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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f “Evolution and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Sovereignty Equality to Win-Win Cooperation”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19th 2018,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the “Evolution and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Sovereignty Equality to Win-Win Cooperation” was held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symposium was jointly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ussian, Central Asia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 was also one of the 2018 cross-institute programs for academic
events promoted by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A number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disciplines of world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e to this symposium and made

discussions.
☞ “ The France-German Axis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f

Chinese-Europe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as Held in Shanghai
During September 21st to 22nd, 2018,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rance-German Axis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f Chinese-European Relations” was held in Tongji University. It
was jointly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the European
Studies Center of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ongji Universit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Bonn.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ussian, Central Asia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also took part in its organizing work.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addressed
by Mr. LEI Xinghui, Vice President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Prof. Stephan Conermann, Vice President of University of Bonn. Mr.
DONG Qi, Director of Center for Sino-German Humanity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of Tongji University
also made a speech.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ymposium included over 6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well-known universities and think tanks of China and Germany, such a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of Bonn, Stiftung Universität Hildesheim, Helmut Schmidt University,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were made on four major them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Franco-German Axis”, “the deepening of European Union’s specific policy areas”, and “the trends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 . Furthermore, on this conference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hot issues of China-U.S. trade confrontations, “16+1”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This conference is a great success.

☞ European News (2018.09.0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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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从主权平等到合作共赢——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变革” 学术
研讨会综述
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来，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经过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联合国宪章
基本宗旨和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主权平等逐渐成为规范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
国际关系准则。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大转型年代，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增多，热点危机此起彼伏，地缘政治博弈回归，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如
何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发展，如何更好
地发挥中国的作用，贡献中国的智慧、方案与力量，需要学者们的思考。为此，上海市世界
史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
问题研究所于 9 月 19 日在上海社科院国际所联合举办“从主权平等到合作共赢——国际秩
序的演进与变革”学术研讨会。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宁阐述了中俄在推动国际秩
序演变中的合作，他谈到，当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远没有建立。中俄两国坚定维护联合国
地位，提出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追求，并在区域合作中做出较大的努力。今后，中俄两
国要加强国际事务的参与，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国际组织增强话语权，并
加强地区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当前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国际体系的变革是相伴而行的。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从英国脱欧问题切入，揭示当今国际体系的“再国家化”特征。他认
为，目前英国脱欧进程是肯定无疑、难以逆转的，问题在于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
这取决于约翰逊与特蕾莎·梅之间的较量。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和欧洲民粹党团的兴起代
表了一股逆全球化力量，它的最大特质是“再国家化”。从短期看，“再国家化”、逆全球
化似乎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但从长期看，资本、市场和社会力量仍是世界的主流，当今国际
秩序、国际体系中的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张耀对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俄美关系进行了评估，他指出，
美国的战略定位就是维护全球霸权，俄罗斯的战略定位是通过地缘、军事、能源手段来维持
地区主导权，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定位是冲突的，决定美俄关系前景的是结构性矛盾和历史
逻辑。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对当前的中美关系能够提供许多启示，当前，中美之间虽然没有
意识形态和军事对峙两大冷战要素，但今天中国的实力与当年的苏联类似，美国对付中国的
手段也与当年对付苏联相似，即国家形象妖魔化，对贸易、技术和军事进行牵制。因此，要
深入地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特点和手段进行研究，以获得更多的借鉴。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万青松则探讨了当今国际秩序中的
美欧俄三边关系，他认为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政治上以新的政治逻辑对欧盟和俄罗斯进行打
压；经济上以制裁或威胁制裁对付欧俄；外交上使俄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军事
上发起军备竞赛；舆论上通过垄断国内话语权，营造施压的舆论环境。这使欧盟对美国保持
距离，也使美俄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美欧俄三方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转型决定了三边关
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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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石士钧的发言侧重于当下国际秩序中的国际经贸规则问题。他指
出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但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遵守基本规则是基本义务，不仅对于推进全球经贸规则完善要担负起重大责任，还要不
断占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高点。当前最为紧迫的是，中国要深入推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
解决一些突出问题。这需要犹如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时的魄力、勇气和决心。
文明宗教因素在当今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演进中发挥令人瞩目的作用。上海
宗教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跨学科的学术讨论
在历史大框架下提升了对现实问题的关心，为每一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启示。2018 年 2 月
国务院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4 月国新办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和实践》白皮书，这些变化为研究中国的宗教政策带来了机遇。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
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经验加以深化，并进行归纳，这是宗教学研究的新课题。
战后以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阻挠着各国各民族的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大业。上海社
科院宗教所田艺琼博士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她认为恐怖主义不是“9·11”事件以
后才出现的，宗教极端主义也不是现在才有。当今，宗教极端主义的范围、内涵和外延比较
广泛，并且有和暴力恐怖主义合流的趋势，呈现出非常强的依附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最大，其中包含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的挑战。中国政府和教界需要在区域层面进一步提供一些观念性的公共产品，推进文化交
流、倡导文明对话、在文明包容共存中建设和谐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是当今中国政府推进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忠祥的发言联
系日前举行的北京中非峰会分析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秩
序的中国方案，但理想目标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成的事。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其中的一
块重要基石，它的现实基础在于中非之间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倚重。当前构建中非命
运共同体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对中非合作的舆论偏差、大国的竞争与博弈等等。
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五年来中国政府与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正成为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演进变革进程中日益重要的影响因子。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吴泽林博
士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三个方面重塑欧亚版图，第一阶段以基础设施合作为重点，
塑造强连通的地理版图；第二阶段以产能合作为重点，塑造平衡发展的贸易版图；第三阶段
以机制协调为重点，塑造和谐共生的制度版图，通过沿线各国彼此协调、同舟共济，致力于
在欧亚大陆最终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关系网络，其目标完全符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
繁荣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的建设。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建华研究员在
总结中指出，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则处于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和
历史转换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关联互动影响与意义不容低估，一
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世界的眼光、跨学科的视野、通古今的维度和能力。作为现
行国际体系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和维护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合作共赢、更趋合理
公正的方向演进。而本次研讨会的价值就是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平台，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多学
科方案。
此次研讨会也是 2018 年上海市社联跨学会学术活动项目之一，由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
长、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光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
军教授先后主持，上海市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兼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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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杨烨对发言进行点评，本市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多位专家学者到会交流研讨。（吴泽
林：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简讯
＊ 9 月 19 日下午，由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上海欧洲学会、
上海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从主权平等到合作共赢——国
际秩序的演进与变革”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国际所举行。此次研讨会系 2018 年上海市
社联跨学会学术活动项目之一。本市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多位专家学者到会交流研讨。
（详
见本期综述）
＊ 9 月 21 日至 22 日，“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
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
上海欧洲学会以及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市俄罗
斯东欧中亚学会协办。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德国波恩大学副
校长施坦方·科内曼莅临研讨会并致辞，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同济大学中德人文
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以及来自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基金会大学、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等
高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欧洲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
共计 60 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会议围绕“欧盟内外挑战”、“法德轴心”、“欧盟特定
政策领域的深化”和“中欧关系走势”等四个议题交流发言。最后，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美
贸易摩擦、“16+1”合作机制和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取得了圆
满成功。

