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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 波兰学者访问上海欧洲学会
◎ “俄欧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 挪威学者访问上海欧洲学会
◎ 比利时学者访问上海欧洲学会
◎ 第八届海峡两岸欧洲经济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
◎ 学会联合举办“亚欧合作与互联互通”研讨会
◎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中国与欧洲”国际研讨会在上外举行
◎ 欧洲动态（2018 年 10 月 1 日-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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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France‐German Axis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f Chinese‐European Relations”
☞ Scholars from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visited SIES
O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17th, Prof. Józef Niżnik, the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of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visite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ogether with Dr. Katarzyna Andrejuk and Dr. Joanna Fomina. They discussed the
issues related to China-Europe relations with CAO Ziheng, GAO Xiaochuan, HU Liyan, JI Lei, SONG Lilei,
XU Mingqi, YANG Haifeng, and YANG Ye.
☞ SIES jointly held the inter‐association conference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ussia‐Europe Relat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18th 2018, the Inter-Association Conference on “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Russia-Europe Relations ” was held in the Tongji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it wa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 Norwegian scholar visited SIES
O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22nd, 2018, Dr. Iver B.Neumann, director of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visited the SIES and held discussions on China-Norway relations with CAO Ziheng, LONG
Jing, YE Jiang, XIN Hua, YANG Ye, YANG Haifeng, and YAN Xiaoxiao.
☞ Scholar from ULB visited SIES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22nd, 2018, Dr. Tereza Novotna, a scholar from th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ULB in Brussels visited the SIES and held discussions with CAO Ziheng, CUI Hongwei, DAI
Yichen, LONG Jing, HU Liyan, YANG Haifeng, YANG Ye, and YAN Xiaoxiao.

☞ The 8th Cross‐ Strait Conference on European Economy held in ECUST
During October 23rd-24th, 2018, the 8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European Economy was solemnly
held in the Business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tly hel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European Union Center in Taiwan, and was
organized by the Business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ver 80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Strait took part in this conferenc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is conference was addressed by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tudies
(CAES), and Prof. WU Yikang, advisor of the SIES and CAES.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is conference was
very meaningful and beneficial to th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between scholars cross-strait.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hope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regular conference in future. They said
they believe that scholars cross-strait will make mo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topics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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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integration, China-Europe and China-U.S. rel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reconstruction on
economy and politics.
☞ SIES jointly held a conference on “Asia‐Europ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Connectivity”
On October 27th 2018, the conference on “Asia-Europ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Connectivity” was
held in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tly hel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addressed by Prof. WANG Jian,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Dr. CAO Ziheng, superviso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final concluding remarks were made by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IES and
Prof. YU Jianhua, deputy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conference included: Prof. YU Jianhua, Dr. YANG Haifeng, Prof. PAN
Guang, Dr. ZHU Yufang, Dr. GU Wei, Dr. WU Zelin, Prof. ZHANG Jian, Prof. DING Chun, Prof. ZHANG
Yinghong, Prof. SONG Lilei, Dr. DAI Yichen, Prof. CUI Hongjian, Prof. XU Mingqi, Prof. CHEN Dingding,
Prof. LU Gang, Prof. CUI Hongwei, and Dr. ZHANG Qun. Over 30 scholars from nationally-well known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took part in this conference.
☞

