Relations ” was hel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hangguan” Website of the Jiefang Daily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rticipants of this seminar included: CAO Ziheng, DAI Bingran, DAI Yichen, FANG Xiao, LIAO Qin,
WU Yikang, XIN Hua, XU Mingqi, YE Jiang, YANG Cheng, YANG Haifeng, and ZHENG Chunrong.
☞ European News (2018.07.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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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后欧洲大选时代的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海社科院国际所 杜梦渊、戴轶尘整理）
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主办的“后欧洲大选时代的
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
研究员与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共同致开幕辞。他们指出，当前世界局势乱象横生，
欧洲既面临内部的政治生态转变、英国脱欧的冲击，又面临外部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特别
是当前欧盟要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与俄罗斯的对峙中出现寻求妥协迹象，而
对中国有经济依赖的同时又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在这一背景下，欧洲
一体化将何去何从、中欧关系将如何向前发展，都值得深入研讨。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单位的 20 多位
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一、欧盟各国大选后的政治生态与欧洲一体化
上海欧洲学会原会长、上海社科院伍贻康研究员主持这一议题的讨论。他认为，欧洲一
体化本质上是精英政治的产物，但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使之面临欧盟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挑
战，政治生态危机和经济、金融、难民等诸多危机夹杂在一起已成为一种常态。在即将举行
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法德两国将拿出何种推进欧盟一体化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能否得到其
他成员国的支持、能否执行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的发言分析了当前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全境成遍地开
花之势的主要原因：首先，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造成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创造了群众
基础；其次，金融危机后，欧洲中产阶级出现下层化趋势，创造了社会基础；第三，欧洲本
就有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交织传统。他认为，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的兴起并上台执政是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表明发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并没
有因为欧洲一体化而过时，欧盟仍是以国家为基础进行治理的，其本质是有影响力的国际政
府间组织，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成为超国家行为体。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运用“裂痕理论”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欧
盟共识政治的冲击。欧盟的共识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精英政治的决策模式，以追求绩效为
合法性基础，但当前已出现了多层裂痕：第一，国内政治层面，精英和大众的分歧加剧，议
会投票结果与全民公决结果相去甚远；第二，成员国的政党体系层面，建制派和中间政党支
持一体化，而反建制派和极端政党则反对一体化；第三，成员国的民众之间在脱欧和留欧上
有巨大分歧。第四，在欧洲层面，欧债危机引起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分歧，难民危机导致新、
老欧洲的分歧。面对一系列新的欧洲裂痕，欧盟需要既需要加强公共领域建设寻找新的共识，
也需要提高离欧成本，考虑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危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吉磊助理研究员则聚焦民粹主义思潮下的欧盟共同避难政
策改革。她认为，难民危机造成欧盟内部的社会矛盾加剧、恐怖主义担忧倾向上升，引起新
的社会文化和阶级分裂，导致选举中的政治极化倾向越发严重，民众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归
咎于欧盟，因此难民和移民议题成为欧盟各国选举中的热点。同时，由《都柏林条约》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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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盟共同避难制度也面临诸多挑战，成员国对难民的接待、安置、转移、遣返成本高昂，
且各成员国的权利义务也分配不均。目前欧盟正转向防御性的避难政策，希望通过控制边界
阻止难民和移民继续大规模流入，同时加速与第三国合作遣返难民，但效果有限。为此，欧
盟既需要务实渐进的改革，强化现有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力和效率；也要将难民问题作为长期
治理过程来对待，促进地区平衡、充分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徐明棋研究员强调，意大利大选结果表明欧
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其政策主张是对以往由法德轴心主导的、
以左翼自由主义理念支撑的欧洲一体化的机制和政策的制衡。当前难民问题对欧盟的冲击虽
有回落，但欧盟内部在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种种提议
加强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并不具备民意支持的基础，欧洲一体化向前推进仍有很大阻力。上海
社科院研究员钱运春则认为，欧洲一体化以统一大市场、共同区域政策、共同社会政策等经
济手段而非发动战争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以来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发
展不充分问题，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的中国仍富有借鉴意义。
二、后欧洲大选时代的欧盟及成员国对华政策
该议题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简军波
副教授在分析英国对华政策时指出，英国有长期的殖民历史传统，且长期独立于欧洲而一直
抱有大国心态。基于这些自我身份认知，英国脱欧后的特蕾莎·梅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友好
和对立共存的二元特征：在对华友好方面，在言辞中延续对“中英黄金关系”的象征性支持，
在行动上积极访华推进与中国交流并稳步发展中英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同时也有对华对立
的举措，如在南海问题和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冒犯中国主权，在处理中美英三角关系中更强调
扩大英美特殊关系，在经济领域加大了对华投资审查力度。总体来看，中英之间没有冲突性
的战略矛盾，双边关系的友好趋势不会改变，但会不断因英国的国内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
的化贸易保护主义大潮及其在对外政策上追求“全球英国”而引起摩擦。英国可能在对华政
策上利用香港问题、南海问题谋求利益。
在分析法国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骥副教授指出，
法国的政治生态已出现三点变化：首先，法国民众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带来收益与代价
更加敏感；其次，法国在处理安全和难民问题时陷入两难境地，控制难民与法国自由博爱的
传统价值产生了矛盾；第三，马克龙提升法国在欧盟及全球地位上的自信姿态。同时，欧洲
层面的政治环境变化强化了法国外交转向：英国脱欧给法德合作带来一定的动力，默克尔在
国内政治地位的削弱让德国难以扮演领导角色，英国难以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给法国
带来契机，而美国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促使特朗普对欧洲甩手。国内外因素交织为法国打开了
相对独立的外交空间，导致法国对华政策呈现两面性：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双边投资
贸易以及全球治理议题上，法国既想与中国合作又存在疑虑；法国在双边和欧盟层面收紧对
中国投资的审查，但又想争取中国市场；想要与中国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
合作，但又担心中国在非洲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上，法国更是纠结
中、美到底谁才是维护秩序的伙伴。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苗苗副教授分析了德国大选后的对华政策态势。她认为，由于
德国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大党力量削弱而小党分散，多党联合执政将困难重重，默克尔的
权力会继续削弱并将逐渐失去加强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的契机。在此情况下，当前默克尔政
府仍与中国保持传统的良好关系，在多边主义、伊朗问题、扩大贸易投资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已出现了三点值得关注的动向：第一，德国国内舆渲染“中国渗透论”，视中国为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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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制度竞争的国家；第二，德国对华具有矛盾心态，一方面能从中国得到经济实惠，另一
方面又觉得中国的成功模式与德国坚持的价值观相悖；第三，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受到联盟伙
伴、社民党及其他政党的干扰和国内和欧盟局势的牵制。
在欧盟三大国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同时，中东欧国家也出现了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
的“民主倒退”现象，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就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她
指出，匈、波两国在政治上通过修宪改制等措施强化执政党地位，在经济上加强政府对关键
经济部门的干预，在外交上有机会主义倾向，既与中国、日本、印度加强经贸合作，又联手
其他国家对欧盟的难民政策针锋相对。这一变化根植于三个因素：首先，匈牙利和波兰有更
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存在；其次，中东欧整体出现了保守化倾向，宗教力量凸显。第三，
软性的疑欧主义兴起，希望把超国家的欧盟拽回民族国家的欧盟。欧盟将中东欧的变化视为
是一种倒退，并将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发展。为此，中国应考虑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
义复杂性，与其交往要注意避免作实“中国分裂欧洲”的舆论，以更软性的方式与中东欧国
家开展合作。
三、中欧关系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主持了该议题的讨论。上海社会科
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崔宏伟研究员的发言分析了中欧互联互通竞合关
系的发展前景。她指出欧盟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新变化：首先，欧盟谨慎支持的态度有
所倒退，更突出“一带一路”对欧盟带来的地缘竞争因素。欧盟提出自己的亚欧互联互通战
略并寻求与日本、印度、东盟共同塑造欧亚大陆规则，用多边方式降低“一带一路”的影响
力。其次，欧盟对中国投资的规制增强，在政府采购、对等开放、透明度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夸大中国对欧投资的政治目的。第三，欧盟已经开始接受印太概念。欧盟的态度转变一方面
是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挑战西方规则，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输出发展模式的手段，另一
方面是担心欧盟的大周边战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上重叠而有地区秩序主导权
竞争。她建议，未来中国需要通过与欧盟互利合作来降低战略竞争的忧虑，并对欧盟的批评
提高重视。
相对于欧盟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的倒退立场，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认
为英国仍在这一议题上寻求充当“天然合作伙伴”。英国提出“天然合作伙伴关系”的概念
基于两个支点：一是在地缘上，中英位于“一带一路”倡议连接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二
是在功能互补上，英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经济、设计、运输等领域的优势参与亚欧大陆的
基础设施投资，并且“一带一路”倡议与英国基础设施建设改造计划及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
计划高度契合，双方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也要看到，英国提出“天然合作伙伴”虽表现
出积极态度，但尚且停留在口号层面，其中的内涵并没有完全落实，更像是“黄金时代”的
增强版。鉴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将美国排在第一、相邻地区排在第二、印太地区排在第三，
中国应以务实态度定位和推进中英关系的发展，可以通过战略对接“五通”、共建海上丝绸
之路来推进中英“天然合作伙伴”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助理研究员介绍了“一带一路”在匈牙利
的发展现状。她指出，目前匈牙利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出现了较强的国家干预色彩，连任后
的欧尔班及青民盟将通过修改法律、对银行和能源企业等进行并购及增股以及掌控媒体等手
段实现更多政治诉求。但中匈仍有延续稳定合作的积极因素。匈牙利在“一带一路”和“16+1”
一直保持着积极活跃的态势，中匈合作的成果显著、示范性强，其原因在于：一是匈牙利经
济在金融危机后呈断崖式衰退，亟需外部合作，二是其地理位置优越，中心优势明显，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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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匈牙利占比高，已经在当地形成比较好的形象。同时，中国也不能忽视当前匈牙利经
济的结构性问题，防备双边经济合作议题被政治利用，并留意匈牙利执政党与极端右翼政党
之间的关系。此外，当前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分歧、中美关系、俄欧关系的变动都
对“16+1 合作”构成了很大压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助理研究员探讨了中欧关系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中出现的新变化和存在的老问题。她认为，“一带一路”给中欧关系带来的影响首先体
现在经济领域，中国对欧投资的急剧增长和大规模并购的投资方式引起欧盟不满和警惕，而
加强对华投资审查。其次，经济合作出现政治化态势，欧盟批评“16+1 合作”和“一带一
路”倡议有分化欧洲之嫌，提升了欧盟对中欧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及安全议题的关注。此外，
中欧人文交流扩大，但对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效果有限。与此同时，中欧关系中的贸易不
平衡、不对称的双层结构等老问题仍然存在，欧盟仍寻求在市场经济地位、南海问题上对中
国进行规制。因此，短期内双方在塑造全球秩序和规则上的分歧不会消失。