欧洲动态 （2018 年 9 月 1 日—30 日）
中欧关系


中新网9月5日,9月4日，为庆祝荷兰外商投资局成立40周年，荷兰驻华大使官邸

举行北京媒体招待会，向中方企业在荷投资传递积极信号、为中荷双方合作共赢发出美好期
盼。


第一财经9月5日，意大利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政策部副部长、“中国任务小

组”（Task Force Cina）负责人迈克·杰拉奇（Michele Geraci）在访问中国时介绍，当
地时间8月21日，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宣布成立“中国任务小组”（Task Force Cina），旨在
建立政府、商界和社会间对话机制，进一步加强意中两国经贸关系。杰拉奇还称，“中国任
务小组”将为意大利参加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9月在成都举办
的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9月6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6日在中南海会见冰岛外交部长索尔达松。索

尔达松表示，冰中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持相同立场。冰方感谢中方在冰岛遭遇金融危机时
给予的帮助，愿与中方加强在经贸、旅游、地热、北极事务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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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通讯社9月6日，欧盟决定不再延长针对中国太阳能面板为期5年的进口

限制措施。立陶宛太阳能协会表示此举不会对立太阳能面板行业造成巨大冲击，但会相应减
少欧盟从台湾等地的进口量。


新华社9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表示，英国军舰近日未经中国政府

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表达
了强烈不满。8月31日，英国“海神之子”号船坞登陆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
西沙群岛领海。中国海军依法对英国军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


环球时报欧洲版9月11日，受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及夫人邀请，德中文化交流基

金会（GeKA）作为唯一有中国基因的公益组织于2018年9月7日至8日以伙伴身份正式参加2018
年德国总统府内公民节日活动。


英国每日星报（Daily star）9月11日，该报记者援引一名资深皇家海军官员的

消息说，英国将宣布在未来常态化保持在中国南海的军事存在，为此，将派遣23型护卫舰“蒙
特罗斯公爵”号（HMS Montrose，F236）在新加坡展开四年的长期部署。皇家海军官员称，
此举是中国海军在几日前试图阻止“海神之子”号（HMS Albion，L14）船坞登陆舰通过南
海某“国际水域”前往越南的应对措施。


参考消息网9月11日，现年56岁的葛策于9月6日赴任德国驻华大使，接替前任德

国大使柯慕贤。葛策并无任何中国背景，此前三年里任德国驻以色列大使。


外交部网站9月1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

会谈。王毅表示，明年将是两国建交55周年，也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对中法
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中方愿同法方加强高层交往，统筹各领域合作。中方愿同法方加强“一
带一路”建设的相互沟通，探讨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在内的新型合作方式，为中法关系
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携手建设更加繁荣稳定的亚欧大陆。


中新社9月13日,12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总部举行全体会议，欧盟外

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就欧中关系现状发表讲话。莫盖里尼强调欧盟不应惧怕一个
更加主动和自信的中国，而应与中国接触和对话，共同构建更具合作性的国际秩序。莫盖里
尼坦言，欧中并非事事观点一致，相反明显存在一些根本分歧，但是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
双方都认识到相互合作对于应对棘手挑战至关重要，包括对欧盟而言，
“要想维护多边体制，
提高它的效率，就必须与中国接触”。谈及欧中经贸关系，莫盖里尼指欧中作为位居世界前
列的经济体，欧盟的选择非常明确，就是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中处理问题，同时推动
以互惠为基础的对华贸易实现自由和公正，唯有如此欧中才能共同受惠实现双赢，避免出现
两败俱伤的局面。莫盖里尼同时表示，除经贸领域，在人权等其它领域，欧盟相信接触和对
话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因为合作和接触“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


海外网9月13日，欧洲议会日前通过所谓“欧中关系报告”，插手台湾议题，甚

至妄言“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挑衅，要采取遏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指出，
台湾问题属中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她表示，中方对欧盟与台
开展民间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但反对双方发展官方关系。


外交部网站9月14日，外交部领事司指出近段时间以来，中国游客在瑞典被盗、

被抢呈多发态势，遭受了财产损失和安全威胁。近期还有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
待。中国外交部和驻瑞典使馆高度关注在瑞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已就此向瑞方提出
严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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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网站9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

坛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习近平指出，我高兴地得知，中国河北钢铁集团与塞尔维亚斯梅
代雷沃钢厂的合作运营良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企业。双方要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合作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拉脱维亚总统韦约
尼斯。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拉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拉脱维亚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率先同中方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指出，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稳定力量和两大主要经济体，
应该加强战略沟通，保持相互开放，以中欧合作来维护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
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这是中欧关系大局，也是中欧共同责任。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是中
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带。中
国愿同拉脱维亚加强在中国-欧盟和中东欧和中国合作框架内合作。


新华社9月19日,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主席费萨

尔·拉希德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蕴藏着巨大机遇，“脱欧”
后的英国应该努力探寻它可能带来的机遇。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
组本月10日正式成立，目的是帮助英国议会增加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
了解，并为英国企业界提供积极参与、寻求机会的平台,被认为是英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举措。拉希德透露，目前已经有40至50名下院和上院议员表达了对小组的兴
趣。


中新网9月20日,据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8日，欧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今

年首次突破1比8，创下了5年以来欧元的最佳表现，使今年欧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涨幅达到了
13%。


经济日报9月23日，据媒体报道，19日，欧盟委员会公布题为《连接欧洲和亚洲

—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政策文件，这是欧盟迄今就欧亚互联互通提出的最为全面系统的政策
主张。文件提出将中国列为首要双边合作对象，并强调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欧盟与亚投
行的合作等。


外交部网站9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应约会见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亨特表示英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国共建“黄金时代”。
英方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英方赞同中方倡导的合作共赢，愿与中方加强战略对话，深
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王毅就南海问题再次表明了
中方的严正立场。希望英方把不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队的表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切实尊重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多做积极促进双边关系的事，不做干扰两国互信的事，确保中
英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亨特重申了英方的立场，强调英方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站队，愿同
中方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


中国网9月26日,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2018年9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王毅表示，中匈关系发展得很好，
两国间不存在任何问题。匈塞铁路是中匈双边合作及“16+1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对共建
“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同匈方密切协调，推动两国重要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双
方要密切协调，共同办好明年中匈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西雅尔多表示，本届匈牙利政府将
继续致力于推进对华友好政策，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深化匈中关系。匈方愿加强两国经贸、
旅游等领域合作，积极推进匈塞铁路等重点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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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27日,中国银行日前在巴黎举办长城国际银联双币借记卡首发仪式。

该卡依托银联全球清算网络，为跨境客户提供欧元和人民币双币种金融服务。巴黎欧洲金融
市场协会执行主席阿诺·德·布雷松表示，此次成功发行欧元、人民币双币借记卡，将会有
效推动两国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

欧洲政治外交


人民日报9月1日,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日前对媒体表示，法国与

德国决定创造一个独立的金融工具，以独立于目前由美国掌控的国际支付系统——“环球同
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欧洲舆论分析认为，在美欧关系阴影重重的背景下，新
的国际支付系统是法德乃至欧盟寻求对抗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一个重大举动。勒梅尔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欧洲成为一个主权大陆，而不是附属，这就意味着欧盟必须要
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金融工具。”德国外长海科·马斯表示，新的国际支付系统可以成为避
免伊朗核问题升级的一个方案。据悉，此次法德两国之所以要联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支付系
统，直接原因是不想让欧洲企业继续充当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的“牺牲品”。