SIES jointly hel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n October 29th 2018,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iti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Achievement, Challenges, and Prospec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wa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EU-China Research Center of College of Europe in Belgium. This conference
was also a flagship program of the major academic events of 2018 supported by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Over 8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famous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of both
China and Europe gathered on this conference. They made insightful reviews ove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took discussions on the potential of China-Europe cooperation and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is set of bilateral relation, and predicted the future trends of the global situati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is conference was addressed by Mr. ZHANG
Fe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Mr. Asad, a Counsellor of the
European Union’s Mission in China. The concluding remarks were made by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IES, and Prof. MEN Jing, director of the EU-China Research Center in the College of Europe. Chinese
and European scholars made extensive and insightful discussions in five major fields: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China-Europe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past 40 years ” , “ China-Europe coop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ti-terrorism,
regional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 “ China-Europe cooperation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
☞ European News (2018.10.0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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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上海欧洲学会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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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同济大学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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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 Conerma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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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
会议首先由主办单位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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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内曼分别致辞。雷星晖副校长向前来参会的各位嘉宾学者表示热烈欢
迎，同时希望此次研讨会能推动同济大学的德国、欧洲研究朝向更深、更强发展。徐明棋会
长在致辞中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背景下，中欧关系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希望各位学
者的交流与讨论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施坦方·科内曼副校长在致辞中，介绍了“高
校卓越计划”背景下波恩大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期待进一步推动与同济大学的战略性合
作不断深入。
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华东
理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逢珉教授、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
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先后主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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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单元的研讨交流。
一、英国脱欧、特朗普“退群”与欧盟内外挑战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在“欧美伙伴关系何去何从？”的报告中指
出，美欧关系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如何去塑造跨大西洋关系，因为
跨大西洋关系的三大基础即美欧间的共同利益、共同机构、共同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变化，这
三大支柱目前被撼动了。第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共同价值观是自由、民主、透明、人权，但
是，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在公然告别这些价值观。特朗普
现在可以说是把美国体系彻底转变为一种新的体系。欧盟国家现在已经不再认为美国是现代
人权以及现代自由的捍卫者，这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解差距。大部分
的欧洲国家目前无法理解，也已经不再信任美国。第二，长期以来，美欧两边之间一直有很
多共同利益，比如中东稳定、共同对抗气候变化，或是能源安全问题，欧洲大陆的能源安全
问题。我们观察到，所有这些共同利益都已经发生变化，而且是破坏性变化。比如特朗普总
统决定退出全球气候协定，这等于是给欧洲利益蒙上了阴影。美国针对伊朗的态度，还有如
何平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美国在这些方面的态度其实都是给欧盟蒙上了阴影，因为
欧洲希望维护地区稳定，而美国的做法却背道而驰。伊核协议在防止伊朗继续开发核武器方
面起到很大的作用，美国却单方面违反了协定，擅自决定退出伊核协议。尽管很多欧盟国家
领导人都要求特朗普总统不要这样做，但是他完全忽视了欧盟的诉求和欧盟利益，所谓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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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共同利益不复存在。无法想象，美欧双方如何能够在缺乏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维持国际的
稳定。最后，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机构和机制都是在跨大西洋联盟情况下建立的。比如世贸
组织就是非常重要的机构，能够帮助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观察到，
美国正要去摧毁世贸组织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的象征。还有 G7 集团，过去 G7 是非常重要的机
制平台，确保工业化国家建立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应对全球工业化的各项挑战，
更好地塑造全球工业发展。但是这个平台遭到美国总统非常严重的损毁，他对这个机制完全
没有展现出诚意和尊重。G7 集团首脑会议上，特朗普完全没有展现出尊重，他极度蔑视此
类国际机制和机构。北约组织也是同样的情况。把所有三点加在一起，我认为，跨大西洋联
盟也存在瓦解的可能性。但是也有人比较乐观，认为这个联盟不会瓦解，只是会有变化。但
是从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转向一种更具竞争性的伙伴关系，这个过程当然不是自动发生的，
它需要欧盟国家齐心协力从这样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法德两国在其中扮演领导角
色，来推动这样一个解放过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洪建围绕“欧洲在多极化中的角色困境：
从盟友到伙伴”，指出在当前国际格局之下，欧洲面临权力、财富转移进程中的自我定位、
传统观念和利益的解构和重组、一体化方向和再国家化潮流之间的矛盾等三大挑战。欧洲外
交或者国际关系的地位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从财富转移到权力转移的逻辑进程
——怎样在一个西方-非西方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前我们看到西方和非西方的边界比
较清晰，等级也比较明确。但由于国际权力的去中心化，多个权力中心的崛起，以传统西方
为中心、非西方为边界或者为外围的结构正在被打破。现在这种情况对欧洲提出一个挑战，
就是怎样去界定自己在西方和非西方的一些关系。欧盟在前几年就得出一个定位，说未来二
三十年间世界财富的 90%会产生于非欧洲国家或者说非欧洲地区。所以怎样去在广大非西方
市场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欧洲在经济合作上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在外交方面也面临着不
确定的存在。欧洲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传统的西方，或者说传统的被视为中心的西方，正
在经历从观念到利益上的解构和重组的过程。现在，欧洲在西方概念方面正面临一些比较矛
盾的心态。一方面，传统的美欧为西方的核心，但它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在德国和欧洲一
些国家，对传统美欧关系还有留恋，他们更多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希望美欧关系有
一天重新回到传统轨道上面去，如果我们从多极化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像有些欧洲
朋友想的那么乐观。特朗普的崛起有合理性，它不是一时的偶然。特朗普目前的所作所为反
应的，很可能并非他个人或者是团队的意愿，的确在美国有着一定的社会和民意的基础，这
样一来特朗普就会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结构性的因素，会继续施加影响。如果欧洲回不到传统
美欧关系里面去，那欧洲必须重新自己定义所谓西方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可大可小。我们看
到，就是法德领导人不断要自强，似乎要把欧洲打造成一个新的西方核心或者是高地，要独
自来应对现在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有一点点悲壮的感觉。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不断在大国
之间想要寻求平衡，换句话说，欧洲也可以寻求更加松散的或者更大范围的西方概念。这个
大一点的西方概念包括不时和它产生矛盾和摩擦的美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等，甚至还
可以包括一个俄罗斯，最后回到一个更加宽泛的所谓大西方的概念。怎么样界定盟友、伙伴、
竞争者这三者？这是欧洲在多极化进程中安身立命需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第三个是更加政
治化的一个问题。这一波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解体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回归，或者是外交上的
现实主义的回归，它的指向都和欧洲一体化的指向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我们知道一体化的指
向是超国家化，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外发生着非常巨大的，似乎难以阻挡的再国家化的
趋势。之前，一体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一定程度是相符合的，但当新自由主义浪潮退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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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一体化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相违背的理念就暴露了出来。怎么样应对一体
化的方向和再国家化潮流或国家主义回归之间的巨大矛盾，这是欧盟要应对的第三个挑战。
崔洪建表示，乐观地说，我们都希望法德轴心能够重启，能够重新让一体化重装上阵。再乐
观一点，现在似乎法德之间有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搭配，因为我们知道马克龙是改革派，年轻
有理想，默克尔总理是老陈持重派，有经验而且很稳妥，但是这也反映出，法德在战略文化
和自身定位上其实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德国是真的想在欧洲一体化里面发挥主导的作用，
在下一届欧委会人选问题上，德国体现出了少有的勇气，不再遮遮掩掩，直接希望用机制的
方式来对一体化施加更大的影响。我们看到或许德国更加忠实于一体化，它把一体化作为自
己发展、获得稳定的必要前提；而对法国来说，一体化或者说欧洲可以是让法国维持大国地
位有用的工具。但是对一体化本身，两国各自的利益取舍其实有相当大的矛盾。如果看最近
美欧在贸易问题上的妥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后面基本是德国在主导，多大程度可以把法
国放进去？法德之间在战略定位和文化上的矛盾，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可以看到，比如说
对待美国的态度问题上，在对待欧盟防务和安全能力建设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差异。现在对
法德来说，可能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内政，或者说内部政治的风险仍然会一定程度去消耗法德
想要在一体化进程里面重启轴心的努力。最后，欧洲在面临困境和挑战、处于困难的这个时
期，提出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么一个方针或者原则，对此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从短期来说，
仍然是德国方式主导欧洲目前应对挑战的路径，就是采取危机管理的方式。这点我们在之前
美欧达成贸易协定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达成的一个协定以后，我见到了德国驻法使馆
负责经济问题的官员，我当时问他：你们要和美国谈协定，你们想谈什么，如果你们谈的东
西法国不同意怎么办？他说谈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谈，如果法国反对什么，我们就不谈什
么。所以从务实主义到实用主义到机会主义，这个界限非常模糊。长期来说，欧洲现在走上
了一条能力建设的道路，这个能力不仅通过推动一体化来产生一种新的聚合能力。我们看到
接下来处理匈牙利的问题、波兰的问题，欧盟都有可能展示出比较强硬的一面，当然这个后
面主要是法德做推手。另外一方面，能力取决于怎么样平衡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所
以，短期以危机管理方式来应对，长期通过能力建设来增强自己在多极化格局中的竞争力，
我觉得，这是欧洲目前正在采取的长短期相结合的策略。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的亨德里克·W.沃内索尔格（Hendrik W. Ohnesorge）从国
际关系中的人物个性分析入手，认为人物个性，尤其是大国首脑的人物个性，对全球政局会
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他们会极大影响国与国之间，决策者之间的互动。不同人物性格
在跨大西洋联盟中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他重点剖析了雄心与竞争力、自恋和外向、不可预测
性与不一致性以及侵略性等五大性格特征对政治人物在内政、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显著影响，
探讨了默克尔、特朗普和马克龙的三边互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对英国脱欧最新动向与未来英欧关系做了简要介绍，重
点分析了英国脱欧的三种可能前景。第一种可能是有协议的脱欧，就是所谓“软脱欧”，所
谓“契克斯计划”脱欧。如果特雷莎·梅继续做首相，有 50%的可能性会按照这样一个“契
克斯计划”走，但是所签订的脱欧协议会变成非常模糊，不会讲得很清楚。通过“软脱欧”
的方式，英国部分留在一体化市场中，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没有硬的边界，英国在一定程
度掌握自己的关税权利。在货物贸易方面，英国一定程度上继续留在贸易区，当然英国也会
承诺“脱欧分手费”。这种“脱欧”，对欧盟一体化的影响，对英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来说
比较小一点。第二种可能就是无协议的“硬脱欧”。如果梅首相倒台，强硬脱欧派上台，或