简讯
＊7 月 6 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德
国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暨“德国默克尔 4.0 时期的内政外交与中德关系”学术研讨会
在同济大学德文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
群分别致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简要介绍了《德国发展报告（2018）》
的框架与重点内容。中国前驻德大使、上海欧洲学会顾问梅兆荣先生作“当前中德、中欧关
系新动向”主旨报告。在下午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欧洲学会、中央
党校、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 50 余名专家
学者，就当前的中欧、中德关系、德美关系、欧盟改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上海欧洲学会的部分领导及会员与会。
＊7 月 10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如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座谈会。曹子
衡、季路德、汪小澍、徐明棋、杨海峰、张海冰等参加。
＊7 月 17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联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举办“中
欧领导人会晤与大国关系”研讨会，曹子衡、戴炳然、戴轶尘、方晓、廖勤、伍贻康、忻华、
徐明棋、叶江、杨成、杨海峰、杨立群、郑春荣等与会。

欧洲动态 （2018 年 7 月 1 日—31 日）
中欧关系


外交部网站7月5日，当地时间2018年7月5日下午，应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邀

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始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7月7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出席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会晤，与会各方共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非亚纲要》。欧盟、奥地利、
瑞士、希腊、白俄罗斯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为观察员与会。今年出台的《索非亚纲要》，
各方围绕“深化开放务实合作，共促共享繁荣发展”的主题，聚焦“16+1合作”机制建设、
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农林环保、金融、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共出台50项合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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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索非亚纲要》中提及，“各方同意在保加利亚成立‘16+1全球伙伴中心’，为‘16+1
合作’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及智力支持”。欢迎中外相关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16+1
全球伙伴中心”的工作，为“16+1合作”行稳致远提供支持与帮助。各方一致认同“16+1
合作”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将按欧盟规则开展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合作，也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欧盟。各国领导人还共
同见证“一带一路”、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金融、教育、文化、质检等领
域20余项合作协议签署。


外交部网站7月7日，当地时间7月6日，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在维也纳总统府会

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范德贝伦表示，奥重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愿在此框架下与中方深化务实合作。奥将积极参与将于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国家展”活动，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日，奥地利总
理库尔茨在维也纳总理府会见了王毅。


外交部网站7月7日，7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伊

核问题外长会期间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莫盖里尼表示，面对美国宣
布退出协议，各方要保持密切协调，共同努力维护全面协议，希望即将召开的伊核外长会对
外发出团结一致的信号，并就如何确保包括伊朗在内的各国利益进行有益讨论，感谢中国为
全面协议的达成作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中方继续为维护全面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发挥积极
作用。


外交部网站7月7日，当地时间7月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下榻饭

店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李克强表示，感谢匈牙利政府及总理本人为去年“16+1合作”布
达佩斯会晤成功所做贡献。中方愿同匈方继续保持并加强高层交往势头，以明年两国建交70
周年为契机，推动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将双边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李克强指出，中方
愿同匈方继续积极推动包括匈塞铁路在内的大项目合作。欧尔班表示，匈中两国间有着高度
的相互信任，匈方愿以明年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共同制定长远规划，将两国互利
合作提升到新水平。“16+1合作”不仅有利于中东欧国家，也有利于欧洲整体发展，将加强
而不是削弱欧盟。匈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携手推进“16+1合作”。


外交部网站7月8日，当地时间7月7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下榻饭店

会见捷克总理巴比什。李克强表示，中捷关系正在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捷方
扩大双向开放与双向贸易与投资，不仅增加货物贸易，也深化服务贸易合作。双方可加强金
融、航空、汽车、农业等领域合作。巴比什表示，捷克政府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捷克愿同中方提升经贸和投资
水平，希望参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愿继续积极参与“16+1合作”。


外交部网站7月8日，当地时间7月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下榻饭

店会见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库钦斯基斯表示，拉脱维亚是中国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
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合作。中欧班列非常成功，拉方愿利用好这一班列，并发
挥拉方区位和不冻港优势，共促双方经贸合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中东欧国家，
这不仅是双方旅游合作深化的象征，也是中国－中东欧关系持续提升的象征。希望进一步促
进双方人员交流。


外交部网站7月8日，当地时间7月7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下榻饭店

会见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马尔科维奇表示，黑中关系发展良好，政治互信稳固，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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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特别是黑山从“16+1合作”中获益良多。黑山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在公路、水电站
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开展第三方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外交部网站7月10日，当地时间2018年7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

理府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德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
谅互让、公平竞争的精神发展关系、推进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正在推动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此访期间，双方首次就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合资项目所占股比提高、化工企业
在华建立大型独资项目等达成协议，表明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正在陆续落地。双
方要抢抓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等创新合作先机。中国将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鼓励企业基于自愿的技术交流，不搞强制技术转让。也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
提供公平公正待遇，扩大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和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中方愿同德方共同拓
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默克尔表示，当前国际背景下，德中推进经济
贸易技术等领域合作，坦诚开放沟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德方乐见中方扩大开放举措在
德中合作中率先落实。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德国。7月9日中午，李克强总理在柏林总理府与默
克尔总理共同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7月9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在柏林总理府与默克尔总
理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后共同会见记者，介绍磋商成果并回答提问。李克强表示，
“16+1
合作”是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共同创建的合作平台，也是中国同欧洲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
益补充。“16+1合作”既涵盖欧盟成员国，也包括非欧盟成员国。对于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
欧国家，“16+1合作”可以助力其经济发展，并提升欧盟平均发展水平；对于其他希望加入
欧盟的国家，“16+1合作”能帮助他们缩小发展差距，有利于早日达到入盟标准。7月9日晚，
李克强总理在柏林经济和能源部与默克尔总理共同出席第九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闭幕
式并发表讲话。


外交部网站7月10日，中欧第36次人权对话于7月9日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国际司