新华社9月5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奇5日呼吁欧洲积极抵御美国压

力，以维护伊核协议。阿拉奇重申，若伊朗的利益得不到维护，伊朗将退出伊核协议。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日前表示，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开始实施
制裁的情况下，欧盟将与各方合作，确保伊朗的利益，并继续维护这一协议。


欧洲时报9月6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卡琳·克奈斯尔在德国《世界报》（Welt）

刊文称，欧洲应当彻底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开始将其作为伙伴国看待。克奈斯尔提到最近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话。马克龙在讲话中称，对于欧洲国防和安全问题的讨论应在俄罗斯直
接参与下进行。但是，奥地利外长认为，至今没有改善对俄关系的具体措施，一切都止步于
“一些想法”。克奈斯尔认为，欧洲是时候重新评估外交利益，放下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她
提议，暖化关系的方法之一是将俄罗斯作为欧洲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伙伴国。


新华社9月1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盟

情咨文”时说，将与“脱欧”后的英国保持紧密联系，但欧盟不会在关键议题上让步。容克
说，英国“脱欧”后就不可能再像欧盟成员国一样享受成员国的待遇。一旦脱离欧盟，英国
就不再是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英国也不可能有选择性地在某些领域里留在欧洲单一市
场。就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容克说，欧盟想寻求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避
免出现“硬边界”，即设置阻碍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的关卡和检查站等硬件设施。容克还表
示，在2019年3月29日英国“脱欧”之后，英国也将永远是欧盟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一
个非常亲密的邻居和伙伴。


新华社9月13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任

内最后一次“盟情咨文”，主题为“欧洲主权时刻”，强调欧洲需要在塑造全球事务中发挥
作用，包括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等。容克在演讲中对于欧盟所面临的挑战直言不讳，并围绕
“主权”和“团结”两个关键词，在移民和难民问题、对外关系、安全防务等多个方面提出
具体建议，以建设“更加团结、强大和民主的欧盟”。容克还重点谈及欧盟与非洲的关系，
提出打造一个“欧非可持续投资和就业联盟”，帮助非洲在未来5年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
位；同时还将借助“欧盟外部投资计划”引导超440亿欧元投资流向非洲。容克明确提出，
“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预示着‘欧洲主权时刻’的到来”，欧洲必须成为国际关系中更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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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色彩的行动者。他认为，欧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被外界所重视，才能更好地保护民众及成
员国的利益。他同时强调，“欧洲主权”来自成员国主权但并不寻求取而代之，在需要和必
要时让渡主权能让每个成员国更加强大。具体到对外政策层面，容克呼吁欧盟进一步提高“一
个声音对外”的能力，提出扩大“特定多数”决策机制(获得超过55%的成员国支持且这些成
员国人口总和至少占欧盟成员国总人口的65%)的使用范围，提高决策效率。此外，容克说，
应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并表示今年将出台计划。容克此次演讲，意在向外界尤其是对美国
传递出明确信号，即欧洲要更为独立自主，避免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要成为积极的参与
者和塑造者。


环球网9月13日，据俄罗斯卫星网9月13日报道，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欧盟

将针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6个月。这一次，欧盟将针对俄罗斯155名公民和
44家企业的限制措施延长至2019年3月15日。制裁措施为资产冻结和禁止入境欧盟。


环球网9月13日，法国《费加罗报》9月12日报道，法国当地时间9月12日，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议会上提议，网络平台如果发现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应该在一个
小时内全部删除，否则将会受到惩罚。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成员国必须建立有效、协调和
令人信服的惩罚机制，以应对违反规定没有及时删除相关内容的情况。如果企业未能遵守相
关的删除规定，可能面临最高达上一年度营业总额4%的罚款。


新华社9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到访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16日在柏林表示，

支持欧盟提出的加强外部边界管控方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2日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
文”时提出一系列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具体措施，包括在2020年前增加１万名欧洲边界及
海岸警卫队队员、进一步推进欧洲避难机构建设、为成员国在处理避难申请方面提供更多帮
助、加快遣返非法移民等。


环球网9月25日，今日俄罗斯9月25日消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

里尼表示，欧盟将维持就伊核决议的承诺，将不顾美国制裁的威胁，与伊朗就石油出口建立
特殊的支付渠道。法新社称，欧盟将与伊朗建立法律实体( legal entity)，以保护石油和
其他商业往来，以逃避美国的制裁。此前，特朗普宣布将进一步开始进行退出伊核协议后续
的问题，并要求世界各国在11月4日前停止进口伊朗的石油，如果有国家不遵守，美国将会
对其进行制裁，并称，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得到豁免权。


海外网9月27日，英国工党25日举手表决支持将二次公投列为一种选择后，法国

总统马克龙在26日接受采访时“松口”，称如果英国举行第二次公投并决定留在欧盟，他将
欢迎英国“归来”。同时，马克龙表示，英国是否进行第二次脱欧公投不是由他来决定的。
在被问及如果英国脱欧，法国可能将放弃把伦敦银行家吸引到巴黎一事时，马克龙回应道，
“这有关历史，无关国内利益”。


新华社9月2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7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

时说，欧盟正奋力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国际秩序在贸易、安全、气候变化、人
权方面正遭受巨大压力。欧盟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因为欧盟国家坚定支持联
合国，同时反映欧盟重视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同情。图斯克表示，联合国
应该有足够的手段完成其使命，世界各国需要更加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冲突、贫穷、
饥饿、恐怖主义和大量人员流离失所。欧盟为此坚定支持联合国改革。图斯克说，只要伊朗
方面全面遵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欧盟方面也致力于维持该协议。图斯克表示，欧盟正在安
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将在移民和维和问题上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合作，并继续致力于遏制
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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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9月2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26日在纽约表

示，欧盟为促进与伊朗贸易而筹划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可能11月前到位。莫盖里尼说，
欧盟依然把美国视为最强大的盟友，但“没有主权国家或组织能接受别人替你决定可以与谁
做生意”。据悉，这一“特殊目的机构”旨在让欧盟绕过美国制裁，延续与伊朗的合法贸易
活动。


中新社9月30日,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地震及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之际，欧盟30日宣布向中苏拉威西省地震灾区提供150万欧元紧急援助。

德国


新华网9月1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8月30日宣布，支持姊妹党要员曼弗雷

德·韦伯领导中右翼政党联盟欧洲人民党(EPP)参加定于明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换届选举。
韦伯现年46岁，来自默克尔所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是欧洲人民党在
欧洲议会的党团领袖。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如果作为欧洲人民党成员的其他国家政党也支持
韦伯，他将成为接替让—克洛德·容克出任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热门人选。韦伯正在欧盟
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游说欧洲人民党的其他成员政党，争取获得欧盟委员会主
席候选人资格。如果韦伯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将是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半个世纪来
首次有人进入欧盟机构顶层。除了韦伯，英国脱离欧盟谈判中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法国人
米歇尔·巴尼耶同样是热门人选。


环球网9月1日，据路透社31日报道，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德国政府承诺在

美国削减援助后，增加对巴勒斯塔的援助资金。报道称，马斯在给欧盟外长的一封信中表示：
“我们准备提供更多的资金。”但他同时表示，德国所增加的援助无法弥补美国削减援助后
所留下的2亿多美元赤字。