者，即便梅首相没有被挑战下台，但是英国国会通不过在“契克斯计划”基础上谈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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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欧盟彻底了断，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有一个硬边界。这种可能性大概是 49%左右。
最后，通过第二次公投继续留在欧盟，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小于 1%，但是可能性还
是存在。最近工党伦敦市长已经公开说了，我们需要有公投，但是这个公投首先是对协议进
行公投，对协议不同意，然后再进一步是不是退出欧洲。前首相也是这样的看法。叶江认为，
如果一旦“硬脱欧”之后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欧洲关系闹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可能在
整个英国社会会产生一种对现任政府的反感，工党在议会内部会提前大选，选出一个新的政
府，可能会推动公投，很有可能有第二次公投，关于是否留在或者重新回到欧盟的公投。至
于英欧关系未来具体走向，他认为由于英国脱欧前提不明朗，审议很难作出判断。当然如果
是“软脱欧”，我觉得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容易协调，如果是“硬脱欧”，可能双方公民在对
方国家当中的定位、权利等等都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硬脱欧”使英欧关系变得比较难以
协调。但从长远来看，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或者是继续留在欧盟当中，其未来总体发展走
向是比较确定的，即无政府状态，也就是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政府的架构。从建构主
义角度来看，欧盟是一个超国家性质很强的、但依然是一个地区间的政府组织，在这个政府
间组织之下，实际上成员国和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常态依然是无政府状态。只是这种无政
府状态，我们过去认为是一体化，是一个有政府，有一个超级国家的机构，但是实际不是那
么回事。英国脱欧把这个现实暴露出来。未来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不会回归到霍布斯即
人与人互相为敌，也不是洛克式即人和人或国与国之间是对手，而是朋友的关系。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德格·库恩哈特(Ludger K ü hnhardt)教授以
“欧盟被遗忘的海洋维度：英国脱欧后欧洲海外国家与疆域的未来”为题，梳理了法国等欧
洲国家在其海外领土政策方面的最新动态。他认为，无论直接和间接上，英国脱欧对欧洲海
外国家和疆域都是有影响的。英国脱欧将会给欧盟地区以及英国海外领地带来非常复杂的影
响，而且这样一些影响也会促使欧洲一体化发生变化。比如说在南极洲有很多的保护点，相
当于各国自己设立的据点，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矛盾会爆发，但是这样的问题，英国、法国
等国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而在未来则有可能会影响到欧盟的凝聚力。马克龙在明年春天会
去参加海外国家和领土（OCT）论坛，这个论坛大约成立于 2000 年，欧盟成员国会讨论全球
欧洲各种领域政策、战略，包括海外领地的一些政策。整体来说，他们是在推动海外领地的
立法。欧洲和海外领地之间的二元发展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之下，在欧洲的全球影响力上有
其重要性。欧盟非常支持这方面的讨论，它更多关系到英国脱欧后欧洲海外领地的未来。对
于这种国家与海外领地的战略，在英国脱欧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在欧盟内部，在荷兰、法国、
丹麦、欧盟语境之下都有探讨。马克龙还计划在 2020 年举办一个全球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会
议，这个会议也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个会议可能会在欧盟框架下举行，也是欧盟首次有国
家首脑参加的海外领地与疆域的论坛。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主任、欧洲研究中心吕蕊副教授从原因、阶段、
影响、制裁和展望等五个方面入手对欧盟在伊朗核协议中的角色进行了剖析。她认为，伊朗
核问题既是核问题，还是欧盟周边地区的问题。这是欧盟介入伊朗核问题的最主要考虑。欧
盟从 2003 年开始参与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后，呈现了很典型的阶段性。第一个阶段是外交谈
判的阶段，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和巴黎协定，实现了伊朗的核暂停。但伊朗内贾德上台后推翻
了这两个协定。2005 年 9 月份欧盟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层面，从 2006 年 12
月到 2010 年 6 月份联合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决议制裁伊朗。但联合国制裁也没有能够解决伊
朗核问题，反而伊朗核进程越来越加速。这给欧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欧盟开始进入第
三阶段，就是自己出台制裁伊朗的措施。欧盟的制裁首先是壮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制裁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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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伊朗能源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并直接影响到了伊朗国内经济，
伊朗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了伊大选，2013 年鲁哈尼上台之后采取了跟西方谈
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2015 年达成了伊朗核协议。2016 年 1 月欧盟和美国对伊朗的
制裁开始陆续解除。欧盟 28 个国家能够在制裁伊朗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个可以说是欧盟共
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宣布退出伊核协议，这对欧
盟是非常大的打击。欧盟能够在多大程度独立于美国确保核协议的存在，我们只能是拭目以
待。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针对上述主题发言的评论中，强调希望通过讨论与交流
产生新的话语或视角，同时寄望中西方学者能够通过现象深入本质，更多地以中国传统的
“和”的概念为着眼点来分析并解决当前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怎么样让这个世
界有和平的机会，而不是哪一个国家一定要争过谁。
二、法德轴心重启的可能条件与制约因素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基金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米歇尔·盖勒（Michael Gehler）通过回顾德法轴心的历史发展，指出政治人物的个性及其
领导力在重大政治事件中，比如说在塑造德法轴心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会影响政
治事件的走向。他认为，目前的欧盟危机，其实是各成员国的危机聚合而成的总危机。德法
两国之间达成共识，对于两方之间的合作，对于巩固欧盟机构稳定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法德两国不展开切实的合作，欧洲一体化就无从谈起。法德两国的合作现在更多是倾向
于德法合作。现在默克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出强国领导人的角色。单靠马克龙是不够的。
德国波恩大学副校长、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与亚洲学研究所施坦方·科内曼（Stephan
Conermann）教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于 2017 年 12 月在索邦大学发表的演讲进行了盘点，在
这个演讲中，马克龙对欧洲未来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强调要通过推进欧盟一体化来解决
欧洲面临的全球挑战。他强调指出，马克龙提出文化、知识和教育——尤其是欧洲大学机制
的建立——对于凝聚欧洲、推动欧洲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2018 年 6 月份，德
国和法国政府首脑举行了会谈，2018 年底会推出 LTC 协议，这样的举措有利于巩固德法之
间的关系，更多促进经济、财务方面的合作，同时让两国共同发挥力量更好推动这个进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骥对于法德轴心的历
史渊源和未来走向进行了解读，重点剖析了这一轴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局势之下给两
国带来的领导力、经济和政治权力等关系上相对失衡的状况。他指出，法德轴心的概念是建
立在“不均衡的均衡”的基础上，就是说，法德轴心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制度
和不同的欧洲观念之间的一个妥协。法国更多代表中央集权的体制，德国是联邦的体制。法
国更多主张国家的干预，德国更多主张自由的经济。对于欧洲一体化概念来说，法国更多倾
向于政府间主义，德国倾向于联邦主义。每一次法德合作对欧洲化提供动力，都是建立在德
国和法国所谓大交易上，法国在政治上提供欧洲一体化的前进动力和领导，德国在经济上提
供领导或者是动力。但德国统一以后，随着欧盟的扩大，法国原有很强的领导力被稀释。欧
债危机在强化法德轴心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不平衡。法德轴心体现出来德国领导力上升和
法国领导力相对下降，它是法国的主张，但却是德国的内核。法国希望改变这样的情况。法
国的欧债危机政策体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在外交和安全表示出强势的领导和竞争
性，包括对外发动了战争，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向德国进行妥协，跟德国共同领导，一定程
度追随德国的经济政策。张骥指出，有学者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三种情况下需要
法德提供强大的领导力。第一是欧盟国家关于一体化发展方向产生分歧，需要依靠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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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一体化的目标和方向，这时需通过法德联合提出倡议方式来设定欧洲一体化的议程。第
二是当欧盟面临危机的时刻，它需要在较短时间之内提出应对危机的措施，这个时候需要法
德能够提出令其他成员国接受的应对危机的方案。第三种情况是欧盟对国际问题发出统一声
音，希望法德能够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声音。现在，有三个方面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
问题是英国脱欧，欧盟在英国脱欧情况下需要领导力的提供。第二方面就是美欧关系，需要
法德去合作，用马克龙的话来说，就是更加自主的欧洲。第三个情况就是内部一定程度的分
裂，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等等反欧情绪上升，一些中东欧国家跟传统欧洲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
产生了分裂，比如说现在面对匈牙利的问题，包括难民分摊问题。欧洲内部的分裂带来了新
的动力，使得法德应该提供一个领导力。但是法德要提供一个领导力有一个前提和基础，也
就是说法德必须在国内具有稳定的政治基础。然而，德国这次大选的结果使得德国国内政治
基础不再像过去那么强，而法国在经济上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不可能在经济上提供很强的
领导，马克龙虽然非常雄心勃勃，提出了很多的倡议，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他的说和做确
实有很大的差距，他在国内支持也出现下滑的情况。张骥认为，法德轴心重启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是法国需要说服德国支持法国的倡议。为此，法国必须自身进行彻底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扭转法国在法德轴心中在经济上薄弱的问题，但在这方面马克龙改革面临强大的工会和议会
里极左和极右的挑战。德国也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特别在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德国需要改
变在欧债危机应对上的非常强硬的立场，在欧元区里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责任，包括与法
国在共同基金预算、共同投资基金方面达成一些妥协，由此缓解法国对德国权力增长忧虑的
情绪。但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合作亮点在争议比较小的领域，比如说防务和
安全、战略性自主方面等等，两个国家确实提供了领导力。另一方面，在财政政策和经济政
策方面两国又存在分歧，比如法国主张多速欧洲，主张欧元区有实质性权力，包括设定共同
的基金和财政部长，而德国则有不同的观点。总之，法德发动机的重新发动，既有促进条件，
同时也面临两国内部的制约。
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丹·克劳塞（Dan Krause）对
德法在干预、多边主义以及外交中的武力运用进行了对比，并强调此方面的差异对于两国关
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两国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离不开彼此的相互妥协。他认为，德法两
国政府之间经常协调协作，在政策方面寻找一致性，包括在战略、技术和防卫等很多方面进
行了整合，但德法对于多边、干预、军事政策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法国自视甚高，认为自己
能够引领欧洲。法国希望把欧洲打造成法式的欧洲，认为军事领域非常重要，军事方面做的
好，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欢迎。法国对民众展示军事力量是有浓烈的兴趣，总统也会利用民众
的心态，比较积极主动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外交政策当中采取很多军事干预行动，他们
也是欧洲军事方面的力量领导人。而德国却不然，德国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希望能够通
过经济实力稳固其在欧洲的地位。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实力去展示对欧盟的承诺。德国
也是地缘政治意识非常强的国家。多边政策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德国也对此非常关
注。在军事方面，包括欧洲共同防御上面，德国参与的不是特别多，更多参与的是政治方面
的融合。德国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来解决外部问题。对于全球政策，德国更多关注
自由政治，更多关注外贸，也希望能在国际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德国未必像法国一样，
有强烈的意愿要在国际秩序中起领导作用。丹·克劳塞最后指出，法德之间的区别会影响到
今后德法之间的关系，所以两国必须找到一些妥协的地方，才能重塑长期战略性伙伴关系，
否则就会很难。同时，德法伙伴关系也需要和他国共同合作，不能只是局限于两个国家，包
括意大利、波兰，也要纳入到合作之中。如果想去领导整个欧盟，法国和德国今后还是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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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联盟方面的机制，要共同去努力，防止让别人感觉到德法成为两个霸权国家，他们必须
跟其他邻国建立良好关系，避免冲突。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朱宇方博士对法德双方的经济治理理念进行了对比，并指
出，对于欧元区经济治理的非对称性这一问题，法德两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
其背后则是两国在国家管理理念上的差异。法国的观点是要去消除这种不对称性，就是在共
同财政和经济政策上面进行一些补足，构建完全统一货币政策，也有统一性的财政和经济政
策。德国的建议是维持现状，就是维持现行的机制，不做根本性的改动。最近提出来的欧洲
货币基金，从根本来说仍然是纪律加救助两方面配套的机制。一方面通过纪律强行要求或者
是规制各个国家遵守财政纪律，而且在宏观经济上尽量步调一致，另外做最后救助网，掉队
的救助一下，仍然是保持不对称的机制。两方面的改革方向存在差异。从实践来说，法国的
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实践，一直到现在为止欧元区实施就是德国的建议，不断加强纪律的规制，
不断完善救助网。为什么欧洲会出现不对称的治理机制？问题更多可能在治理理念上，是观
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德国从根本来说一直是偏向于货币主义的经济体制，法国模式更多是
一种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式经济管理模式。在国家整个管理层面，德法两国之间也存在巨大
的差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念，这种理念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是没
有问题的，中央集权式管理理念和国家对经济较多干预的经济制度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以
很好地相互配合，不存在任何的悖论，但这样的理念在欧盟层面，在超国家层面存在非常严
重的悖论。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性的问题。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从根本来说是一
种再分配政策，这样一种再分配政策带有一定政治上的主观，可能在民族国家层面没有问题，
因为民主选举制度带有天然的措施，民意所向就会纠正这些可能带有偏差的决策，但如果在
欧盟没有完备民主选举制度，任何带有不公平性的再分配政策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伍贻康对本单元的讨论进行了点评。他认
为，目前欧洲对于法德轴心的需求更强，但法德双方目前面临一系列内外部的变化，“心有
余而力不足”——缺乏实质行动，这也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愈加艰难。今后，德法轴心还是