司长李军华和欧盟驻华大使史伟出席对话开幕式。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刘华和欧盟对外
行动署亚太总司副司长帕姆帕罗尼共同主持对话。


中新社7月12日,英国“一带一路”投资机遇研讨会12日在伦敦渣打集团总部举

行，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贡献
“黄金成果”》的主旨演讲。英国政商界高层人士1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外交部网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国

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将
欧盟视为一支有利于国际格局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双方要牢牢把握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正确方向，继续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图斯克和容克表示，欧中
全面战略伙伴合作意义重大。欧盟感谢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同中国扩大各领域合作，
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欧盟和中国都致力于多边主义，都主张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国家间关系，通过多边协商完善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政府网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欧双方一致同意，共同
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加强外交和安全政策对话，应对共同挑战。致力于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支持以规则为基础、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现有世贸规则。双方同意建立工作组这一沟通
机制，讨论世贸组织改革问题。双方在此次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了中欧投资协定清单出价，
同意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作为最优先事项，努力为投资者建立开放、透明、公平、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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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双方一致同意发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和《中欧领导人气
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


《今日工业报》7月18日，Baker McKenzie 和 Rhodium Group 律师事务所的最

新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的海外投资，瑞典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所占份额最大。在此
期间，中国在瑞典的投资约为320亿瑞典克朗。另外，中国对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投资在欧
洲也排名前茅。


《金融时报》7月19日，布鲁塞尔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自行车临时征收21.8%

至83.6%之间的反倾销税。欧盟表示，若不征收此项关税，该产业的经济和财务形势“很有
可能”进一步恶化。过去四年，欧盟总值18亿欧元的电动自行车市场增长了70%以上。进口
占据了近5.1亿欧元，其中2.95亿欧元来自中国。欧盟委员会今年年底将决定这些措施是否
成为决定性措施。


欧洲时报意大利版7月21日，意中基金会7月16日在伦巴第大区举行记者会，公

布题为《中国2018年度报告——营商环境与观察》的最新年度报告，深度分析意大利和中国
之间的贸易关系及发展前景。这份报告公布的时间正值第二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召开之际，
报告认为中国对意大利来说是未来的关键性市场，并呼吁意大利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机遇。报告强调，2017年意大利对华出口总额首次超过了200亿美元，增长了22%，这
是自2010年起从未有过的巨大涨幅。22%的增长率也让意大利成为欧盟国家中对华贸易增长
率最高的国家。此外，意大利从中国的进口额为292.8亿美元，增长了10.24%，是自2010年
以来的最高纪录。中意两国间贸易总额达497.9亿美元，增长了14.79%，也是自2010年以来
的最高纪录。意大利对华贸易逆差降低了9.79%，相当于88.9亿美元，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
好水平。


欧洲时报7月23日，当前电子商务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

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后，正在加紧布局欧洲市场。德国《商报》报道，德国本土电商目
前主要的竞争对手是美国亚马逊，但未来他们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中国的两大电商
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即将进军德国市场。


路透中文网7月25日，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称，将与中国百度在自动驾驶和车

联网服务方面加深合作。


外交部网站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亨特表示，英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英方愿推动英中“黄
金时代”持续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英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维护多边主义
和国际秩序。同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举行第九次中英战
略对话。双方在会后共见记者。王毅表示，双方一致认为，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
双方务实合作提质增速。中方期待英方以更富雄心的姿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开展三方
合作先行先试，争取更多早期收获。我们欢迎英国领导人出席明年在华举办的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英方担任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宾国之一。双方同意积
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扩大贸易和相互投资规模，重点推进核电、金融、创新等领域合作，
拓展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合作。


经济参考报7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亨特30日在与王毅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英方很欢迎中国提出就英国“脱欧”后展开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日前表
示，作为多边机制的坚定捍卫者，英方愿与中方一道维护多边主义，促进贸易自由化。吴百
纳说，在全球贸易摩擦升温的当下，英国愿与中国共同努力，确保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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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机制中发挥有效作用。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执行总裁鼎杰夫对新华社记者说，在英国政
府的支持下，协会将组建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11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华社7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0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第九

次中英战略对话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李克强积极评价中英关系及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的积
极进展，愿同英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全方位发展。
双方应发挥互补优势，拓展各领域合作，以年内开通“沪伦通”项目为契机，积极培育新的
合作增长点，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亨特表示，很高兴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后首次访问中国。英
中关系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正全面展开，双方合作大有可为。英
方期待明年举行新一轮英中总理年度会晤，愿继续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对接。当
前国际局势正处在关键节点，英中两国应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欧洲政治外交


中新网7月2日,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欧盟28国日前就解决移民问题最

终勉强达成共识并签署协议。根据所达成的协议，欧盟将谋求在境外建立难民“地区登陆平
台”，境内设置难民“安全中心”。成员国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自行设立“安全中心”，加
强对寻求庇护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的甄别，以解决不断恶化的移民问题。欧盟方面表示，将从
欧盟财政预算中拨出30亿欧元，用于支持土耳其安置叙利亚难民。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也将
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拿出10亿欧元援助土耳其及相关难民输出地区。协议支持欧盟成员国加
强边境管制，逐步改革欧洲的难民庇护政策，包括对《都柏林协定》进行修改。协议签署后，
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难民问题协议将使意大利不再孤立，他对峰会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
满意；法国总统马克龙则称该协议是里程碑，欧洲各成员国在对待难民问题上，应进一步加
强团结、携手合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她再次重申了难民无权选择
寻求庇护国家的原则并表示，希腊和西班牙已经同意接收曾在该国登记接受庇护，而后前往
德国的难民。


海外网7月5日,当地时间7月4日，欧盟宣布将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

制裁生效后将持续到2019年1月31日。对于欧盟方面的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
表达了遗憾，称欧洲领导人错过了改变与俄罗斯关系的机会。


新华社7月5日,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与来访的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5日在立

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会谈，呼吁欧盟和北约加强内部团结，以应对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据立
陶宛总统府发布的消息，双方就国际安全问题、欧盟和北约内部合作及欧洲国家面临的移民
和难民问题等举行了会谈。格里包斯凯特说，双方一致认为，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等欧洲目
前面临的挑战需要欧盟和北约内部的团结。


新华社7月12日,欧盟委员会主管移民、内部事务与公民事务的委员季米特里

斯·阿夫拉莫普洛斯12日说，欧盟正讨论组建一支规模为一万人的边防警察部队，以加强对
欧盟外部边界的保护。


法国《欧洲时报》7月13日报道称，奥地利当地时间7月12日，欧盟28个成员国

的内政部长在奥地利南部的因斯布鲁克召开会议，商讨难民问题，以解决汹涌到欧洲境内的
难民潮。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代表首先进行了三方会谈，其中奥地利和意大利代表均属于
极右派，反对非法移民，而德国代表也不同意该国总理默克尔温和的难民政策。德国希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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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等国家能将在意大利上岸的、部分不符合规定的难民直接遣返，而不是等到难民到了德
国再想办法；意大利方面则要求减少到达欧洲的难民数量；奥地利代表提出，现在要求欧洲
再接纳难民已经不现实了，需要停止给难民发放避难申请。


中新社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形容欧

盟是美国的“对手”(foe)之一。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是“坏的”，而是指
其具有竞争力。“我尊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在贸易领域，他们真的已经占了我们的便宜。
而且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是北约成员国，它们没有在付账单。”对于特朗普上述言论，德国外
长马斯16日通过德国外交部社交网络账号发表回应称，美国总统将欧盟称作“对手”，这再
一次令人遗憾地表明，自从特朗普就职以来，横亘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隔阂变得多么深。
“我
们不能再毫无限制地信赖白宫了。为了维护我们同美国的伙伴关系，必须重新校准这一关
系。”马斯表示，作为明确回应，欧盟国家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我们必须重新衡量
同美国的伙伴关系，这一点只能通过一个自信和独立自主的欧盟去实现。”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此前一天则在推特表示，美国和欧盟是“最好的朋友”，“谁要是说我们是对手，那
是在传播假新闻”。


环球网7月18日，据法国《费加罗报》7月17日报道，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

当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从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难民人数已超过5万人，较2017年年
同期减少了近一半。而抵达西班牙的难民人数则大幅增加，是2017年同期的近3倍，使得该
国超越意大利成为难民登陆的第一大目的地。


环球网7月20日,法国《欧洲时报》7月19日报道称，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社会青