中国网9月3日，据外媒报道，9月1日，德国东部城市萨克森州开姆尼茨举行了

示威活动，共约8500人走上街头，其中4500人参加了德国选项党和极右排外联盟“爱国欧洲
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组织的游行。抗议者也加入了右翼民粹主义公民运动“为了
开姆尼茨”的示威队伍。与此同时，反排外的人士亦举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示威活动。约有近
4000人参加。大约70个组织、协会和政党组织了这次活动。


中国网9月3日，帝国运动(Reichsbuerger )是德国的一个极右翼组织，根据《焦

点杂志》的报道，目前该组织已发展到1万6千多名成员，较前一年增加了50%，其中某些分
支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制定出"Day X"的计划。德国情报机构宪保局正在密切
关注这个发展迅猛的极右翼组织，将其视为威胁公共安全的极端组织。


环球网9月4日，据德国《明镜》周刊3日消息，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当天在

乍得湖国际会议上宣布，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为非洲乍得湖地区的非洲人民提供1亿欧元
的人道主义援助。马斯在会前向媒体表示，乍得湖区域已经变成如博科圣地或“伊斯兰国”
等组织随意践踏的操场，而这些组织已经为欧洲安全造成威胁，“欧洲不可能视而不见”。


环球网9月5日，德国联邦国防部4日公布一项旨在改善联邦国防军装备的计划，

到2031年实现军队全面现代化，并逐步提高国防预算。德军将在2031年实现所有军事人员装
备的统一，填补大型装备空缺。在实现现有技术现代化的同时，德军还将开发新技术，实现
军队数字化，并加强军队网络战等方面的能力。


环球网9月7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9月6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与总理默克尔举行会

谈，就日德两国在朝鲜半岛局势和维护自由贸易等国际秩序方面紧密合作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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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9月8日，今年6月和7月，针对“德国人恐惧之事”，德国保险公司 R+V

对2400名民众做了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访者担心特朗普正以政策让世界变得更危险，
包括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与巴黎协定。


环球网9月10日，据路透社9日报道，一项民调显示，受移民问题影响，德国总

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与议会第二大党社民党的执政联盟支持率创下历史新低。
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Emnid 周日发布的调查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本周支持率跌至29%，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而第二大党社民党支持率下降两个百分点，跌到了17%。与此同时，其
他政党的支持率均上升了2-6个百分点。


新华网9月11日，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10日强烈谴责最近针对犹太人餐馆的袭

击和极右翼分子参与的游行，指出反犹主义行为和言论触碰了国家的底线。


新华网9月13日，德国联盟党的执政盟友社会民主党主席纳勒斯12日在德国联邦

议院说，没有联合国授权，社民党将不会同意德国对叙利亚进行任何形式的武力干涉。


新华网9月15日，正在立陶宛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14日表示，欧盟在明斯克协

议得到落实之前不会考虑取消对俄罗斯制裁，但是欧盟必须保持与俄对话。默克尔还强调了
“北溪－２”项目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德国能源多样化政策和兑现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需要。


人民网9月17日，正在中东访问的德国女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正

考虑在中东建新的军事基地和部署更多部队，以保持在该地区长期军事存在和打击恐怖势
力。


海外网9月17日，二十多个德国新移民和反种族主义团体发表公开信，要求该国

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夫在开姆尼茨的抗议活动之后，就移民问题主张改变立场或辞职。


新华网9月18日，据德国媒体17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撤换负责国内安全的

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汉斯·格奥尔格·马森，原因是马森近期对右翼势力活动展现同情。现
阶段，马森的去留问题凸显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
主联盟（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主张撤换马森，而基民盟的姊妹党、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
费尔领导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则表态信任马森，支持他留任。


新华网9月19日，德国研究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18日宣布，计划在德国西部城市

萨尔布吕肯建成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网络犯罪风险。据了
解，新中心将在目前德国信息技术安全、隐私及责任中心（CISPA）基础上扩建。从明年年
初起，整体纳入亥姆霍兹联合会，成为该联合会下属的第19个研究中心。CISPA 目前有约200
名工作人员。按计划，到2026年，新中心将有来自全球约800名专家从事互联网安全研究工
作，届时该中心每年的科研预算可达5000万欧元。


环球时报9月21日，据德国《图片报》20日报道，备受争议的德国联邦宪法保卫

局局长马森周二被德国联合政府免职后，将在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不仅职
位高了一级，收入也将增加，引发德国多个党派以及民众的愤怒。德国媒体将这解读为德国
联合政府内右翼势力的胜利。


新华网9月25日，德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德国电信公司25日宣布，将与德国联邦

国防军开展紧密合作，共同应对网络袭击。


环球时报9月27日，据德新社26日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四到周六将对

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时隔7年后，土耳其总统对德国首次进行国事访问。他还将与德国
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重点讨论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叙利亚问题、难民问题，如何打击恐
怖主义以及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等。在美国的制裁下，埃尔多安试图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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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旧好，获得欧洲的支持。不过，德国国内对埃尔多安的访问却意见不一。《明镜》周刊
称，德国总统将为埃尔多安举行国宴，但截至周三晚上，发出的300多份请帖，只有不到100
人确认参加。施泰因迈尔不得不再次发出邀请。报道称，甚至默克尔也不参加国宴，这极为
罕见。


参考消息网9月2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权威9月25日遭遇意外打击，她的保守

派党员在议会党团主席选举中让她的长期盟友考德出局，这凸显出对她13年统治的不满在不
断增加。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9月25日报道，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福尔克尔·考
德败选，名不见经传的金融专家拉尔夫·布林克豪斯在党内选举中夺走了考德的主席之位，
这在柏林是不曾有人预料到的。另据路透社报道，这一事件被反对派领导人称为“政治霹雳”
和“默克尔时代终结的开端”，也被认为标志着议员们希望在塑造默克尔最后一届政府的政
策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


新华网9月27日，德国联邦统计局27日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底，德国共有1770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1.4％。德国老年人口数量在过去
20年间增长了36.6％。


新华网9月27日，德国与沙特阿拉伯政府25日同意，结束两国因德国前外交部长

西格马·加布里尔批评沙特中东政策引发的外交争端。德新社以德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沙
特驻德国大使将在数周内获得任命、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德国近日将任命新任驻沙特大使。


新华网9月29日，德国外长马斯28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时指出，

多边主义与国家主权并不冲突。他说，欧洲的经验向世界表明，多边主义与国家主权并不互
相矛盾，相反，在世界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各国只有合作才能维护各自主权。


环球时报9月29日，据德国《图片报》28日报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冷

淡迎接”埃尔多安，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德国和土耳其存在“深刻分歧”。


新华网9月29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27日在首都柏林说，欧洲团结和多边

主义秩序正承受威胁，欧洲联盟和德国都面临分水岭时刻。默克尔说，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
秩序正在变化，因而有必要强调一些不证自明的道理，如包容和妥协。如果一些人以“赢家
通吃”的态度寻求化解争议，就难以取得“双赢”结果。


中国新闻网9月30日，据德媒29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其有意干满本届政府任期，并且坚持联邦总理和执政党主席应当由同一人担任的观点。