能够起作用，但是不能期望太高。德法轴心只能由过去契约性的合作，转为争取以功能性的
合作为主。
三、欧盟特定政策领域的深化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系蒂尔曼·迈尔（Tilman Mayer）教授对于当前政府间主义者（主
权主义者）与超国家主义者之间的角力进行了探讨，重点分析了欧洲的超国家机构之间的竞
争及其职责。他认为，政府间主义者在欧盟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法德轴心的
确可以推行相应的倡议，但是强国在欧洲仍然扮演自己的角色。欧盟委员会的意向和欧洲议
会其实跟超国家主义哲学理念相关，他们希望将权力集中化。欧盟机构具有双重特性，而且
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其实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他认为，欧洲的超国家机构目前并没有很好
履行它的职责和权利，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欧洲不应该针对一带一路提出反抗性的策略。欧
洲应当持更加广泛合作意向，这样才能让欧盟整体的一些活动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扩展。欧盟
应该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北非、中东等地区去推行它的地缘政治的政策。欧盟超国家机构如
果太过于关注深入欧盟一体化，但不去关注欧盟大陆之外的疆域，欧盟超国家主义机构一定
会失败。如果欧盟能够更好去协调它的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就可以营造很好的环境。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从背景、环境、计划、举措和进展等方面着手，
全面介绍了欧元区改革的最新进展，并指出，欧洲目前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对于欧洲经济改革
的进程和成效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他指出，迄今为止欧元区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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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讲这些进展并不是太大，主要是因为马克龙提出的协议更多体现法国人的想法和利益，
它需要得到德国的支持。当然这方面，德国有自己本身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指望欧元区改
革在较快时期内有进展，尤其是整个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面临挑战的情况下。
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教
授对永久性结构合作（PESCO）进行了探讨。针对欧盟军事能力不强的问题，欧盟是应该主
动完成防御的能力，还是成为大西洋组织附属的国家去维持今后的防务和安全，或者是说欧
盟沦为北约的附属品，他认为永久性结构合作其实可以紧密促进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同
时它能够推动欧盟迈向战略自主性。永久性结构合作是在一年前提出的，希望欧盟成员国之
间在防卫领域相互紧密合作。永久性结构合作能够促进有意愿合作的成员国共同联手合作去
投资共同防卫项目，而且出资去增强各自的军事实力。他指出，2017 年 11 月，永久性结构
合作已经吸引了除了英国和丹麦外的 25 个成员国的加入。目前有 17 个项目已经得到确认，
这 17 个项目有潜力帮助一些欧盟成员国增强防务、弥补军事方面实力的欠缺，极大推动了
永久性结构合作的发展。但永久性结构合作框架也有一定的缺点。首先是在政治上缺乏真正
实现长足性、自主性的战略意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高额的防卫预算不能够为很多欧盟国家
所接受。很多国家反对提高军事防卫预算，认为这样是更加倾向北约和美国的做法。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在题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
策的新动向”的发言中指出，英国脱欧对欧洲共同安全防务起到的是解锁的作用，而美国特
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安全防务承诺的弱化则更多是催化剂的作用，倒逼了欧盟战略自主性。
他指出，近期欧盟共同安全防务领域取得了一些发展，一是深化北约欧洲支柱，二是建立军
事计划和实施参谋部，三是引入了所谓防务合作协调年度审查机制，也就是对各国国家防务
规划要进行评估，另外设立用于研究、开发、采购的欧洲防务基金，这个基金具有高度政治
含义，还有一个就是永久性结构合作。从永久性结构合作框架实际运作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法德之间的分歧，德国强调的是包容性，法国希望更加有雄心的共同安全防务。最后德国立
场得到贯彻。法国出于不满，又启动了欧洲干预的倡议行动，其参与国家还包括了英国和丹
麦。其实，法德在共同安全防务的最终目标是不一样的，德国把它作为一体化的工程来看待，
要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务联盟，法国更多是政府间一个一个合作，希望增强行动能力。郑春荣
强调指出，欧盟和北约间的合作一方面强化了欧盟对北约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欧盟
共同安全防务的发展。总之，欧洲共同安全防务已经出现趋势性的转折，很多以前推不动的
改革在短时间里已经往前推了。从具体推动机制来说，它主要依赖于意愿者联盟，依赖于同
行评价。同行施压是比较软性的机制，所以共同安全防务往前推的有效性也是打折扣的。另
外，共同安全防务在推进当中，原来主要是自上而下一体化的推动模式，现在可以看到欧盟
也采取自下而上的做法，就是以小型双边或者小多边的形式，包括 PESCO 也可以理解为自下
而上累积各个小的进展，最后寻求一个大的突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教授对欧洲应对难民危机
的举措重点，围绕欧盟内部的分割、德国和欧洲的应对以及难民危机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
进行了梳理。他回顾了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阶段，指出德国在欧洲接受难民问题上是一枝独
秀，因为德国几乎承担了欧洲难民接纳的三分之二，在这方面德国成为人道主义救援难民的
光辉典范。他强调指出，欧盟国家应对难民危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措施就是欧土协议
（2016 年 3 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同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指出，从数字看，近几
年申请难民的人数在减少，但就发展前景而言，难民国依然存在，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
有很多难民正在等待机会进入欧洲，他们随时准备穿越地中海进入欧洲。正如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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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欧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应付难民危机。欧盟成员国在难民接纳问题上依然是争论不休，
甚至没有办法解决。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德格·库恩哈特教授在评论中，对于中外学者
开诚布公地的交流与讨论给予赞赏。同时，他也强调，各国与各方在讨论时需要在关键性的
话语和概念上达成一致。
四、中欧关系的走势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教授围绕“当前欧盟对华政策新动向”，
对当前欧盟当前对华政策的变化、总体特征以及重要的决策窗口做了梳理。他认为，长期以
来，中欧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欧经济关系总体的格局，而中欧经济总体的格局受制于一
个大三角关系。这个大三角格局欧盟和美国是一端，中国大陆是一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是另外一端。在这三者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应该说是逆时针方向的利润的流动，以及顺时针
方向的商品的流动，还有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但是这样一个大三角格局现在逐渐是在变化的。
这个变化是跟中国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位置的变化有关，同时也是跟世界格局有关。随着中国
在近十年以来产业技术的升级和产业结构逐渐的转型，大三角结构的特征和架构逐渐的发生
消失或是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中欧关系形势过去几年间其实已经出现巨大的转变。第一，
由于长期以来的贸易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造成了欧洲内部的矛盾集聚的激化，所以现在
在欧洲内部出现了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现在欧盟对中国不再更多强调对于经济全球
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更多的强调公平贸易。第二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的加深。第三
是欧盟在世界技术竞争与全球战略安全格局中一定的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华政策
的总体特征就是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欧盟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非常稳固的对华政策的
总体架构，并没有确定一个基调。一方面，它既要借助中国或是跟中国一起维护既有的国际
多边贸易的格局，防止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过度的政策拆解这样的架构。另一方面，在 WTO
规则改革和其他的方面，又对中国加以限制和采取某种对立的姿态。其实欧盟现在在美国、
日本和中国之间不停的摇摆。当前欧盟对华政策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消极方
面很明显的就是其对中国的防御性的架构是完善的。现在欧盟对中国的防御性的抵制性的经
济政策已从贸易政策领域扩展到了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四个领域，
还涉及了基本定位和总体架构。对于这样的防御性的经济政策架构值得进一步关注。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黄颖在“‘一带一路’给欧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中，介绍了中欧双方对于“一带一路”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时针对中欧双边关系的未来
发展提出了建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在“‘16+1 合作’与中欧关系”的主题
发言中，简要介绍了“16+1”合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她指出，地方合作、次区域以及创新
领域合作将是未来“16+1”合作模式的潜在亮点。对“16+1 合作”采取对话、对接的态度，
而非对抗或遏制，也是新时代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要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芮悟峰（Wolfgang Röhr）的“中欧关系的当前动向”
报告，对近十年来的中欧交往做了宏观梳理，同时提出了旨在改善中欧双边关系的数项建议，
包括欧方应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避免对于中国投资的过度担忧、调整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的态度等；同时，中国也需要继续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签署政府采购协议并参考亚投行的治
理模式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更多的附加值。
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米歇尔·施塔克教授对上述发言逐个做
了点评，认为中欧之间在很多领域的政策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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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最好的方向就是，中国和欧盟可以在保持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话将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在各环节主题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和讨论。
最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代表本次活
动主办方，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各兄弟单位、机构和工作人员对本次活动的大
力支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简讯
＊ 10 月 17 日上午，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欧洲研究项目主任、社会研究研
究生院让·莫内教授 Józef Niżnik 以及 Katarzyna Andrejuk 博士和 Joanna Fomina 博士一
行三人访问上海欧洲学会，就中欧关系与曹子衡、高晓川、胡丽燕、吉磊、宋黎磊、徐明棋、
杨海峰、杨烨等进行座谈交流。
＊ 10 月 18 日下午，“俄欧关系的机遇和挑战”跨学会会议在同济大学举行。本次会
议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欧洲学会协办，由同济大学
欧洲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承办。
＊ 10 月 22 日上午，挪威社会研究所所长伊弗·B.诺伊曼(Iver B.Neumann)访问上海
欧洲学会，就中挪关系与曹子衡、龙静、叶江、忻华、杨海峰、杨烨、严骁骁等学者进行座
谈交流。
＊ 10 月 22 日下午，比利时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Tereza Novotna 访问上海欧洲
学会，就欧盟对外政策与曹子衡、崔宏伟、戴轶尘、胡丽燕、龙静、杨海峰、杨烨、严骁骁
等学者进行座谈交流。
＊ 10 月 23-24 日，第八届海峡两岸欧盟研究学术论坛——海峡两岸欧洲经济研讨会在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欧洲学会与台湾欧洲联盟中心共同举办、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海峡两岸 30 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8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终身顾问、上海欧洲
学会顾问伍贻康教授分别在会上致辞，指出本届论坛对两岸学者推进欧洲学术交流与研讨具
有重要意义，并对两岸欧盟研究学术论坛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坚信未来两岸在欧洲一体化、
中欧乃至中美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政经体系重构等方面都会有更深更细的研究。
＊ 10 月 27 日，“亚欧合作与互联互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此次会议由
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
长王健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致辞，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分别作了会议总结。余建华、杨海峰、潘光、朱宇方、顾炜、
吴泽林、张健、丁纯、张迎红、宋黎磊、戴轶尘、崔洪建、徐明棋、陈定定、陆钢、崔宏伟、
张群等学者围绕亚欧会议与亚欧合作、欧盟的联通亚欧战略、中欧关系与亚欧互联互通合作
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暨南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上海高校研究机构的欧洲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学者近 30 人与会。
＊ 10 月 29 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中国与欧洲：成就、挑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
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举办，上海
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和比利时欧洲学院承办。本次会议也是上海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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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学会重大学术活动合作项目之一。来自中国与欧洲知名智库与高校的 80 余位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探讨当前中欧之间的合作潜力与遇到的问题，
展望未来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与中欧关系的前景。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张峰、欧盟
驻华使团公使衔参赞白尚德（Asad Beg）分别致辞。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比利时欧洲
学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门镜分别作会议总结。中欧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欧洲一体
化的互动”、“中欧投资与贸易的挑战与前景”、“过去四十年来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的互
动”、“中欧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反恐、地区事务与发展援助”、“中欧在科技
与环境领域的合作”等当前世界形势与中欧关系的五个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与交流。