年学习和就业统计报告称，2017年，在欧盟成员国的18至24岁青年中，平均有超过14.3%的
青年人既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工作。而意大利该青年群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25.7%,塞浦
路斯为22.7%、希腊为21.4%，克罗地亚为20.2%、罗马尼亚为19.3%、保加利亚为18.6%、西
班牙为17.1%、法国为15.6%、斯洛伐克为15.3%、荷兰为5.3%、斯洛文尼为8%、奥地利为8.1%、
卢森堡和瑞典为8.2%。


新华网7月25日，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

和助手组建一个政治团体，旨在搞乱欧洲联盟，最终使欧盟陷入瘫痪。路透社23日报道，班
农和助手拉希姆·卡萨姆组建一个名为“运动”的政治团体，聚集“疑欧派”人士，有意搞
垮欧盟。这一团体的办公地点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卡萨姆曾是英国“反欧”
派代表人物、独立党前任领袖奈杰尔·法拉奇的助手。法拉奇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卡萨
姆说，这一名为“运动”的团体将成为疑欧派人士的聚集地，现已着手运营和招募成员。它
将集中精力帮助那些关注主权、边界管控和就业等问题的个人和团体。上周，班农访问英国
伦敦，与法拉奇和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助手会面。班农提及他创建的“运
动”时声称，这是一项“民粹主义计划”，将着力促成欧洲政坛“地壳构造板块变化”。班
农和卡萨姆说，欧洲议会定于明年5月选举，他们打算利用“运动”提高疑欧派支持者的投
票率，使疑欧派人士在欧洲议会占据更多席位。班农希望推动“反欧”团体参与投票，在新
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足够多席位，最终达到扰乱甚至逼停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目
的。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23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欧盟方面已经注意到班农的这一动向。
但他拒绝作进一步回应。


英国《金融时报》7月2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和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表示，欧盟和美国将开启旨在化解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的新谈判。两位领导人在
周三华盛顿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同意共同努力消除与非汽车工业产品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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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税、贸易壁垒和补贴。他们还表示，将共同努力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降低大西
洋两岸的贸易成本和监管壁垒。

德国


中国新闻网7月2日，综合报道，6月29日，欧盟各国领导人就难民问题达成协议。

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已和欧盟中的14个成员国达成遣送难民的新协议，以管制大量涌入欧
洲的难民，但被点名的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否认，让默克尔声威受损。此外，德国内政部长
和基社盟主席请求辞职，使默克尔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新华网7月3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上周促成欧洲联盟首脑会议就移民管

控“欧洲方案”艰难达成妥协，却没能让国内执政盟友满意。内政部长、基督教社会联盟（基
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1日提出辞职。基社盟与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
盟）70年联盟党“姐妹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两党2日进入紧急谈判，寻求妥协。


新华网7月3日，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内部2日就已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难民的处置

问题达成一致：一，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地区设立新的边检机构，阻止“二次移民”入境德
国；二，设立转移中心，临时安置这些移民，并“通过与相关国家签署政府间协议或协商”
开展这些移民的遣送工作，而不会采取未经协调的行动；三，如果相关国家拒绝关于直接遣
送这些移民的协议，则根据未来德奥之间达成的协定将他们遣送至奥地利。舆论认为，这避
免了联盟党两大成员——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之间
分歧的加深。2日会谈结束后，曾于１日表示将同时辞去其担任的联邦内政部长和基社盟主
席职务的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表示将留任政府和党内职务。


新华社7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5日会见来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双方在难民

问题上分歧严重，未达成任何妥协。双方在会谈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默克尔说，德匈两国
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尤其在涉及申根国内部稳定和难民移民分配问题上。默
克尔还指责匈牙利政府没有遵守《都柏林公约》，以及拒绝接纳在匈牙利注册的避难申请者。
默克尔说，虽然匈牙利政府在保护申根区外部边境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人道主义救助对
于欧洲来说同样重要，欧洲不能封锁边境拒绝那些来欧洲寻求帮助的难民。欧尔班回应说，
解决难民产生的根源，从而让他们停止前往欧洲，才是欧洲国家展示人道主义的更好方法。
欧尔班认为，德国政府指责匈牙利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与欧盟缺乏团结，这让匈牙利感到痛
心。


新华网7月5日，德国电视新闻频道网站５日报道，德国内政部4日在回答议员质

询时表示，自2017年2月以来有近1.2万名难民领取了“离境奖金”，德国政府用奖金鼓励难
民主动离开德国的政策初见成效。


新华网7月6日，德国外长马斯6日说，不可能补偿因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而导致的外国公司从伊朗撤离所带来的所有损失，但各方正在寻找方案确保伊朗在伊核协议
下的利益。


新华社7月7日，德国联合政府三个执政党5日就一系列“移民政策重组”措施达

成协议，同意加快遣返已在欧洲联盟其他国家提交难民申请的非法移民，同时排除把等候遣
返的非法移民安置在边境“中转站”的选项。这份协议使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大联
盟”政府免于垮台。


环球网7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德国是俄罗斯的“俘虏”

(captive)，已经完全被俄罗斯控制。对此，默克尔表示，德国所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是“独
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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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7月19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18日通过了题为《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

略要点》的文件。德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实施这一纲要性文件，将该国对人工智能的研发
和应用提升到全球领先水平。


环球网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刚见完普京不久，就打算接着邀请对方会面。

对此，据法新社20日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评价称，特朗普和普京的会谈应成为“常态”，
这“对大家都好”。


环球网7月20日,法国《欧洲时报》7月19日报道称，德国媒体消息指出，尽管竞

争激烈，德国的教育机构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报道引述德国《商报》
消息称，德国对外国学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与2016年相比，2017年留学德国的外国学生人
数量增加了5%，达到35.9万人。德国政府在2013年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吸引至少35万名外
国学生，这一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德国联邦教育部长安雅 卡利切克表示，这证明德国的科
研环境、学术自由在国际上都极具吸引力。这位部长补充说，虽然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H)
因其实用性而受到留学生欢迎，但绝大多数外国学生还是更中意德国的综合性大学(Uni)。


中新社7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在柏林举行一年一度的夏季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阐释内政外交政策。当被问及贸易战有关问题时，默克尔表示，美国对它国加征关税
及其后续措施将危及德国汽车业增长前景。她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世贸组织(WTO)规则，
亦对全球多国的经济繁荣构成“切实威胁”。默克尔表示，全球贸易正处于十分严峻的形势
当中。她强调，正是由于各国“没有采取单边主义，而是采取了多边协商的做法”，才令各
国得以度过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新华网7月2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说，德国愿意在跨大西洋关系遭遇巨大压

力时仍与美国合作，但重申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


环球网7月23日，德国外交部和内务部22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德国将为从叙利亚

撤出的8名“白头盔”成员及其家人提供避难所。德内务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称，这是德国
“履行人道主义义务”的举措。


环球网7月24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报道，德国外长马斯今日(24日)

表示，欧洲不会在同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屈服于美国的威胁，而是希望通过谈判化解双方纠纷。
马斯说：“容克明天将到华盛顿谈判，寻求解决方案，这是好事。不过，我们不会带着枪去
谈判。我不认为，威胁会让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案。”“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我希望我
们可以达成共识成功化解争端，但我们不会因为受到威胁而这么轻易地屈服。”


环球时报7月26日，当美国与世界多国之间贸易战升温之际，特朗普政府24日宣

布向受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紧急补贴，以挽救各农业州“票仓”的选情。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呼吁欧盟表现出强硬立场，不要被特朗普勒索。马斯称，
“欧盟必须战斗，”
“欧洲必须团结在一起，自信地进行反击。”


环球网7月26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7月25日在东京，与德国外长马斯举行会谈。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对本月17日签署的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表示欢迎，称将
拥护基于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多边协调主义的规则的国际秩序。


环球网7月26日，据日本共同社7月26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25日在首相

官邸会见德国外长马斯，对日本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给予肯定。安倍称：“双
方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表明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意愿。希望今后也能紧密合作。”马斯也
对 EPA 的签署表示欢迎，并回应称“日本和德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于同安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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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前与外相河野太郎发表两国联合声明，马斯表示“其中包含了就政治课题深化合作的内容，
令人高兴”。