法国


新华网９月3日，法国政府日前宣布将法国邮政公司（简称法国邮政）旗下的邮

政银行和法国信托投资局旗下的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简称法国人寿）合并，成立一个大
型公共融资中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新成立的融资中心拥有超过１万亿欧元资产，将成为
“全球最大的公共金融中心之一”。


环球网９月3日，法国《欧洲时报》9月1日报道称，法国政府为多子女家庭设计

了诸多福利措施，如家庭补助、住房补助、保护女性产育期间工作权利的法规、育儿津贴、
开学补助、多子女家庭优惠等，希望借此推动人口增长。


欧洲时报9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想要“摧毁”欧洲

联盟，克里姆林宫9月3日否认此说法。法新社报道，马克龙接受瑞典 SVT 公营电视台采访时
宣布：“我确实尊重普京，但他的梦想是摧毁欧洲联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
者会上坚称：正好相反，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想方设法要“加强与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的关系，
他希望欧盟空间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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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9月4日，9月4日，法国总统府宣布国民议会议长德鲁吉接替于洛，担

任环保部长。此外，刚刚宣布辞职的体育部长弗莱赛尔将由前游泳运动员马拉斯诺努接任。
短短7天时间里，法国政府失去两名民意支持率极高的部长。这次政府改组的时机不在马克
龙总统的预料之内，此前预计将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后进行。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希
望通过任命德鲁吉，改变当前的不利局势。


环球网９月6日，法国《欧洲时报》9月5日报道称，法国当地时间9月5日，法政

府举行内阁会议后，总理菲利普公布了2018年下半年的改革路线图，并强调政府将一如既往
坚决推行改革。据报道，“扶贫计划”和“医院改革”成为首先推出的改革项目。法国政府
将于9月13日公布“扶贫计划”具体内容，在9月18日接着推出“医院改革”具体方案。


新华网９月6日，法国农业部长斯特凡纳·特拉韦尔4日说，一旦法国与英国渔

民再次爆发类似上周“扇贝战争”的冲突，法国海军将介入。


欧时大参9月8日，法国前环保部长于洛上周辞职，这在法国社会引发很大余波。

继法国十家环保组织在 Franceinfo 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重新思考当
前的环保策略，并进行调整和转变。


环球网９月10日，据法国《欧洲时报》9月9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当地时间9

月9日，全法各地民众响应“公民号召”，上街示威，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这
是法国民众在环保方面前所未有的一次动员，组织单位声称当天共有10万多民众上街示威。


环球网９月12日，法国《欧洲时报》9月11日报道称，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

(原“国民阵线”)党魁玛琳娜•勒庞在当地时间9月9日访问北部加来地区时，表示如果9月26
日法院审理确定冻结2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94.6万元)的公共补助，“国民联盟”必死无
疑。


新华社9月12日,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12日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议会多

数派共和国前进党议员理查德·费朗为新国民议会议长。费朗生于1962年7月，曾是法国左
派第一大党社会党成员，2016年投入到共和国前进党前身——现任总统马克龙成立的“前进”
运动阵营。2017年曾短暂出任内阁国土整合部长，后出任共和国前进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党团
主席。


中新社9月12日,法国12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

下滑至25%，这一数字创下他就任法国总统以来的新低。马克龙最近面临一系列国内外问题
的挑战，最为棘手和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提振法国经济的同时削减财政赤字。法国财政
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2019年的财政赤字率将达2.8%，高于政府之前设定的2.3%的目
标。同时，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只有1.7%。


中国新闻网９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3日正式公布反贫困计划。他宣布，法

国将为此投入80亿欧元，用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帮助他们获得工作岗位。法国官方统计
数据显示，法国有880万贫困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14%，这些贫困人口中的近20%是青少年
和儿童。


新华网９月14日，法国总统府13日提供的资料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公开

承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存在系统性虐待行为。马克龙说，由于当时法国议会
赋予法国政府特别权力，后者得以建立了一套逮捕和关押机制，导致很多人受到虐待折磨，
失踪者数以千计。


新华网９月14日，最近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法国人认为美国不再是法

国可信赖的伙伴。法国舆论研究所(Ifop)本月10日至11日作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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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美国是法国可信赖的盟友，比2014年5月、即民主
党人贝拉克·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所作民调下跌33个百分点。对特朗普增加关税的决定，
78%的法国人认为不利于法国经济增长；就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88%的法国人认为美国
给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拖后腿”。


环球时报９月18日，《赫芬邮报》法国版16日称，法国前总理瓦尔斯“选意已

决” 要选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市长。对此，法国政坛不少人称，“瓦尔斯此举是脚踩两只船，
如果他决定要当西班牙的市长，就要先从法国国会辞职”。


环球网９月20日，法国《欧洲时报》9月19日报道称，欧洲理事会反腐败国家联

合会(Greco)呼吁法国采取措施，提高法国议会的反腐工作。在相关建议中，该反腐组织希
望法国民众在获知议员财产信息时可以更加方便，以此也可补救法国政治阶层日渐消失的可
信度。


中国经济网９月26日，近日，法国国防部长佛罗伦斯·帕利在法国国家空间研

究中心揭幕式上说，法国未来的挑战将主要来自太空监控方面。帕利认为，面对未来可能发
生的“太空博弈”，应加强法国的卫星监控手段与能力，有效应对“美国式”的太空力量。
当前，法国在军事计划法案中已投入36亿欧元用于更新卫星设备。


环球网９月28日，法国《欧洲时报》9月27日报道称，法国当地时间9月26日，

巴黎上诉法院同意归还“国民联盟”(RN)此前被冻结2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603.12万元)
中的100万欧元。

英国


新华网9月2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１日排除了再次举行“脱欧”公投的可能

性，表示讨论“二次脱欧公投”是对英国民主的“严重背叛”。梅当晚在英国《每日电讯报》
网站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向主张“二次脱欧公投”的人屈服。她认为“脱欧”
公投的结果反映了那些被忽视者的切身感受和政治呼声。她同时强调，政府有信心在与欧盟
的“脱欧”谈判中达成一份不错的协议。她还承诺，将继续打造“为所有人服务的经济”，
并保持英国统一。


新华网9月3日，英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9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交

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会面。英方分管中东和北非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利斯泰尔·伯特当
天与阿拉格希主要讨论经济合作以及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英国与伊朗金融和货
币交易机制，同时就地区局势交换看法。


新华网9月3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日发表文章，承诺坚守内阁所制“脱欧”

蓝图，不向欧洲联盟作任何妥协。特雷莎·梅2日在文章中重申，如果英国与欧盟无法就“脱
欧”协议达成一致，她不排除“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央视网9月3日，英国首任“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2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重申，他绝对不会给特雷莎·梅力挺的“软脱欧”方案投赞成票。他说，这一“软
脱欧”方案、也就是“契克斯计划”将使英国在经济上受制于欧盟。不过，2号同样接受英
国广播公司采访的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指出，不管是“软脱欧”还是“硬脱欧”，
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总要比“无协议脱欧”强。


环球网9月3日，据英国路透社9月3日报道，9月2日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英国

脱欧可能会使苏格兰公众舆论倒向支持独立。民调显示，如果英国按计划离开欧盟，则47%
的苏格兰人将在苏格兰未来另一场公投中支持独立，43%的苏格兰人持反对票，还有1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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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如何选择。如果英国留在欧盟苏格兰也再举行一次独立公投，那么民调结果则与上述
相反，将有43%的苏格兰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独立，47%的人则反对独立。