欧洲动态 （2018 年 10 月 1 日—31 日）
中欧关系


新华社10月3日，欧洲航天局局长扬·韦尔纳3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

欧航局希望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加强合作，一些欧洲宇航员正在学习中文，为以后可能更多的
合作做准备。


外交部网站10月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纸质版和网络版10月4日同时刊登驻

英国大使刘晓明题为《中国不容丛林法则破坏国际贸易体系》的署名文章，指出中英作为世
界主要经济体，不能任由世界退回到“单打独斗、以邻为壑”的旧时代。我们应当携手并肩，
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世
界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


人民日报10月7日，刊登了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撰写的文章：“一带

一路”是二十一世纪的开创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长远视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
21世纪的一项开创性倡议。该倡议展现了三个互为补充的前景：政治上，促进不同国家与人
民之间的包容与合作；经济上，推动经贸往来，扩大投资，满足发展的各项具体需求；文化
上，延续古丝绸之路精神，促进各国人民间的文明互鉴。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让“一带
一路”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与内涵。我始终坚信“一带一路”能够将破碎的世界聚合起来，
推动可持续发展。对于通过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更加紧密有效的合作之道来提升欧中关系，
我们抱有极大兴趣。


商务部网站10月8日，保加利亚内务部与长城汽车举行边防巡逻车辆交接仪式。

此次保内务部共采购290辆长城汽车。


参考消息网10月9日，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10月6日发表奥地利前总理沃尔

夫冈·许塞尔的文章《一条双向丝绸之路》称，“欧洲丝绸之路”计划可以毫无问题地与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它们互补，而非仅仅是竞争关系。是时候从中国和欧洲两
个方向着手实施丝绸之路项目了。


中新社10月12日，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于10月1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行

《真正上海数学》（Real Shanghai Mathematics）新书首发仪式，宣布该套教材正式出版
发行。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是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数学教材，包含配套练习册，其他品种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陆续出版发行。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引进的这套教材原版由上海市中小
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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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教材已在上海使用近20年。英国教育界对其给予高度评价，称为“世界领先的
数学教程”。


新华社10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4日在《欧洲时报》发表题为《故

友新知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写道：近年来两国关系与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
2014年习近平主席成功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中荷建立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今
年以来，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和吕特首相2个月内相继访华，创造了中荷关系史上新的纪录。
我愿通过此次访问荷兰，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持续发展。


欧洲时报10月15日，10月15日上午，正在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海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这是李克强作为中国总理首次访问荷兰，
也是中国总理14年来又一次到访。李克强积极评价中荷关系与互利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吕
特表示，荷方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在循环经济、城镇化、
智慧城市等领域挖掘新的合作潜力，积极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问题，在老龄化方面开展相关合作，密切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的沟通协调，共
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会谈后，李克强同吕特共同见证了两国经贸、
金融、能源、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当晚，李克强总理在海牙诺代恩德宫会见荷
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威廉-亚历山大表示，近年来荷中高层交往密切，有力推动两国关系
向前发展，带动两国互利合作与企业相互投资。面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荷中更需要加强
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维护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稳定与发展。


新华社10月16日，应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比利时王

国首相米歇尔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16日晚抵达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将出席第
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工作访问。李克强表示，当今世界充满复杂变化和不确
定性，但和平、发展、开放、合作仍是时代主流。亚洲和欧洲作为世界两大经济板块和稳定
力量，应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应对挑战，携手共谋发展。


外交部网站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

乐部主席佩里。习近平指出，今天，中英友好已在我们两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
金时代”已经成为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识。


外交部网站10月16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于10月11

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行程密集，内容丰富，涵盖中挪合作诸多领域。1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为新时
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谱写两国传统友谊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中挪关系自2016年正
常化以来收获了累累硕果。明年，中挪将迎来建交65周年，中方愿同挪方以此为契机，共同
开辟中挪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挪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交流合作，
希望挪威继续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北欧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10月16日，中国－挪威工商峰会10月16日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

辜胜阻与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共同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10月23日，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投资论坛上对

与中国合作开展的南北高速公路项目表示赞赏，并强调欧盟应为东南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
多支持。久卡诺维奇强调，与中国合作实施的南北高速公路项目是经过“全面分析和考量”
的结果。如果欧盟愿意像中国那样，为欠发达国家基建项目提供优惠的贷款和利息政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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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拒绝这样的机会。他同时表示，欧盟作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应该开始
思考能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怎样的帮助，践行欧洲一体化。

欧洲政治外交


新华社10月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5日在奥地利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敦促成

员国在欧盟对外政策上告别“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采取“特定多数”原则，以发出一个
共同声音，提升欧盟国际地位。容克说：欧盟经常会在国际舞台上给世界留下错误印象，因
为它不能做出决定，产生“一个一致确立的、统一的、连贯的外交政策”，这令欧盟“在世
界眼中变弱”。他坚信欧盟能够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特定多数”原则。“特定多数”表
决机制意味着通过某项决策时，要求55%以上的欧盟成员国、合计65%以上的欧盟人口同意。


中新网10月16日，据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5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成

员国外长会议决定，任何被欧盟认定为进行化学武器研发、参与支持和使用者，无论国籍和
所在地区均在欧盟制裁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冻结被认定的个人和组织在欧盟的资产，禁止
进入欧盟28个成员国。据悉，卢森堡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所议定的化学武器研制、扩散和
使用的制裁措施，目前仅为框架性制裁措施，尚未确定该措施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办法。该制
裁措施将交由欧盟议会进行讨论，并审议决定具体制裁办法和措施执行时间表。

德国


新华网10月1日，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10月1日在柏林

联合发布《2018年民粹主义趋势》民意调查报告，称德国社会民粹主义倾向加剧。据德国《世
界报》网站报道，调查表明，目前德国近三分之一的选民有民粹主义倾向，其比例从2017
年的29.2％增至目前的30.4％。对民粹主义持批判态度者占德国选民的比例从2017年的
36.9％降至32.8％。调查还表明，教育水平和收入越高，民粹主义倾向就越轻。这篇研究报
告称，民粹主义在德国体现为“反建制”“反多元文化”，追求“社会同一性”。 这一调
查于2018年5月到8月进行，超过3400名被调查者参与。


新华网10月1日，德国媒体9月30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以反移民立场迅

速崛起的极右翼党派德国选择党支持率首次超过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社会民主党。民调结果显
示德国选择党获17%支持；社民党得票16%；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联盟党”得票27%，是
同一类型民调迄今最低得分。德新社报道，27日另一项埃姆尼德市场和社会问题研究所民调
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默克尔不再是出任总理的最佳人选；46%认为她应该提前结束任期。
默克尔本届任期到2021年结束。


新华网10月2日，德国联邦检察院1日发表声明说，德国警方已逮捕6名涉嫌组建

极右翼恐怖组织“开姆尼茨革命”的嫌疑人，被捕者均为德国国籍，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


新华网10月3日，德国政府２日宣布，将出台新的移民政策吸引有技能的非欧盟

国家公民留在德国，刺激德国经济增长。按照新的移民政策，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留学生毕
业后和短期培训人员结束学业后，如果语言过关，并符合特定职业水准，将有机会获得６个
月的时间找工作。但这类人员须证明在此期间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不依赖德国社会福利系统。
此外，政府将不再要求企业招聘时，优先雇用德国公民。


中国新闻网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遭受强烈地震和海啸并导致上千人伤亡后，

德国政府2日宣布已向印尼提供15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同时德国政府正与印尼政府和国际伙
伴保持沟通，以协调灾区援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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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10月5日，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４日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

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会使“两
国方案”难以实现。默克尔３日晚抵达耶路撒冷。４日，默克尔和内塔尼亚胡还共同主持了
双边政府间会议，重点讨论了双方在安全、科学、经济、文化和网络等领域的合作，并签署
了系列谅解备忘录。