环球网7月31日，在德国右翼选择党势力不断壮大，德国传统老党支持率也随之

下跌。据德国《世界报》报道，根据民意调查机构 Emnid 最新调查结果，德国执政党——联
盟党支持率跌破30%，仅29%。报道称，这是自2006年以来，联盟党支持率首次下跌至29%。
根据 Emnid 调查机构调查结果，联盟党的支持率较上周减少了1个百分点。而德国百年老党
社民党的支持率也降至18%。报道还提到，在2018年大选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的极右翼政党
“选择党”支持率已攀升至15%，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绿党支持率也升至14%，左翼党(10%)
及自民党(9%)较上周保持不变。

法国


中国青年报7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2日抵达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出席了正在举行的非盟峰会，并与“萨赫勒五国集团”(G5Sahel)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
尔、布基纳法索、乍得领导人单独会晤。结束在毛里塔尼亚的活动后，马克龙还将前往尼日
利亚访问。法国现有近4500名士兵在该地区执行“新月沙丘”反恐行动。马克龙在到达努瓦
克肖特后第一时间表示，法国必须与“萨赫勒五国”一道，加倍努力应对地区安全威胁。马
克龙此次访问非洲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安全形势不稳的背景下，再度推动“萨赫勒五国”
联合部队提升战斗力。马克龙还希望在一些方面获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事实上，非洲的安全
问题与一直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密不可分。


新华社7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在面向法国议会两院讲话时，重申推进改革

并建设新型福利国家。马克龙表示，在自己任期第二年，他将把建设一个覆盖全面、效率较
高和责任明确的“21世纪的福利国家”作为法国政府的优先工作。


新华社7月11日,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11日在巴黎表示，法国政

府将大力支持本国金融业发展，并将巴黎打造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勒梅尔当天在巴黎
欧洲金融市场协会年度论坛上说，法国政府和巴黎市政府已制订有效措施，吸引从英国迁出
的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将来巴黎会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
一些仍希望留在欧洲单一市场的金融机构纷纷决定迁出伦敦。为争夺这些金融机构和从业人
员，法国和德国已展开竞争，都试图打造欧洲新的金融中心。除市场金融机构外，欧洲银行
管理局总部也从伦敦迁至巴黎。勒梅尔表示，这令巴黎成为“欧洲重要的金融监管中心”。
勒梅尔说，法国经济回暖、财政赤字率稳步下降、外资吸引力持续上升，这些都为法国金融
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华网7月13日，法国爱丽舍宫11日说，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定于15日到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其间将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


环球网7月18日，据法国《费加罗报》7月17日报道，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当日在

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导致世界混乱、欧洲分裂和民主衰退，并呼吁“不
要向特朗普作出任何让步”。奥朗德指出，特朗普的做法“不是出于冲动，而是一种策略”，
他在面对默克尔和特蕾莎•梅等欧洲领导人时故意表现的十分傲慢和具有挑衅性，而试图说
服或引诱特朗普是一种失败的“幼稚”行为。奥朗德还指责特朗普为世贸组织、北约、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制造问题。法国前总统强调，特朗普这个制造麻烦的“伙伴”实际上已经成为
了欧洲的对手，这位“全球民粹主义的领袖”反对多边主义和民主，试图分裂甚至摧毁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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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7月18日，据法兰西24电视台7月17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

当日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法国百大企业的负责人，呼吁他们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
会。


环球网7月18日，法国《欧洲时报》7月17日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当地时

间7月17日接见该国8家主要工会和雇主组织的负责人，并表示，在未来涉及劳资关系的改革
中，将给予劳资双方更高的地位。


新华社7月19日,法国总理菲利普19日在第三届部际旅游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宣

布，2017年法国接待外国游客达8700万人次，同比增长5.1%，超越2015年的8500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法国总理府当天发布的会议成果公告显示，2017年法国接待外国游客的旅游收入
达537亿欧元(约合41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9%。2018年初法国旅游业各项数据也非常
不错，头三个月的国际游客旅游收入达到历史纪录水平。菲利普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法国
国家队刚刚获得足球世界杯冠军，体育同文化遗址和美食一样是法国旅游业的重要引擎。法
国将举办2023年橄榄球世界杯、2024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等多项国际性体育赛事，希望借此刺
激法国旅游业增长。


环球网7月19-27日，综合消息，据法兰西24电视台7月18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

国总统马克龙的顾问亚历山大•贝纳拉(Alexandre Benalla)近日被曝曾当街殴打一名抗议
者，而爱丽舍宫仅对他作出了停职两周的处罚。之后，贝纳拉殴打示威者事件迅速升温，马
克龙未作出正面回应的做法激怒了反对党和部分民众。法国媒体称，此事正在演变成一场国
家政治危机。法国《欧洲时报》7月22日报道，巴黎检察院宣布，因与于5月1日冒充镇暴警
察殴打示威者，依“集体施加暴力”和“非法参与公务执行”等罪嫌，对贝纳拉与“共和国
前进”党雇员樊尚•克拉兹(Vincent Crase)进行立案调查，展开司法侦讯；另有3名高级警
官因涉案被立案调查。22日晚，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明确要求总务秘书重新调整
其顾问办公室工作“以避免出现新的问题。”23日，内政部长科隆顶着压力在国会接受了调
查委员会的提问，以期平息各方愤怒。24日晚间马克龙在出席党内活动时表态对此“负责”，
“这起事件的唯一责任人，是我”，他还表示，自己作为共和国总统，信任了贝纳拉，而知
情并让下属的处分生效的也是他本人。报道称，虽然马克龙表态承担责任，但反对党对此并
不领情。马克龙于26日对前保镖贝拉纳事件作出最新表态，他表示，关于贝纳拉事件“我已
经说了我应该说的，我认为这是一起水杯里的风暴。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头脑风暴”。
马克龙同时称，这件事情对他“影响不大”，“不用担心”。而同一天，贝拉纳接受法国《世
界报》采访，为自己进行辩护，承认犯了“错误”，但坚称自己并没有“背叛”总统，而且
认为这一事件背后另有隐情，强烈暗示政界和警界有人利用这一事件给马克龙形象抹黑。


环球网7月26日，在保镖亚历山大•贝纳拉打人事件曝光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

的民意指数跌至历史最低。法国《欧洲时报》7月26日报道称，根据法国益普索集团(Ipsos)
于当地时间7月24日发布的最新调查，受访者中对马克龙持正面看法的比例较上次同类调查
下降了4个百分点，达到32%，这是2017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

英国


中新网7月2日,据外媒报道，英国内阁在“脱欧”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表面化，

主张和欧盟“一刀两断”的环境部长戈夫因对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和欧盟保持关税同盟建
议书感到不满，竟当众撕毁文件。据报道，特雷莎·梅的建议书中表明，她在关税课题上的
首选方案是和欧盟保持关税合作关系，戈夫认为他对这些提案的担忧被淡化，而撕毁了文件，
显示“他并不准备接受这份文件作为内阁讨论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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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7月2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统计，随着英国“脱欧”在即，近几

年取得欧盟国家国籍的英国人数激增，其中又以想当德国人的最多。据美国“石英财经网”
6月30日报道，2017年英国人申请取得德国国籍的人数是2015年“脱欧”公投前的12倍，取
得法国国籍的英国人也增加了近4倍。据报道，取得新国籍的大多数英国人都选择保留英国
国籍，成为双重国籍者。这样他们在英国“脱欧”后仍可使用欧盟国家护照，在欧盟范围内
自由居住、旅行，这种福利还可以传给后代。


环球时报7月5日，据英国媒体4日报道，一对40岁左右的中年男女6月30日在英

国威尔特郡的埃姆斯伯里晕倒，警方怀疑他们此前曾接触有毒的“不明物质”。而事发地距
离今年3月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及其女儿的中毒地仅16公里。路透社援引英国《太阳报》消息
称，二人的症状与遭神经毒剂袭击的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症状类似，目前毒物样本已送至附
近军事研究中心进行检测。


环球网7月6日，据英国路透社7月5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可能会制定一项

新的脱欧后的海关计划，它将允许英国对进口商品自由设定关税。根据新的“便利海关安排”，
英国将利用技术事先确定货物最终的目的地是英国还是欧盟，据此决定应当为其支付哪些关
税。


新华网7月9日，英国内阁官员6日商谈12小时，深夜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

就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方案达成一致。这份“脱欧”方案的细节预计下周以政府文件形式发
布。路透社评论，英国政府近期就“硬脱欧”和“软脱欧”两种立场争论不休，如今形成共
识，特雷莎·梅总算扫除一项来自国内的障碍。英国《泰晤士报》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艰
难取得内阁成员支持后，特雷莎·梅放出狠话，如果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再“搞破坏”，
将解除他的职务。