环球网9月5日，据英国路透社9月5日报道，英国民众针对是否脱欧仍存在严重

分歧，5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脱欧谈判结果持悲观态度，有更多的人
支持英国“留欧”，但“留欧”支持率也仅有少量增加。由英国独立研究机构 NatCen 开展
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59%的选民支持留欧。


欧洲时报9月5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5日在议会讲话时说：“英国政府得出结

论，两名参与袭击斯克里帕利父女的嫌疑人是情报部门人员，是俄军总参情报总局的军官。”
此外梅称，英国否认参与生产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并指出，只有俄罗斯拥有这一能力。
首相梅表示，英国因此将扩大对俄制裁。


环球时报9月6日，英国5日宣布，两名俄罗斯公民涉嫌毒害俄前间谍斯克里帕尔

及其女儿。英国公布了这两名嫌疑人的姓名及照片，并在欧洲范围内对他们发出逮捕令。


环球网9月9日，据英国路透社9日报道，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指责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给英国穿上了自杀式炸弹背心” ，并将起爆器随着她的脱欧计划一并交
给了欧盟。约翰逊周日(9日)在英国每日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将特雷莎•梅关于脱欧的“跳
棋交易”形容为“一个耻辱”，令英国“永久陷入政治勒索”。


环球网9月13日，据英国路透社9月12日报道，英国12日出台脱欧后的农业政策

立法，新的法案将会把对农民的补贴与农民应对气候变化或保护美丽风景等公共福利事业挂
钩。


环球网9月13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9月13日报道，被伦敦方面指控涉嫌

毒害俄罗斯前双面间谍的两名俄罗斯男子，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兰·博希罗夫当日接
受俄罗斯 RT 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他们只是巧合下的受害者，否认他们在英国
携带了任何毒物，当时只是到索尔兹伯里游玩的游客。


环球时报9月13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2日报道，因不满首相特雷莎·梅的

脱欧计划，大约50名英国保守党议员计划联名向其“逼宫”，要求她尽快下台。这些保守党
议员属于党内一个反欧盟组织“欧洲研究小组”。有消息人士称，目前保守党内的一些脱欧
派议员已经提交针对特雷莎·梅的不信任函。根据保守党的规定，若党首辞职或者15%的保
守党议员要求发起不信任投票，就会启动新党首竞选。而当前保守党内反特雷莎·梅的议员
人数已超过这一比例。这意味着，梅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面临严峻挑战。


新华网9月13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的任期将延长半年，

从2019年7月卸任推迟至2020年1月，以支持英国平稳“脱欧”。卡尼在英国“脱欧”公投后
稳定金融市场的表现得到英国政府认可。


环球网9月15日，路透社14日报道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在访问柏林期间

表示，在脱欧背景下，英国正利用间谍中毒事件来拉拢欧洲的盟友。他在会见德国外交大臣
马斯后说：“英国正在利用这一事件，将他们的欧洲伙伴团结起来，以反对俄罗斯。伦敦之
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与英国脱欧有关。”


中国经济网9月15日，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14日表

示，英国与欧盟正在“接近”达成英国脱欧协议。拉布向媒体表示，尽管欧盟在爱尔兰边境
问题以及欧盟食品保护体系方面与英国存在关键的分歧，但他与欧盟英国脱欧首席谈判官米
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有益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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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9月17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6日报道，军情五处正面向明年毕业

的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专业本科生提供实习机会。应聘者将自明年6月在位于伦敦泰晤
士河北岸的军情五处总部开始为期11周的有偿实习，每周薪水约485英镑（约合4352元人民
币）。


中新网9月17日,据外媒报道，日前，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指出，

他支持就英国是否“脱欧”问题再度举行全民公投。萨迪克•汗称：是否退出欧盟同英国的
就业岗位、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的生活水准密切相关，因此完全有必要就是否“脱欧”再一次
征求全民的意见。据报道，萨迪克·汗表示，现在既要讨论“脱欧”条约的问题，也要探讨
再次就“脱欧”问题举行公投的可能性，因为一旦“脱欧”条约谈不拢，英国就将面临无序
脱欧的危险。


环球网9月19日，据日本共同社9月18日报道，安倍当日在官邸与英国新任外交

大臣杰里米·亨特举行会谈，两人就在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达成了一致。日本外相河野太
郎与亨特开展了第7次日英外长战略对话，确认英国积极参与东亚稳定的重要性。


新华网9月20日,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于19日和20日前往奥地利参加欧盟非正

式峰会，与欧盟领导人就“脱欧”协议进一步协商。她19日在德国《世界报》发表文章，重
申英国在“脱欧”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劝欧盟作出让步。文章写道，英国与欧洲联盟已接近
达成“脱欧”协议，她希望欧盟能像英国一样拿出诚意和决心，作出让步，避免出现英国“无
协议脱欧”的情况。


参考消息网9月21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9月20日报道，特雷莎·梅9月19

日晚上警告欧盟领导人，除非他们在未来两个月内就英国脱欧问题达成“可行性”协议，否
则英国准备强行退出。报道称，在直截了当的最后通牒中，这位首相排除了任何推迟英国在
明年3月脱离欧盟的可能性，并说她不会考虑举行第二次公投。特雷莎·梅还拒绝了欧盟关
于解决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最新提议，并警告欧盟领导人，称这些提议会分裂英国。


新华网9月23日，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推出的“脱欧”最

终方案、即所谓“契克斯计划”在保守党内部被指立场过于软弱，更多内阁大臣准备施压特
雷莎·梅提出替代方案，否则辞职。


参考消息网9月24日，英国《独立报》网站9月22日报道称，如果特雷莎·梅的

脱欧协议在议会失败，工党将发起一项计划，争取在数天内提出政府不信任动议，以迫使举
行大选。


环球网9月25日，据英国路透社9月25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于25日出席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在此期间，梅将会见一同出席大会的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并
劝说鲁哈尼释放被捕的英国伊朗双国籍援助工作者纳扎宁•扎加里•拉特克利夫。


中国新闻网9月25日，据《欧洲时报》报道，英国在野工党副党魁华森23日说，

特蕾莎•梅的保守党政府正濒临崩解，可能很快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同时，据《星期泰晤士
报》报道，梅阵营的2名重要成员已展开“演习”，准备于秋季举行选举，争取大众支持新
的脱欧计划。报道称，梅的一位心腹告诉内阁成员，梅可能于明年夏天下台，此举意在制止
阁员此时辞职表达对她的抗议。但之后，《太阳报》反驳了该文章观点。


环球网9月27日，据俄罗斯卫星网27日报道，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

宾表示，如果首相梅无法与布鲁塞尔就退欧协议达成最终一致，工党则希望首相特雷莎•梅
辞职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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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9月2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5日说，英国宁可“无协议脱欧”，也不

会接受欧盟区别对待北爱尔兰与英国其他地区的提议。


环球网9月27日，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谈判正在陷于僵局之际，英

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将再次在该问题上出手，科尔宾此举很可能会招致梅的批
评。据英国路透社9月27日报道，英国反对党工党宣称，科尔宾将于27日访问布鲁塞尔，届
时他将警告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无协议”脱欧的危险。