新华网10月８日，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

第１７届“圣彼得堡对话”论坛上表示，未来欧盟对天然气的需求将继续增加，德国希望与
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使供气渠道多样化。阿尔特迈尔还表示，德国欢迎来自俄罗斯的投资，
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德方将抓住一切机会与俄方增进互信，解决问题。德国对俄罗
斯增加对德投资持十分开放的态度。


新华网10月13日，德国内政部１２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德国与丹麦、奥地利和

法国边境的临时管控期限延长半年，以防范非法移民入境。


人民日报10月17日，10月14日，德国南部经济重镇巴伐利亚州5年一次的州议会

选举公布初步结果，基社盟获得37.2%的选票，绿党以17.5%的选票位列第二，其他主要政党
的得票率分别为巴伐利亚州自由选民联盟11.6%，社会民主党9.7%。长期在该州单独执政的
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得票率虽然仍居第一，但比5年前降低了10.5％。这是基社盟近
年来在州议会选举中的最差表现，也将因此失去州议会主导权，进而失去单独执政的权利。


环球网10月18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面对联邦

议员发表演讲时表示，仍有机会按时就英国脱欧达成一项不错且可靠的协议。她希望，脱欧
后的英国仍是欧洲紧密和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但德国政府也在为英国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
情况下“硬脱欧”的选项做准备。


环球网10月18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17日报道称，位于威斯巴登的联邦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移民德国的人数比离开德国、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出41.6万人。
这一数字明显低于前两年，显示德国移民数量大幅下降。


中国新闻网10月19日，继巴伐利亚州后，德国将于28日迎来又一场重要地方选

举——黑森州议会选举。德国电视一台18日当天公布的选前民调显示，在该州联合执政的基
民盟和绿党支持率两极分化，基民盟从上届选举的38.3%跌至26%，创下新低，而绿党则从
11.1%升至20%的新高。同时，在联邦层面参与执政的社民党在该州支持率亦跌至21%的历史
低谷。


环球网10月22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1日报道，德国呼吁欧盟其他成

员国追随德国，在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死因未查明之前，暂停向沙特出口武器。


新华网10月24日，据德国媒体23日报道，德国外长马斯表示，《中导条约》关

系到欧洲核心利益，德国将尽最大努力维持这一条约。


环球网10月29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29日报道，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

尔当天表示，她将于2021年卸任总理职务。报道称，她在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我
的任期结束后，我将不会寻求任何政治职位。”默克尔还表示，她对最近的选举遇到的挫折
负全部责任。


中新网10月30日，据外媒30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保守政党要员汉斯30

日呼吁，盟友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党(CSU)党主席赛贺佛(Horst Seehofer)应为选举结果不
佳，和默克尔一样，辞去政党领导人职位。赛贺佛未立即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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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10月31日，德国《明镜》周刊30日称，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她将不

再续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届满卸任后，欧洲极右翼政党纷纷高呼“胜利”，
而许多欧洲顶尖政客则对欧洲一体化前景感到担忧。据德国《图片报》30日报道，德国社民
党内要求退出执政联盟的声音不断高涨。但该党高层仍希望执政联盟能稳定执政，不要分裂。

法国


欧洲时报10月1日，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10月2日将访问法国，

这也是他自从2017年担任防长以来第一次访法，将同总统马克龙和国防部长帕尔利讨论反恐
议题，着重讨论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续留还是撤回问题。


环球网10月3日，据德国《明镜》周刊3日消息，当地时间10月1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曾拒绝其内政部长热拉尔•科隆的辞职请求。但根据爱丽舍宫最新消息，马克龙已决定
接受科隆的辞呈。法国爱丽舍宫当天凌晨发表紧急声明宣布了这一消息。在新人内政部长就
职前，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将负责处理内政事务。


参考消息网10月4日，据法新社10月2日报道称，2日，法国当局指责伊朗情报和

安全部6月末策划了巴黎附近的恐怖袭击，德黑兰对此予以否认。报道称，几小时前，法国
政府宣布冻结伊朗情报和安全部国内安全局和两名伊朗公民在法资产。这两人涉嫌策划在巴
黎附近的维勒潘特发动炸药恐怖袭击。


环球网10月9日，据法国《费加罗报》10月8日报道，法国奥多克萨调查公司(Odoxa)

于当地时间10月4日至5日进行的一项网络民调显示，66%的法国民众认为内政部长热拉尔•
科隆的离职为总统马克龙接下来的任期亮起了“红灯”。


环球网10月9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8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法国国民议会

于当地时间10月5日一读审议《支持企业增长与企业转型行动计划法》草案期间，通过了强
迫大型企业公布内部工资差异的条款。据报道，上述条款强迫在股市挂牌交易的大型企业公
布企业领导人的报酬和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与工资中位数之间的差距，以及最近5年期间这
些比数的变化。这项措施来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项竞选承诺。


海外网10月9日，近日，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指责美国总统的前

“军师”班农，称“欧洲轮不到你们美国人来拯救”。


环球网10月9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8日报道称，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现

已改名国民联盟)主席勒庞的19岁女儿与其18岁的表弟报案称，他们于法国当地时间10月5
日凌晨在巴黎郊区楠泰尔一家保龄球场出口处遭到两名男子袭击。勒庞表示，此事并非偶然，
“这是多年来法国政府施政导致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10月10日，当地时间10月8日，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

主席玛丽•勒庞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与意大利联盟党主席、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举行会面。
由于两人均被视为欧洲民粹势力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同时勒庞选择罗马作为欧洲“结盟”之
旅的首站，此访也被普遍视为其正式吹响了进军明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号角。


环球网10月11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11日报道称，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

会10日通过一项决议，将下调外国人首次申请或更新在法居留证的费用。此外“合规签证”
的手续费用也将取消，此类签证针对的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而进入或者滞留法国境内的申请
者。报道称，上述措施目前仅在财政委员会通过，还需在议会通过，才能作为修正案列入2019
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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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10月11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10日报道称，法国内政部于当地时间

10月10日宣布，随着英国正式“脱欧”日益临近，越来越多居住在法国的英国公民申请法国
国籍，申请文件数量从2015年到2017年增长了近8倍。


中新社10月12日，第17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11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开幕。

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位法语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出席。中新社援引法新社等媒体报道，马克
龙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法国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他同时也称赞法语国家组织在“和平与正义”
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还呼吁对法语国家组织进行“重塑”，以使得该组织未来能够发挥更
大作用，具有更大竞争力。


欧洲时报10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后

共见记者。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商讨了双边及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表示加强双方政治、经
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中新社10月16日，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了重组后的政府主要成员名单。

法国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党魁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出任内政部长。卡斯塔内现年52岁，
被外界认为深得总统马克龙的信任。卡斯塔内从政经验丰富，曾担任政府发言人及法国政府
负责与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等职务。此次政府重组后，区域协调发展部长、文化部长、农业
部长的人选也有所变动。法国官方还任命了新的负责与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外交部长、国
防部长等核心内阁成员没有变动。


环球网10月16日，据《印度时报》10月16日报道，法国和印度已经决定在不久

后开始实施双方此前签署的双边“军事后勤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双方可互相为对方的
军舰和飞机提供燃料补给、设备维修和码头装置等后勤支持。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可能将在
2019-2020年的某日举行一次三军联合军事演习的议题。这次决定是在印度国防部长尼尔马
拉•西塔拉曼会见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斯•帕利之后敲定的。


环球网10月18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18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爱丽舍宫于

当地时间10月16日承认，法国宪兵队日前将移民遣返回意大利是个“错误”。据报道，12
日早上，作为边境任务的一部分，法国宪兵队的一辆车越过法意边界，将非法居住者送入意
大利城市克拉维埃。


环球网10月18日，日本 NHK 电视台10月18日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

间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法两国加强安保领
域合作达成共识。双方一致同意为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包括扩大
自卫队与法军联合训练的规模等。此外双方还一致认为，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解决“绑
架日本人问题”，有必要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对朝制裁决议。安倍在会谈中还表示，
日本将在2019年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把“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富差距的目标”作为
一个重要议题。日本将担任此次20国集团峰会的轮值主席国，而法国届时将担任七国集团峰
会的轮值主席国，双方确认将加强彼此合作，主导这一议题的讨论。此外，两位首脑还一致
决定，将为马克龙尽早访日进行相关协调。共同社还报道称，鉴于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激化，
双方还就反对保护主义达成了共识。


环球网10月18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17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因被举报虚

设职位支领欧洲议会报酬、以及在竞选总统的账务上舞弊，法国“不屈服的法兰西”党部及
其领导人、前总统候选人梅朗雄的住所，于当地时间10月16日早晨遭到调查人员搜查。


新华网10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18日报道，法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技术劳

动力短缺。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说，越来越多的法国企业抱怨招不到具有所需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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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上月说，技术劳动力短缺是如今“法国最重要的
经济问题”，“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教授所需要的技术”。


环球网10月24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24日报道称，法国劳工部部长佩尼戈

(Muriel Pénicaud)近日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旨在改善企业中男女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
据报道，这项政策规定，所有被认定男女收入不平等的企业将有3年的时间采取措施纠正这
一错误，否则将面临高达1%营业收入的罚款。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在职员工超过50人的企业。


环球网10月24日，法国《欧洲时报》10月24日报道称，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斯•