参考消息网7月9日，据路透社7月9日报道，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9日表

示他已辞职，因他认为首相特雷莎·梅的政策在妨碍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且议会无法真
正获得掌控“脱欧”进程的权力。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称，对戴维斯的辞职感到遗憾。


海外网7月9日，综合 BBC、今日俄罗斯等媒体报道，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已经

辞职。此前不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7日表示，内阁已经同意在脱欧问题上达成“一致立
场”，决定与欧盟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这将使得在农产品、工业商品上设立英国-欧盟单
一市场、关税同盟成为可能。特蕾莎·梅敦促包括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内的批评者支
持“英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她警告称，如果内阁成员批评政府政策，那他们必须
辞职。报道称，戴维斯不同意在英国脱欧后维持与欧盟的商品规则并且与欧盟采用紧密的海
关模式。


中新网7月9日,据法新社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任命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为新任脱欧事务大臣。


新华社7月9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9日任命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为新的外交

大臣，接替当天因“脱欧”分歧而辞职的鲍里斯·约翰逊。有报道称，今年51岁的亨特，是
牛津大学毕业生。亨特被英国政圈封为少数的“生还者”，在脱欧阴霾下，保守党内阁人事
变动频繁下，他能够担任卫生大臣6年多。而他与亚洲也甚有缘份，曾在日本工作，也有一
位来自西安的中国太太。同日，特雷莎·梅宣布，文化大臣马特·汉考克将接替亨特，担任
新的卫生大臣。另据法新社7月9日报道，约翰逊辞职时告诫说，由于政府计划在脱欧后与欧
盟保持密切联系，因此脱欧梦想“正在破灭”，英国正在走向欧盟殖民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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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7月10日，9日，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和外交大臣约翰逊在24小

时内相继辞职，以抗议首相特雷莎·梅打算在英国脱欧后仍与欧盟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舆
论认为，接连折损两员大将将给脱欧计划带来重击。


环球网7月10日，据报道，7月9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与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

安·库尔茨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脱欧”谈判进展、移民和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等问题。
报道称，英国首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梅首相向奥地利总理介绍了英国脱欧谈判的立场并表
示，英国将于本周四发布未来与欧盟关系的白皮书。


参考消息网7月11日，据路透社7月9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7月9

日说，特雷莎·梅将与要赶她下台的企图斗争到底。一名唐宁街消息人士说，首相会战斗下
去，不会让那些对其“软脱欧”努力感到愤怒的议员把她赶出唐宁街10号。


环球时报7月11日，“脱欧的梦想正在破灭，被不必要的自我怀疑扼杀。”当地

时间9日，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他整整两页的辞职信，批评英
国政府在首相特雷莎·梅的带领下，在脱欧谈判中向欧盟“举白旗”。


环球时报7月12日,在经历了日前的“动荡”之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于10日

举行改组后的首次内阁会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梅希望告诉外界，戴维斯等人掀起
的辞职风波已经平息，自己的权力依旧稳固。“英国改组后的新政府和梅首相站在一起”，
法新社11日以此为题称，改组后的内阁成员纷纷对梅表示支持。不过有消息称，“硬脱欧派”
议员打算在秋天议会投票中，否决政府的软脱欧方案，继续造梅的反。


环球时报7月13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2日发布脱欧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长达

98页，描绘了英国脱欧后与欧盟关系的蓝图。媒体称，这是梅担任首相以来发布的最具争议
的文件。据法新社12日报道，这份白皮书的核心是建立一个新的英国-欧盟“自由贸易区”，
有相互联系的海关制度，对工业产品和农业食品有相同的规定。此外，英国提议，欧盟要允
许英国在脱欧后“取回边境、法令及资金的控制权”。但同时，英国会确保与欧盟在贸易方
面毫无摩擦，以保障“就业及生计”，英国还愿意与欧盟保持“无可匹敌的安全伙伴关系”。
在未来对欧盟工人实行何种移民政策方面，英方希望，英国和欧盟可以相互承认专业资格，
以帮助促进服务业的贸易。


新华网7月13日，英国政府7月12日公布了“脱欧”白皮书，其内容受到英国制

造业欢迎，但金融服务业表示强烈不满。


环球时报7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开启对英国的访问。通常，美国总统访

英必然访问唐宁街和白金汉宫，但这次特朗普与英国首相以及女王的会面都被安排在了伦敦
之外，这被普遍视为躲避示威。据英国《卫报》报道，国事访问变成工作访问，一些内容被
砍，就是担心会遭遇抗议。


中新网7月13日,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脱

欧方案“可能会扼杀”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他配合此行接受英媒访问时说：“如果他们
(英国)进行这样的(脱欧)方案，我们会和欧盟交易而不是英国，因此，这很可能‘扼杀’(美
英自贸)协定。”


新华网7月14日，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脱欧”是美英两国

应该牢牢抓住的一次“机会”，美国期待与英国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特朗普在英国首相
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说，美英目前正处于“最高水平的特殊关系”，但
美英双边贸易协定必须公平、互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发布会上说，英国与美国已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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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份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商谈。特朗普13日结束对英国为期两天的工作
访问，这是他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对英国进行访问。


环球网7月15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3日警告称，因为有国会议员正试图阻挠

她的脱欧计划，最终可能导致“脱欧彻底失败”。尽管阻力重重，特雷莎•梅在每日邮报周
日刊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脱欧’谈判不是什么任人挑挑拣拣的愿望清单，而是
一个由系列成果组成的完整计划，没有协商的余地。”


环球时报7月16日，《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称，上周五和梅一起召开记者会时，

特朗普就表示，自己向梅提了一个“艰难”而“残酷”的建议。他没有告诉记者到底是什么
建议，但表示该建议能够帮助英国在脱欧谈判中占上风。15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采访时，梅终于公开首次了这个神秘的建议。“他跟我说，你应该起诉欧盟。”


参考消息网7月16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7月1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即将离开英国前违背王室礼仪，公开披露他与英国女王探讨英国脱欧复杂性的细节。


中新社伦敦7月16日，英国前教育大臣贾斯汀·格林宁(Justine Greening)16

日声称脱欧的决定权应该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而不是握在那些陷入僵局的政治家手里。格林
宁是第一个公开呼吁第二次公投的最高级别前内阁成员。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16日报道，
格里宁曾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坚强政治盟友。


环球网7月16日，据俄罗斯卫星网16日报道，民调机构舆观调查网(YouGov)发布

消息称，目前仅有25%的英国人支持首相特雷莎·梅，支持率创下新低。


新华网7月18日，英国议会下院16日以318票赞成、28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

“（跨境贸易）征税法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英国脱离欧洲联盟总战略由此保持
基本稳定。路透社报道，迫于压力，梅接受了执政党保守党内“疑欧派”人士提出的全部修
正案。议会下院获通过后，法案将提交上院审议表决。部分英国内阁官员因为政府的“软脱
欧”立场请辞。而英国政府16日全盘接受关税法案修正案的立场又引发保守党内“留欧派”
人士不满，称梅向“疑欧派”人士“屈服”。作为抗议，英国国防采购大臣古托·贝布在其
中一项修正案表决前请辞并投下反对票。按路透社的说法，贝布是第10名因梅的“脱欧”蓝
图辞职的保守党人。此外，“留欧派”保守党人、英国原教育大臣贾丝廷·格里宁16日呼吁
就是否“脱欧”再次公投。格里宁在今年1月内阁改组中拒绝转任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决定
辞职。


环球网7月18日，根据路透社18日的报道，英国亲欧盟议员将就关税问题发起一

项关键性投票，有关英国关税的修正案，内容是：如果到2019年1月21日前，英国未能同欧
盟在谈判中达成“零阻力”(frictionless)的自由贸易协议，该修正案将要求政府同欧盟就
关税同盟协议进行谈判。《伦敦晚旗报》18日报道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威胁保守党内的
亲欧盟议员，如果他们投票要求英国“脱欧”后维持和欧盟的关税同盟，那么她将会举行全
国大选。不知是否是威胁起了作用，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下议院以307对301票否决了修正案，
特雷莎·梅最终在投票中险胜。路透社评价称其“击退了其所在的保守党内部亲欧盟议员发
起的攻势”。


新华网7月21日，英国新任脱离欧洲联盟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19日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说，自信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拉布说，英国的“脱欧”进程仍在正轨上，
而他会给谈判注入新的活力。如果英方投入的“精力”和“雄心”获得“同等回报”，英欧
双方有可能赶在今年10月欧盟峰会前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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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7月23日，当地时间7月22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英国民意调查