参考消息网9月27日，据美联社9月25日报道，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25日宣布，

如果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提交议会投票，它将予以否决，甚至可能
支持英国举行新的脱欧公投。


环球网9月28日，据英国路透社9月28日报道，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呼

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撤销她的脱欧提议。目前，特雷莎•梅正准备在两天之后的年度会议上
面对已经分裂的保守党，约翰逊这一举动加大了特雷莎•梅所面临的压力。


中国新闻网9月29日，英国商会(BCC)29日公布一项调查，近三分之二英国企业

目前还没有做任何有关应对“脱欧”后果的风险评估与准备，出现了“脱欧疲劳症状”。

其他


欧洲时报9月11日，瑞典国会选举初步结果10日凌晨揭晓，两大政党阵营所获议

席均未过半数。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28.4%的支持率领先，虽然保住第一大党地位，但
支持率却创下数十年来新低。极右派瑞典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历史最好成绩，让这个欧洲数
一数二的自由主义国家向右转，令人担心将进一步助长反移民情绪。另外，目前两大传统政
党都不愿与极右政党谈判合作，瑞典将要面临数周政局不确定局面。


澎湃新闻9月13日,一百万人聚集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庆祝一年一度的

加泰罗尼亚“民族日”，游行者再次喊出了公投独立的口号。


中新社9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与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会晤，

他表示，会严肃考虑在波兰设立美军永久基地一事。当天，杜达在白宫与特朗普的会谈中提
出，希望能在波兰境内设立美军永久基地。他还提议，可以将其命名为“特朗普堡”。在回
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波兰的这个提议。他说，波兰方面表示愿意出资
逾20亿美元来建设基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当天对媒体称，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会在波兰
设立美军永久基地。他说，这不仅事关基地本身，还涉及训练范围、基地维护等问题，尚有
一系列细节需要与波兰方面一起研究。


中新网9月25日,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发布最新

人口统计报告称，截止到2018年1月1日，意大利社会人口总数为6048.4万人，其中男性占比
48.77%，女性为51.23%。2016至2017年，社会人口增长率为负2.4%，百岁以上老人已达15500
人。统计报告强调，意大利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


中新网9月25日,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4日，意大利政府

就国家安全法修正案，正式向国家议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安全法令议案。据该法律议案，意大
利将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法，简化外来移民因犯罪被取消意大利国籍，以及驱逐非法移民的
法律程序，增强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置权。

欧洲经济

欧洲观察|2018.10


- 16 -

新华网9月4日，德国联邦经济部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提

高进口汽车关税，德国汽车行业将遭受沉重打击。德国《商报》3日援引这份报告报道说，
美国政府威胁把进口汽车关税税率由现行的2.5%提升至25%，这将给德国汽车业造成约50亿
至70亿欧元（1欧元约合1.16美元）损失，将拉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约0.2个百分点。


中国新闻网9月4日，据外媒报道，根据瑞银集团(UBS)的分析，虽然英国尚未正

式退出欧盟，但“脱欧”进程已经让该国经济产出损失了超过2%。据报道，在3日发布的一
份报告中，瑞银估计，与公投结果为“留欧”的情景相比，当前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
经低了2.1%，投资低4%，通胀高1.5%，消费低1.7%。


新华网9月7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

作日调整后，德国7月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1.1%，出口环比下降0.9%。另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７日公布的数据，7月份德国出口额为1103亿欧元，环比下降0.9%；进口额为945亿欧元，环
比增加2.8%；当月贸易顺差为158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德国7月份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
增长7.6%和12.0%。数据还显示，当月德国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出口额为645亿欧元，进口额为
537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8.0%和10.9%。德国对欧盟以外地区出口额为465亿欧元，进口额
为408亿欧元，同比分别增加7.1%和13.6%。


欧洲时报9月10日，9月8日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意大利参加一个经济论坛时表

示，法国在2018年和2019年，财政赤字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认为这是法国在欧盟赢
得信誉的保证。2019年，法国企业竞争力的税收优惠将被减税政策代替，这对国家财政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不过勒梅尔表示，即使如此，法国也能实现财政赤字低于3%的目标。他还
强调，恢复公共财政平衡对于法国经济，以及法国在欧洲成员国中的可信度至关重要。


新华社9月11日,德国财政部11日向联邦议会提交2019年财政预算案，继续维持

赤字为零的平衡财政预算。根据这份预算案，2019年德国财政支出和收入均为3568亿欧元（1
欧元约合1.16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32亿欧元，继续保持自2014年以来的平衡财政预算的
传统。根据德国财政部预计，最晚到2019年，德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降到欧
盟规定的60%警戒线以下。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当天在议会说，平衡财政政策在德国应对金
融危机、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说，2019年，德国政府将把改善社会
保障住房、给家庭减税、增加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等作为优先事项。


人民网９月11日，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本10日宣布，政府对今

年法国经济增速的预估值在1.7%左右，比四月份向布鲁塞尔提交的预估值2%稍微下滑。据法
国经济部分析，法国今年经济增速比预期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法国对
进口产品的依赖，以及“今年以来的大罢工”造成的影响。勒梅尔强调，法国今年的罢工对
经济增速造成了大约0.1%的负面效应。


新华网9月12日，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预测，到2035年德国

需要养老护工50万人，比2015年增加44%，养老护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


新华社9月12日,德国经济部12日发布9月份月度经济报告，预计德国经济下半年

将保持增长势头。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经济经价格调整后环比增长0.9%，动力主要
来自国内消费和投资。报告预计，下半年经济将持续这一势头。报告称，德国就业和收入继
续保持强劲增长，建筑业蓬勃发展，服务业产出不断上升，但工业领域受国际贸易疲弱等多
重因素影响，出现放缓迹象。此外，受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影响，德国出口受到损害。数据显
示，7月份德国出口经季节调整后环比有所下降，短期内也没有迹象显示出口将回升。

欧洲观察|2018.10


- 17 -

新华社9月13日,欧洲中央银行13日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延续了7月份货币政

策会议决定，继续维持欧元区主导利率为零，并预期在2019年夏天前不会加息。当天，欧洲
央行发布了最新一期宏观经济预测报告，下调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至2.0%，2019年和
2020年预计分别增长1.8%和1.7%；维持2018年、2019年、2020年欧元区通胀预期在1.7%不变。


新华网9月20日，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19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由美国贸

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的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将大幅拖累德国经济增长。报告将德国2018年经济
增长预期从之前预计的2%下调至1.8%，2019年增长预期从2%下调至1.4%。


中国经济网9月22日，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日前代表德国财政部向德国联邦议会

提交了2019年德国联邦财政预算草案。这份预算草案显示，2019年德国财政支出和收入均为
3568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132亿欧元。德国明年仍将继续保持较为稳健的财政平衡政策。
与此同时，根据德国财政部的预测数据，2019年德国有望实现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降至欧盟规定的60%以下。


中国经济网９月22日，法国统计局年初以来的各项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

年法国经济增长强势劲头意外“哑火”，前两季度的经济增速均仅为0.2%，虽然三季度增速
预期达0.4%，但已难以弥补此前留下的增长空白，致使全年实际增速低于预期。近日，法国
经济部长勒梅尔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政府将把2018年经济增速预期由2%下调至
1.7%，法国整体经济增长正再次陷入疲软状态。法国央行也于近期宣布下调法国今明两年的
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国内外需求同时放缓将使经济增长乏力状态延续至2020年。