帕利10月23日在欧洲海军防务展上宣布了法国新航母的研制计划，这一新航母将在未来接替
现役航母“戴高乐”号。后者预计将于2040年退役，而新航母则预计服役至2080年。


环球网10月25日，法新社消息，10月24日，法国表示已准备好支持对谋害沙特

记者卡舒吉的凶手实施“国际制裁”。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国将毫不犹豫地与
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对犯罪者实施国际制裁。”


新华网10月26日，法国总统府25日发表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特朗普表示支持法国关于叙利亚局势立场。


环球网10月26日，瑞士媒体“瑞士资讯”10月25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法国上

诉法院于当地时间10月25日裁定，因被控2012年总统大选选举资金违法，该国前总统萨科齐
应接受审判。

英国


中新网10月1日，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30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所属

保守党团结一致，支持她的脱欧计划，并向批评者直接喊话，强调他们要求自由贸易协定的
愿望，正是她脱欧提案的核心。


环球网10月2日，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9月30

日在伯明翰举行的保守党年度会议上，批评欧盟领导人可能将欧盟比作为其他国家希望离开
的“监狱”，如果欧盟以毫不让步的脱欧协议来惩罚英国。同时，他还将欧盟与苏联进行比
较。这番话将其自己置于众矢之的。欧洲议会英国脱欧协调员伏思达表示，亨特的言论“令
人反感且令人愤慨”。


新华网10月4日，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年会３日落幕。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

的“脱欧”方案遭欧盟否决的背景下，保守党在本届年会上并未就“脱欧”提出新方案。到
目前为止，英国执政党和反对党均无法就如何“脱欧”给出清晰、有号召力的方案。距离正
式“脱欧”不到半年，英国将以何种方式退出欧盟仍不得而知。“软脱欧”和“硬脱欧”之
争尚未尘埃落定，或许“盲脱欧”才是英国“脱欧”的真实现状。


环球时报10月8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7日报道称，英国国防部演练对俄

罗斯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以便在莫斯科发动“侵略”时切断俄的电力供应。英国政府认为，
网络攻击是使用核武器之外应对“俄罗斯侵略”的唯一替代方案。


中国新闻网10月8日，据10月8日公布的两项调查显示，随着出口放缓，英国招

聘难度增大，且投资计划被推迟，英国企业正因“脱欧”相关不确定性而受到打击。英国商
会(BCC)表示，‘脱欧’不确定性和国内缺乏提振商业之大胆举措的影响正开始显现。


新华网10月8日，新华社东京10月８日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７日在其位于东京

的官邸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英国“脱欧”后将失去欧洲门户地位，但仍然是
“具备全球实力”的国家。日本欢迎英国在“脱欧”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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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今年７月曾表示，他将就英国“脱欧”后是否加入 TPP 征
求公众意见。


环球网10月9日，当地时间10月6日，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约2万名民众上街游行，

呼吁苏格兰独立。


环球时报10月9日，据英国《卫报》8日报道，上周日，至少1000名狗主人带着

他们的宠物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呼吁进行第二次脱欧公投，希望众多反脱欧人士和狗
狗们团结起来反对脱欧。


中新社10月14日，英国前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14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

上发文呼吁，政府内阁大臣们应该“发挥集体权力”，反对首相特雷莎•梅主张的脱欧方案。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0月15日报道，随着英国和欧

盟在布鲁塞尔的最后会谈破裂，英国的大臣们被告知需要在数周内开始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实
施各项计划。《泰晤士报》的记者获悉，政府高级公务员已经告诫大臣们说，无论本周发生
什么，政府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准备的各项应急计划必须在本月底之前开始实施。


新华网10月16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5日说，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已在

绝大多数领域取得实质进展，虽然时间紧迫，但她仍相信能达成一份“脱欧”协议。


中新网10月16日，欧洲《星岛日报》刊文称，继任命首位“孤独大臣”后，英

国政府近日又设立预防自杀大臣职位，作为解决民众心理健康问题的新举措 。据报道，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任命卫生部次长雅姬•多伊出任这一新职位。多伊将领导一个工作小
组，通过与自杀和自残预防专家、慈善机构、临床医生和受自杀影响的人合作，开展自杀预
防工作，并帮助患有心理健康疾病患者克服社会歧视。报道称，尽管近年来英国的自杀率已
经有所降低，但是每年仍有约4500人自杀。


环球网10月19日，据英国路透社10月19日报道，英国议会下属的商业、能源和

工业战略委员会于19日表示，英国应该提前8年实行一项禁令，即从2032年开始就禁止销售
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及货车，以帮助英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环球时报10月22日，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1日报道，包括伦敦市长在内

的约67万英国民众20日在伦敦街头集会，要求就最终的脱欧协议再次举行公投。参加这次集
会的大部分是年轻人，是2003年英国抵制伊拉克战争以来发起的最大规模示威。


环球时报10月23日，据英国《卫报》22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2日在国会

表示，脱欧协议的95%已经完成，其中包括即使英国未来以无协议方式脱离欧盟，也会保障
目前在英国的欧盟公民权利等内容。对于同欧盟的“分手费”，她称费用仍在预计的350亿
到390亿英镑之间，但最终支付的金额还要看与欧盟达成的协议。此外，她仍坚持，英国会
在明年3月脱欧，之后只有21个月的过渡期。而有关欧盟对北爱尔兰边境问题的提议，她仍
持反对立场。她还谈到，英国与欧盟已经就直布罗陀的未来地位，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
地等问题，达成维持现状的共识。


新华网10月23日，英国工业联合会21日警告，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谈判如果再

无进展，英国多数企业在今年圣诞节前将不得不启动应急方案，包括削减就业岗位、调整供
应链至国外、增加库存以及外迁生产和服务。


环球网10月26日，据香港“东网”10月25日报道，英国国家审计局24日发表报

告警告称，由于英国海关安检系统存在漏洞，一旦脱欧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则可能会导
致一些海外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发现漏洞让他们有机可乘，同时也会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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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混乱。英国影子内政大臣戴安娜•阿博特(DianeAbbott)指出，该报告证明了英国政府缺乏
脱欧后的安全准备。


环球网10月30日，据路透社10月30日报道，英国财政部29日表示，英国将铸造

一套50便士的新硬币，以纪念2019年春天英国退出欧盟。


新华网10月31日，英国“脱欧”前的最后一份预算案已经出炉。英国财政大臣

菲利普•哈蒙德在议会公布预算案时表示，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税收高于预期，英国将结束
近十年的财政紧缩。英国新财年将从2019年4月开始。根据预算案，国民保健制度、基础设
施、国防、反恐、现代工业、中小企业等领域将得到更多资金支持。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持燃油税不变等政策也将让普通民众获益。尽管哈蒙德对达
成“脱欧”协议充满信心，但财政预算还是将新增５亿英镑用于政府准备“无协议脱欧”。

其他


中新社10月4日，当地时间10月4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荷兰方面以间

谍为由发起反俄活动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破坏。4日，荷兰国防部称，今年4月俄武装力量总
参谋部情报总局四名特工持外交护照入境荷兰，随后将所雇车辆停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海牙
总部附近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试图通过在车上架设的专业设备，“入侵”禁化武组织无线网
络。但荷兰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当场挫败了俄方行动并将四名特工驱逐出境。


中新网10月8日，据欧联网援引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德国政府日前通报称，

11日，德国政府将租用民航班机，遣返40名从意大利逃往德国的难民。届时，飞机将直接飞
往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德国方面已经正式通知意大利政府，做好相关难民的接收准备工作。
不过，意大利政府已经直接拒绝了德方遣返难民的要求。与此同时，意大利将继续加强领海
和陆路口岸的防御工作，阻止非法移民登陆意大利。


新华社10月13日，捷克参议院换届选举13日结束第二轮投票，最大在野党公民

民主党成为本届参议院换届选举最大赢家，11名进入第二轮选举的候选人有10名最终赢得议
员资格。执政联盟的最大党“ANO2011”党10名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只有1名赢得议员资格，
遭遇挫败。目前，捷克参议院中席位最多的两个政党是公民民主党和市长联盟，各占有16
个席位。执政联盟“ANO2011”党和捷克社会民主党在参议院81个席位中只占20个席位。分
析人士认为，执政党联盟及其支持者在参议院里不再拥有多数席位，将给捷克政坛稳定带来
不利影响。


新华网10月14日，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11日告诉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希腊

将继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者向德国索要赔偿并且要求偿还纳粹德国强行索要的贷款。


欧洲时报10月15日，14日，瑞典保守党领导人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

说，因无法取得足够支持，未能组成中间偏右联合政府。他决定将组阁的任务交还给国会议
长，另找总理候选人。


新华社10月20日，希腊政府20日宣布，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兼任外交部长，接替

17日辞去外长职务的科恰斯。据悉，科恰斯辞职是因为与执政联盟成员在马其顿更改国名问
题上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海外网10月31日，据路透社消息，丹麦外交部长安德斯·塞缪尔森30日表示，

伊朗情报机构在丹麦境内企图袭击丹麦外交部后，丹麦方面将向伊朗发起新一轮基于整个欧
盟范围的制裁。同时，他会召回丹麦驻伊朗大使。丹麦方面还表示，他们怀疑伊朗情报部门
还试图暗杀“伊朗阿拉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丹麦分支领导人。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30日“强烈”否认了丹麦方面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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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10月5日，德国联邦统计局５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