机构舆观(YouGov)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12%的选民认为“软脱欧”对英国有利。报道称，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面临着“政治危机”，部分人甚至认为，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
逊会做的更好。


澎湃新闻7月23日，英国新任的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通过媒体向欧盟

发出“要挟”，称可能不会向欧盟支付“分手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22日报道，
多米尼克表示如果最后欧盟不同意英国方面的脱欧协定而导致“无协定脱欧”的话，英国也
将拒绝支付所有此前说好的英国脱欧之后应该向欧盟方面支付的费用。多米尼克表示希望欧
盟方面能够在未来的谈判中展现更多善意，但他同时强调英国政府也在为各种可能的结果做
多手准备。


环球网7月24日，法国《欧洲时报》7月23日报道称，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

亨特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在德国柏林表示，随着达成“脱欧”协议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倘
若欧盟谈判代表一味等待英国让步，恐出现英国脱离欧盟却未达成一纸协议的风险。他补充
道，若发生无序“脱欧”，英国民众将归咎于布鲁塞尔。


参考消息网7月26日，据法新社7月24日报道，随着在英国明年3月正式脱欧前达

成协议的时间所剩无几，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4日宣布，她将亲自控制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
判，谈判的全部责任将转移至内阁办公厅。由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领导的脱欧部门
将把重点放在对脱欧的国内准备上，包括无法达成协议的风险。另据路透社7月24日报道，
经过长时间的外交准备后，英国和欧盟24日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材料，申请分开，以便
为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举动铺平道路。


参考消息网7月26日，据路透社7月24日报道，英国酝酿对收购法进行近20年来

最重大的修改，赋予政府阻挠经济各行业并购交易的新权力，防止敏感行业的英国公司落入
外国人手中。英国商务大臣克拉克说：“这些计划将确保我们有稳妥的防护机制，在保证未
来我们的经济继续放心大胆地鼓励商业活动，向外资敞开大门的同时，也能保证国家安全。”
这一变化标志着英国政府对其商业活动的监管进入新时代。


参考消息网7月31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5日报道，英国已经开始做好

储存食品、药品和其他产品的准备，以防明年3月英国退出欧盟时未能与欧盟达成一项协议。
报道称，如果英国在不能与欧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就有可能导致港口和机场交通的大
规模中断，从而引发英国能否进口足够的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英国卫生大臣马
特·汉考克24日对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说，政府一直在与医疗行业合作，以确保药品和医疗产
品的供应不会因英国退出欧盟而中断。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24日在另一个委员
会会议上说，政府正在考虑确保“食品供应充足”，以应对英国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

其他


中国日报网7月1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30日报道，因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欧盟“口不择言”，美国驻爱沙尼亚大使詹姆斯·梅尔维尔宣布辞职。


联合早报7月3日,正当欧盟多个成员国都在想方设法制止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

葡萄牙却反其道而行，希望通过收容移民来缓解人口减少问题。2015年11月上台的科斯塔，
把扭转葡萄牙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列为施政重点。葡萄牙明年举行大选，身为领头羊的科斯
塔更是重视人口问题。根据一项研究，葡萄牙每年得增加7万5000个新居民，才能维持稳定
的工作人口；葡萄牙现在的工作人口只有10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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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7月4日，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局长蒂托·博埃里4日向议会提交国家年

度社会保障报告时提出建议说，意大利需要更多合法移民，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延续现有养
老金制度。


中新网7月21日,据外媒报道，土耳其外交部声明称，荷兰和土耳其同意实现外

交关系正常化。声明说，两国将尽快恢复互派大使，荷兰外交大臣将于今年下半年对土耳其
进行正式访问。


欧洲时报7月24日，截至24日，在希腊首都雅典附近地区的野火灾难中丧生的人

数已升至74人，近200人受伤，是近十年来最严重火灾。

欧洲经济


中新网7月3日,综合报道，此前，欧盟委员会致信美国商务部，警告若美国向汽

车或汽车零件加征关税，将可能向总值2940亿美元的美商品征报复性关税，相当于美国去年
总出口额的19%。


新华社7月4日,法国国防部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法国军贸出口在经历2015

年和2016年连续井喷式增长后，2017年大幅回落至69亿欧元，同比降幅约50%。


新华网7月4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预测说，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汽车关税

威胁等诸多风险因素，2018年德国新车销量仍有望增长。据预测，今年德国新车销量有望从
去年的约344万辆增至350万辆，继续保持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


英国金融时报7月5日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就汽车关税减免问题与美国举行谈判，

避免与美方展开全面贸易战。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可以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大型汽
车出口国达成多边协议，降低一些汽车产品的关税。


新华网7月9日，德国经济已经连续8年增长，2017年经济增速高达2.2%，为6年

最高水平。今年上半年，德国经济依然保持增势，但增速明显放缓。第一季度，德国经济环
比增速为0.3%，仅是去年第四季度的一半，也是6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的出口额、
工业产出和商业信心等多个经济指标也出现放缓甚至下降，显示德国经济增长动能减退。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4月份，德国出口额环比降低0.3%，工业产出环比减少
1.0%。


经济参考报7月10日，今年上半年以来，英国整体经济表现欠佳，官方及市场机

构均预测2018年英国经济增幅将大幅低于2017年。究其原因，英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缘于“脱
欧”拖累。此前，经合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等机构将2018年英国 GDP 增速预测调整为1.4％，
明年则为1.3％。经合组织表示，英国经济增长前景取决于“脱欧”谈判的走向，目前主要
的风险是围绕“脱欧”产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企业投资下
降0.2％，这被归咎于英国“脱欧”带来的不明确性使相关公司对重大项目开支存有疑虑和
担忧。


环球网7月18日，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18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

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7日在日本首相官邸签署了日欧经济合作协定
(EPA)。计划在2019年3月下旬之前使协定生效。通过日欧 EPA，一个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
约30%的自由贸易圈即将诞生。在关税领域，包括农林水产品和矿工业制品在内，日本方面
将取消约94%的关税，欧盟方面将取消约99%的关税。日欧占全球贸易的约40%，日欧 EPA 将
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如果 EPA 生效，欧盟对日本产乘用车征收的10%关税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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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后第8年免征。日本产汽车零部件也将有92%的品类免征关税。日本也将对欧盟产葡萄酒
免征关税。针对欧洲产软质奶酪将制定低关税进口框架，在第16年免征关税。


环球网7月20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7月19日，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

发出警告，如果白宫对外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新关税，将对美国进行报复。报道称，去
年美国车辆的进口总额为2000亿美金，其中80%来自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国。


环球网7月23日，法国《欧洲时报》7月22日报道称，法新社获取的法国国营铁

路公司(SNCF)的一份账单显示，今年，职工抗议政府改革计划的3个月罢工已造成该公司损
失7.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2.71亿元)。


环球网7月31日，据德国《明镜》周刊30日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药公司

的药品价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德国制药公司做出了让步，他们计划在2018年在美国维持
现有药品价格，不涨价。

国际综合
特普会（综合消息）
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正式会晤。特朗普
和普京均表示此次会谈相当成功。特朗普称，他与普京的会谈“直接、公开、极具成果”，
是与俄罗斯对话长远过程的开端。普京则表示，这是两国恢复互信关系的第一步，两国将在
所有具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回复到原有的交流层面。特朗普首先祝贺俄罗斯圆满举办世界杯。
普京当着媒体的面发表开场白时说：“现在是以实质性的方式来磋商我们的关系和全球问题
的时候了。”特朗普则说：“我认为美俄两国合作将能带来伟大机遇。坦白说，我们过去几
年相处得不好。我在这里(担任总统)的时间不久，接近两年，但我们接下来将拥有非凡关系，
我期待如此。”接着，在一对一会晤中，除了美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核裁军、
朝鲜半岛、叙利亚、以色列、伊朗、克里米亚等多个国际问题。特朗普在会晤后称，此次会
晤是个“好的开始”，并承诺与俄罗斯发展“非凡关系”。“我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对所
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开始。”普京则说，现在是两国磋商化解全球纷争的时候了。
特朗普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他在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上用了很多时间“施压”
普京。普京对此重申，俄罗斯从来没有干预美国大选。