新华网9月25日，总部设在慕尼黑的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小幅回落。数据显示，当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从上个月的103.9点回
落至103.7点。9月份德国商业景气指数的４项指标中，制造业指数再次下降，服务业指数基
本不变，贸易指数和建筑业指数则出现上升。


新华网9月28日，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究所27日向政府提交秋季联合经济预测报

告，下调今明两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报告认为，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7%，明显低于春季
预测的2.2%；明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9%，低于上次预测的2.0%。报告认为，自春季以来，德
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上升，其中包括世界贸易冲突加剧、英国“硬脱欧”威胁增加和意大利爆
发债务危机可能性变大等。不过，报告认为德国就业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预计德国今年失
业率为5.2%，明年进一步降至4.8%。报告还预计，德国通货膨胀率今年将为1.8%，明年升至
2.0%。


新华网9月29日，德国联邦劳工局28日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德国9月失业

人数继续减少，失业率再创历史新低。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9月德国失业人口环比减
少2.3万人，至230.3万人，远好于市场预期。失业率则从上月的5.2%降至5.1%，刷新两德统
一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9月德国失业人口环比减少2.3万人，至230.3
万人，远好于市场预期。失业率则从上月的5.2%降至5.1%，刷新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综合
朝韩关系（综合消息）
9月14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刊发署名评论文章，强调彻底履行
《板门店宣言》是从根本上改善和发展北南关系的重要途经。

欧洲观察|2018.10

- 18 -

9月18日上午，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平壤开始为期三天的访朝行程。这是朝韩领导人今
年以来的第三次会晤。19日，韩朝领导人进行了一对一会谈，随后签署《平壤共同宣言》并
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宣布，一致同意实现半岛无核化，缓解朝韩军事紧张并改善双方
关系。文在寅在发布会上表示，韩朝首次就无核化方案达成协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成果。
韩朝商定在半岛全境消除战争风险，并就在半岛共建没有核武器、核威胁的和平家园达成共
识。此外，金正恩访问首尔也被列入日程。分析认为，《平壤共同宣言》的签署，意味着朝
鲜半岛正走向和平对话的和解之路，同时也会对化解朝核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其他


新华社9月4日,巴马科消息：根据马里宪法法院发布的消息，易卜拉欣·凯塔4

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宣誓就职，正式开启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凯塔于2013年8月首次当选
马里总统，并于次月就职至今。在4日的就职演说中，凯塔回顾了马里政府在过去5年中取得
的成就，承诺他将在新任期中不遗余力打击恐怖主义和贪腐，并努力推动马里社会和经济的
复兴。凯塔还在讲话中强调了马里实现国家和平与和解的重要性，他表示，“在马里，国家
团结不可或缺，我是全体马里人民的总统。”马里宪法法院8月20日确认，凯塔在8月12日举
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67.16%的得票率获胜。马里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5年，可连
任一次。


中新网9月5日,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9月4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预防恐怖主义处代表奥莉加·兰琴科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建立了采购化
学品的有效系统。据报道，兰琴科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背景下对抗武器非法供应国际会议上
称：“使用自制爆炸装置的规模在扩大。据悉，‘伊斯兰国’已建立了采购用于爆炸装置的
化学品和其他部件的有效系统，并且该组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生产它们。”兰琴科补充说：
“调查表明有来自20个国家的50家公司，卷入为‘伊斯兰国’供应用于自制爆炸装置的部件。”


中央广电总台央视网9月10日，《德黑兰时报》9日报道称，伊朗央行行长赫马

提表示，在与俄罗斯和土耳其代表的会谈中讨论了使用本国货币代替美元进行交易的问题。
据该报称，使用本币的交易对于“减少美元对三国贸易和经济的影响”是需要的。据该报援
引伊朗劳工新闻通讯社的消息称，赫马提和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在与俄罗斯及土耳其的三方
会谈中讨论了“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本币互换和发展经贸关系。


环球网9月12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9月12日签

署关于干涉选举的制裁法令，白宫拒绝评论。消息称该法令将规定对美国情报机构怀疑通过
“网络攻击或其他方式”干预选举的外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


新华社9月13日,77国集团维也纳分部主席哈蒂瓦日前表示，中国支持77国集团，

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关重要。哈蒂瓦在77国集团维也纳分部举
行成立20周年纪念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自77国集团成立以来，全球政治版图发
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现已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对77国集团来说，中国这个亲密盟友
非常重要。哈蒂瓦说，中国对77国集团帮助非常大。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在支持非洲、亚
洲和拉丁美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使得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得到提
升。哈蒂瓦还表示，77国集团与中国的合作进展顺利，并强调“我们将始终捍卫和推动多边
主义”。


环球时报欧洲版9月13日，2018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于9月12日至14日在美国旧

金山举行。来自各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及企业代表汇集于此，讨论气候变化威胁的紧迫
性，提出应对之策及行动倡议，以激发更深层次的国家承诺，支持《巴黎协定》。12日，由

欧洲观察|2018.10

- 19 -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与加州政府共同举办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中国角”受到众多与会者
的关注。此次中国角的主题为“广泛参与、共同行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不仅为《巴黎协定》
的达成和生效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和双边合作。加州州长布朗
在致辞中，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引领作用表示高度赞赏，希望继续与中方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切实行动。


新华社9月18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18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

主题为“使联合国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通过全球领导力和责任分担，建设和平、平等和可
持续的社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希望即将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和高级代
表发扬合作精神，为全球重大议题寻找解决方案。古特雷斯说，本届联大议程繁多，维持和
平、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项目融资、为全球青年赋权、消除贫困以及化解冲突等诸多议
题都需要联大支持与行动，希望与会者做好协调合作、达成解决方案的准备。古特雷斯说，
联大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希望《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取得成果，期待全球首份《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正式获得通过。他强调：“在全球面临分化和对立的情况下，联大应向世界展现国际合作的
价值。”


环球网9月21日，据日本 NHK 电视台9月20日报道，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了

三连任的安倍，20日晚，进入党总部的总裁室，坐在了总裁的椅子上。安倍随后表示：“我
挑战了4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虽然已经是第4次坐上了这个椅子，但是再次深感责任重大。既
然我已经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就有责任把约定的事情付诸实行。将与共事的议员们团结一
致，下定决心实现之前的约定”。


环球网9月22日，日前，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批准新的机密命令，让五

角大楼网军能更自由频繁向敌人发动攻击，舍弃过去奥巴马时代的跨部门复杂程序。


新华社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有关核不扩散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上说，在11月重启对伊朗能源等领域制裁后，美国将针对伊朗施加更多严厉制裁措施。出席
会议的其他国家以及伊朗领导人对美国的做法提出异议，纷纷表态支持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出席会议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支持伊核协议。马克龙在发言中
说，国际社会需在伊核问题上合作建立长期策略以管控危机，而不能仅仅将措施限定为对伊
朗的制裁和遏制。


新华社9月27日,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外长27日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联

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尽快召集成立一个“可信、全面”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开
始为叙利亚起草新宪法,为叙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奠定基础。声明说，
叙利亚冲突已持续７年多，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当前亟须通过协调的外
交行动结束冲突。立即召集成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有助于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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