调整后，德国８月工业订单环比增加２％，增幅超出市场预期。另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
布的７月工业订单数据终值，该月订单环比下降了0.9％。


新华网10月5日，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协会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经调整后，8月份

德国机械制造行业订单同比增长7％。此外，今年6月至8月，德国机械制造订单同比增长8％，
国内订单和海外订单分别增长10％和7％。其中，欧元区订单增长6％，非欧元区增长７％。


中国经济网10月9日，近日，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秋季联合报告，下

调了德国今明两年的经济预期。报告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增速由年初2.2%的预期下调至1.7%。
明年德国经济增速也由今年年初预计的2.0%下调至1.9%。这份联合研究报告由德国经济部委
托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IFO）、科隆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等德国知名经济研究机构联合撰写。


人民日报10月9日，德国最大的两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正计划合

并。此前，德意志银行已收购德国邮政银行。如此次合并成功，新银行总资产将达1000亿欧
元（1欧元约合8元人民币），成为欧洲第三大银行。


中国新闻网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中，分别将德国2018年和2019年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6和0.1个百分点，两年预测值均降至
1.9%。报告解释，下调的原因是德国在出口和工业生产方面表现出放缓。


中国经济网10月10日，法国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

素影响，截至2018年8月底，法国外贸赤字已达619亿欧元。目前，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法国
外贸预计不会明显改善。


中国经济网10月11日，德国联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月商品出口

额为1052亿欧元，同比增长2.2％；进口额为881亿欧元，同比增长6.2％。


环球网10月16日，据英国《卫报》10月14日报道，据经济预测机构安永统计俱

乐部称，脱欧使英国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国内经济将面临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继英国政
府数据显示8月份英国国内 GDP 增长率为零之后，安永统计俱乐部预计2018年英国全年经济
增长1.3%，低于此前1.4%的预期。这将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年度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时期。


中国新闻网10月18日，世界经济论坛17日公布的最新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德国被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德国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
经济体，紧随美国和新加坡之后名列全球第三。


中国经济网10月19日，近日，德国联邦经济部公布了最新秋季经济预测报告。

数据显示，德国经济部门已将德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预期由今年早些时候的2.3%和2.1%
分别下调至1.8%。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特迈尔表示，国际贸易争端持续，保护主义趋势继续
抬头是德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中新网10月20日，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19日，欧盟执

委会致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五国政府，敦促5国削减2019年国家
预算报告中，没有达到欧盟削减长期赤字周期建议目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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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21日，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据欧洲银行管理局保守性估

算，欧洲银行系统坏账已达8130亿欧元，某些银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巨额银行坏账将
拖累欧元区的银行系统。


新华网10月26日，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德国商业

景气指数从9月份的103.7点降至102.8点。10月份德国商业景气指数的４项指标中，制造业
指数、服务业指数和贸易指数均下降，只有建筑业指数上升。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
斯·菲斯特表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正日益影响德国经济。


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据路透社10月26日报道，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10

月26日称，英国在不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将十分痛苦且具有破坏性，可能导致英国的主权
信用评级被进一步下调。惠誉公司当前把英国政府债务评级定为 AA 级，且其前景展望为负
面，即意味着可能进一步下调评级。另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0月26日报道，英国全国经
济与社会研究所警告称，如果在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情况下脱欧，英国经济增速将降低至十
年来最低水平。该研究所使用的是英国财政部的预测模板，并称无协议脱欧将使英国2019
年的经济增长率降至0.3%。


新华网10月31日，德国联邦劳工局30日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德国10月份

失业人数继续减少，失业率保持历史低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10月德国失业人口229.2
万，环比减少1.1万人，略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为5.1％，与上月持平，保持在两德统一以
来的最低水平。


新华网10月31日，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30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内需和出口回暖拉动法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增幅略高于前两季度
的0.2％，但低于法国央行0.5％的预期。

国际综合
《中导条约》维持危机（综合新华社、中新网及外媒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为由，宣布美国
将退出1987年与苏联签署的《中导条约》。针对特朗普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与国家杜马表示，
如果美方继续一意孤行退出《中导条约》，俄方将以军事技术及其他必要手段予以回应。
欧洲各方也纷纷表态，希望美国方面考虑退出这一条约将给自身、盟友乃至世界安全带
来的后果。欧盟对外行动署当地时间22日表示，希望美方考虑退出这一条约将给自身、盟友
乃至世界安全带来的后果。欧盟对外行动署呼吁美俄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以维护并确保《中
导条约》得以落实。法国外交部22日表示，法国呼吁“所有相关各方应避免做出任何单边主
义的仓促决定”。法国总统府同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21日与特朗普电话会谈，重申《中导
条约》对于欧洲安全以及战略稳定的重要性。据德国媒体23日报道，德国外长马斯表示，
《中
导条约》关系到欧洲核心利益，德国将把《中导条约》当作北约的首要议题。德国将通过外
交渠道，尽最大努力维持这一条约。英国《卫报》援引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院副主任马尔
科姆·查默斯的话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核武控制方面最严重的
危机”。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11月在巴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美国退出《中
导条约》的问题。

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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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落下帷幕。在“欧洲和亚洲：全球
伙伴应对全球挑战”的会议主题下，与会各成员一致认为，欧洲和亚洲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话
与联通，促进多边主义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坚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共同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闭幕会议上说，两天的会议对加强亚欧
合作进行了讨论，本次首脑会议最重要的信号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亚欧领导人重
申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支持。19日当天发表的会议共同声明指出，亚欧首脑会议是
有效的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建设的组成部分。亚欧领导人
强调致力于确保贸易自由、开放和公平，打击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等。声明说，与会领导人
重申迫切需要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坚定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系。领导人们强调对于开放、自由和非歧视性贸易的共同承诺，认为这是长期增长和
繁荣的先决条件；强调将致力于遵守 WTO 规则和履行相关义务的重要性，包括正在进行的实
施贸易便利化协议的工作，加倍正在进行中的旨在改革 WTO 的努力，以帮助 WTO 迎接新挑战，
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督职能、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在规则制定方面的职能。在本次峰会期间，
欧盟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这发出了支持以规则、合作
和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强烈信号。声明说，领导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
战和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巨大影响，认为各成员应该遵守《巴黎协定》并采取紧急有效措施
应对。会议还强调加强亚欧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图斯克在闭幕会议上发言时强
调，亚欧国家的共同点比分歧更重要，希望亚欧两大洲联系更加紧密。“从欧洲方面来看，
我们的动机很明确：我们希望亚洲人和欧洲人贸易往来更多、互访更频繁，拯救我们栖居的
地球，最终在当前不确定的时期增强彼此的安全。”图斯克说。声明还说，亚欧领导人致力
于加强亚欧会议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数字互联互通，并且强调应对网络安全威
胁的重要性。

其他


中新社10月2日，综合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2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授予来自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的三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学领域取得的突破性
贡献。他们是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Arthur Ashkin)，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Gérard
Mourou)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


新华社10月5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5日对前总统李明博涉嫌贪污受贿一案

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李明博1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30亿韩元(约合7897万元人民币)。


新京报10月6日，两名反战争性暴力者获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 。他们是刚果(金)

医生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穆拉德。现年63岁的穆奎格长期致力于帮助刚果(金)内战期
间的性暴力受害者。现年25岁的穆拉德是伊拉克雅兹迪教徒，曾在2014年被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绑架为性奴隶达3个，逃脱后致力于公开揭露极端组织的罪行。


中新网10月8日，据外媒报道，10月8日，联合国在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全

球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变暖，且没有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来抑制这一现象，到2030年至2052
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5摄氏度。


人民网10月11日，据《俄罗斯报》今日援引芬兰《赫尔辛基邮报》消息，俄罗

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将于2019年情人节在芬兰举行会晤。该报指出，俄美双方谈
判进展顺利，并已开始就会面日期进行商定选择。据悉，两国领导人或将在赫尔辛基北极峰
会上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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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0月12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12日举行全会，选举出18个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新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成员将于2019年1月1日就任。此次选举
出的人权理事会新成员为：非洲地区的布基纳法索、多哥、喀麦隆、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
亚太地区的印度、斐济、孟加拉国、巴林和菲律宾；东欧地区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拉美及加
勒比地区的巴哈马、乌拉圭和阿根廷；西欧及其他地区的意大利、奥地利和丹麦。


环球网10月14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4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表

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不会公开其在叙利亚所使用的弹药，但这些弹药都符合国际标准。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使用白磷弹对叙利亚代尔祖尔省进行轰炸，导致
平民伤亡。


中新网10月22日，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强

烈谴责谋杀沙特记者卡舒吉事件，同时呼吁沙特政府立即就这起悲剧事件给出解释。


中新社10月28日,当地时间10月28日晚，2018年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

票结果公布。巴西社会自由党的右翼候选人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击败左翼的巴西劳工党候选
人费尔南多·阿达，当选巴西新一任总统。博尔索纳罗胜选后表示，他的政府将成为“宪法
的捍卫者”，他的目的是“将巴西建成一个‘繁荣、自由、伟大’的国家”。现年63岁的博
尔索纳罗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在国会已任职近30年。他曾是一名陆军上尉，他
政治上主张打击腐败，经济上主张推行私有化，社会治安上主张强化警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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