北约峰会（综合消息）
7月11日至12日，北约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1日表示，当天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29国领导人就打击恐怖主义和加强北约威慑和防御达成
共识。
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后召开记者会上表示，他已准备好协助北约内规
模较小的成员国向美国购买武器等军备，以便提高他们的防务开支。在被问到北约成员国中
经济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防务费用压力的问题时，特朗普说：“我们(美国)不会资助他们，但
会确保他们有能力付款……因为美国制造了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军事装备：最好的喷气
机、最好的导弹、最好的枪支，最好的一切。”特朗普还形容，让北约成员同意提高他们的
防务开支，是其“个人的胜利”。他在推特上写道：“在北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当选以
来各国已经又多给了百十亿美元。精神可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会场内外持续施
压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不仅要求“立即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目标，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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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标是4%”。不过，北约11日发布的峰会公报中没有提及4%这一目标。除向盟友催要
更多“份子钱”，特朗普两天来瞄准德国“火力全开”，指责德国不但军费增长没达标，还
花大钱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成为俄罗斯的“俘虏”。

金砖峰会（综合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消息）
7月25日至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举行。峰会
确定“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为峰会的主题。峰
会发表了《约翰内斯堡宣言》，取得了包括政治、安全、金融、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多
项合作成果。《德国之声》27日称，“这个联盟不断挑战过去由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并用持续成长的经济实力换取地缘政治影响力”。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教授安德烈·马诺
伊洛说，此次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是，金砖国家从一个论坛或讨论平台转变为成熟的国际组
织。
2018年峰会主要任务是落实2017年厦门峰会描绘的第二个“金色十年”的美好愿景。此
次峰会的主要亮点是对保护主义逆流发出有力信号。峰会重申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以规
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地位，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特别是对当前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将多边贸易体制置于危机中的单边措施予以强
烈关注。这不仅反映了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看法，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作为
反对保护主义的具体措施，此次峰会就贸易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
达成一揽子成果。此次，峰会在南非召开凸显非洲发展特色。延续去年厦门峰会“金砖+”
合作模式，此次峰会主办方邀请包括卢旺达、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
加会议，并举办“金砖+”领导人会晤，商讨金砖国家和非洲合作，促进更多金砖国家的发
展战略与非盟《2063年议程》框架下的各项计划对接，把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合作打造成南
南合作的样板。此次峰会的主题，指明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新方向。中国提出的“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倡议，回应了工业4.0需要，呼唤在全球形成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格局。
新型工业体系布局，超出单一国家所能独立完成的范围，需要在全球形成大循环和大流通。
而金砖国家覆盖了世界主要区域和次区域，并在原材料、技术、消费等方面均占有重要位置。
峰会采纳中方倡议并出台具体行动计划，标志金砖国家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合作将迈上新的台
阶。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落幕。美
国近期大规模挑起贸易争端、破坏全球贸易秩序成为会议关注焦点。与会人士与专家强调，
美国单边保护主义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呼吁美国不要重新陷世界经济于衰退之
中。会议发表的公报说，世界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各经济体增长日趋不同步，短期和中期
经济下行风险加剧。这些风险包括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等。
公报说，国际贸易和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创新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引
擎，各国应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降低风险、增强信心。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会上指出，
美国应该尊重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贸易伙伴的利益，世界贸易不能重回只认强权的“丛林法
则”，奉行单边主义对他国征收高关税就是“丛林法则”，法国鼓励自由、公平和互利的贸
易。在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表示，美国对
中国和欧盟等经济体采取的关税政策已经给全球贸易环境造成了紧张氛围，IMF 的监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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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造成的贸易限制将直接影响全球产出。IMF 近期发布报告称，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
世界经济增长近期面临的最大威胁。

朝韩关系（综合消息）
7月1日,为落实《板门店宣言》以及第8次韩朝将军级军事会谈上达成的共识，韩朝舰艇
之间使用的海上热线（国际无线通信网络）于7月1日正常启动。
7月3日,由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率领的韩朝统一篮球赛韩国代表团乘军用机抵达平壤
顺安机场，朝鲜体育省副相元吉友到机场迎接。赵明均表示，正如平昌冬奥会为朝鲜半岛和
平奠定基石，平壤篮球赛也将进一步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7月12日,第22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开幕，9部朝鲜影片将首次在韩国不受限制播出。
7月16日,韩国造币公社为纪念韩朝首脑会谈制作“朝鲜半岛和平纪念章”。纪念章正面
印有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握手的图案。背面则印有韩朝首脑举行
会谈时两位领导人跨过军事分界线的图案和会谈标语“和平，新的开始”(PEACE, A NEW START)
的字样。
7月16日,韩朝西海岸军事通信线于16日完成修复。时隔29个月重启。
7月21日,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韩国公开赛在大田进行混双决赛。韩朝联队获得冠
军。据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官网发布声明，宣布韩国和朝鲜将共同组队参加2018年亚运会3
个大项、6个小项的比赛。
7月31日,韩朝于板门店举行第九次将军级军事会谈，重点讨论在板门店联合警备区试点
解除武装，进一步落实《板门店宣言》中的军事协议事项，即将整个非军事区打造成真正的
和平地带。

其他


新华社7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1日刊发题为《中国

共产党走过的傲人历程》的文章,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达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辉煌成就的
衷心祝贺，以及进一步发展朝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强烈意愿。


中新网7月2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7月1日，墨西哥举行6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在计票结果出炉前，墨西哥左翼政党候选人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宣布
在大选中获得胜利。


中央广电总台央视网7月2日，7月1日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召开第31届

非盟首脑会议。各国首脑将对非盟改革、非洲一体化、反腐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地区安全局
势展开讨论。本届非盟峰会系列会议沿用上届主题，即“赢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一条非洲
转型的可持续之路”。


新华社7月4日,伊朗总统鲁哈尼4日在维也纳说，如果伊朗利益能够得到保障，

伊朗将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继续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鲁哈尼在奥地利总统府与奥地利
总统范德贝伦会谈后对媒体说，只要有可能，伊朗将继续留在伊核协议里，前提是伊朗能够
从中获益。他说，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等签约方表现出维护伊核协议的强烈政
治意愿。


新华社7月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日在安卡拉总统府举行就职仪式。埃尔多

安在演讲中说，随着新一届政府的成立，土耳其政体由议会制转向总统制，土耳其进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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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时代。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加强国防工业、改善边境安全。
当天晚间，埃尔多安在总统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中新社7月12日,当地时间7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

布，成立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梅琳达·盖茨
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为小组联合主席。古特雷斯表示，新成立的数字合作高级别
小组将研判数字技术发展趋势，指明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就如何在数字技术领域
加强国际合作提出建议。古特雷斯指出，在数字时代，全人类共同面临安全、公平、道德和
人权等问题的考验，但国际社会应对此类问题的合作水平与面临的挑战并不相符。国际社会
需要抓住技术的潜力，同时防范各类风险和意外，联合国则是人们在数字时代进行对话合作
的独特平台。这一小组的成立，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企业家、民间社会行动者
和社会科学家参与其中并分享他们的解决方案。据了解，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成员共
20名，包括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主席卡尤兰德，TCP/IP 协议和互联网架构的联合设计
者之一、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温顿·瑟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等。


新华社7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日强调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关

系对于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古特雷斯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是否担心
有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破坏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这一问题。古特雷斯说，他坚信世界人民仍
然把联合国看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其重要的多边主义工具，以及发展和人权的支
柱。古特雷斯说，联合国无疑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是强化多边机制，使联合国能有效满
足各国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在提到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时，古特雷斯说，双方在某些领域有
分歧，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双方能够合作。重点是避免让分歧扰乱双方关系，同时抓住合作领
域带来的机会。


环球时报7月21日,据韩联社20日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就前总统朴

槿惠涉国家情报院受贿案和违反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朴槿惠罪名成立，并分别
判处其6年和2年有期徒刑，以及支付追缴款3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79万元)。加上“亲信干
政门”案一审判决的24年，朴槿惠的量刑总计已达32年。


央视新闻客户端7月24日，菲律宾众议院23号举行全体会议，前总统、现任众议

员的阿罗约获得了184张赞成票（244名众议员参会），顺利当选。随后阿罗约宣誓就职，成
为菲律宾历史上首任女性众议长。


中新网7月31日,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表示，他愿意在不预设先决

条件的情况下与伊朗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如何改善美伊关系。伊朗方面对此回应称，重回
谈判桌的方式就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另一方面，美国白宫30日澄清，特朗普表示愿意与伊
朗总统见面，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改变心意，美方仍然有意加强对伊朗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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