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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大使论坛暨欧洲蓝皮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发布会”综述

莫　 伟　 赵纪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究所、中国欧洲学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

同举办的“中欧大使论坛暨欧洲蓝皮书(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发布会”在京举行ꎮ 全国各地从事欧洲

问题研究的主要科研机构、院校代表参会ꎬ欧盟

和欧洲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席发布会ꎬ并有

«人民日报»国际部、«中国日报»、«中国社会科

学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会议跟踪报道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为

发布会作开幕致辞ꎮ

主旨发言

欧盟驻华使团团长史伟 ( Ｈａｎｓ Ｄｉｅｔｍａｒ

Ｓｃｈｗｅｉｓｇｕｔ) 大使发表主旨演讲ꎮ 史伟大使指

出ꎬ欧方对欧洲蓝皮书一直有很高的评价ꎬ因为

蓝皮书不但关注中欧关系ꎬ还体现了中国学界

在中国视角下对欧盟现状的解读ꎬ所谓“旁观

者清”ꎬ所以蓝皮书的观点和洞见对欧洲人而

言也很重要ꎮ 随后ꎬ史伟大使就中欧关系和难

民危机发表了看法ꎮ

就中欧关系而言ꎬ史伟大使指出ꎬ当前的中

欧双边关系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合作基础ꎬ２０１３

年的«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出台后ꎬ中欧

双方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实践ꎬ到

２０１５ 年中欧建交 ４０ 周年之际ꎬ中欧双方开始

探讨确定双边合作的优先领域ꎬ以开辟中欧关

系发展的新局面ꎮ 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内外环境

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ꎬ欧洲经历了经济和金融

危机以及欧洲东部和地中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变

局ꎬ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ꎬ增速放缓ꎬ

但更注重消费和创新驱动型的增长ꎬ更注重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ꎮ 这对于欧盟———中国的第一

大经济贸易和投资伙伴而言ꎬ无疑是重要的ꎮ

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问题是ꎬ尽管欧洲的经济增

长缓慢ꎬ失业率高企ꎬ但欧盟正在采取措施ꎬ推

动内部市场的深化改革ꎮ 因此ꎬ中欧双方非常

有必要加强协调ꎬ在推进各自改革的进程中寻

找合作的可能性ꎬ基于新的现实情况重新定义

双边经济关系ꎮ

在很多领域ꎬ中欧已有明确的合作方向ꎻ在

其他某些领域ꎬ中欧双方还需要继续努力以克

服合作中的困难ꎮ 就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来

说ꎬ中欧在亚丁湾打击海盗ꎻ在阿富汗ꎬ没有中

国的参与和贡献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ꎮ 中

欧关系并非仅仅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关系ꎮ 对

于未来的中欧关系来说ꎬ还有很多领域是需要

开展合作的ꎮ 例如ꎬ中欧拥有一个庞大的共同

“邻居”———俄罗斯ꎮ 中俄关系十分重要ꎻ当

然ꎬ欧俄关系也十分重要ꎬ尽管目前这一关系面



临一些困境和难题ꎮ

就难民问题而言ꎬ史伟大使认为ꎬ２０１５ 年

以来ꎬ欧洲面临严峻的难民危机带来的挑战ꎮ

应该说ꎬ难民危机的确对欧盟带来了沉重的打

击ꎬ并引发了很多难题ꎬ这涉及欧洲的团结以及

欧洲的福利制度等ꎮ 但所谓的欧洲难民危机的

提法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当ꎬ难民危机并非欧洲

的难民危机ꎬ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ꎮ 因此ꎬ我

们应该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措施ꎮ 这一点非常重

要ꎬ因为仅从欧洲的角度来看难民问题ꎬ实际上

就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接纳了绝大多数(超

过 ５０％)难民这一事实ꎮ 在 ２０１５ 年ꎬ超过 １００

万的难民不畏艰难险阻而涌入欧洲以寻求更好

的生活ꎬ对此ꎬ我们当然不应忽视ꎮ 这并非意味

着我们欧洲人只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

题ꎬ在欧洲内部ꎬ需要各国的合力才能妥善应对

难民问题ꎮ 难民危机表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ꎬ

既有短期的也有长远的ꎬ因此不可能做到将所

有问题在同一时期加以解决ꎮ 我们承认ꎬ解决

难民危机及其引发的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和过

程ꎬ因为这涉及欧洲的团结以及各国的主权问

题ꎬ还有人权保护和国际法方面的问题ꎮ 联合

国安理会已通过了有关决议ꎬ而欧盟与土耳其

关于难民问题的合作也十分重要ꎮ 但我们必须

超越固有的思维模式ꎬ寻求全球性的合作ꎬ与有

关国家更加紧密地合作ꎮ 对于来自中东的叙利

亚以及北非等地区的难民ꎬ我们将与我们的主

要伙伴加强合作ꎬ以确保我们接纳更多的难民ꎬ

支持我们的伙伴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ꎮ 这些

伙伴包括非洲国家ꎬ也包括中国ꎮ 难民危机并

非短期的问题ꎬ而是长期性的ꎮ 因此需要国际

社会的共同努力ꎬ需要主要大国的合作———包

括中国ꎮ

专家评论

中国前驻英大使马振岗、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学部副主任周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副院长冯仲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

所长崔洪建发表了评论ꎮ

中国前驻英大使马振岗在评论中指出ꎬ中

国与欧盟的关系非常重要ꎮ 中国继续坚定不移

地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ꎬ尽管欧洲在一体化的

道路上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和挑战ꎮ 欧盟是中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ꎬ也是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ꎮ

但中国对欧洲的关注远远超越经济层面ꎮ 中国

希望中欧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

伙伴关系ꎬ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ꎮ 从战略的

角度上看ꎬ中欧不是敌对也不是对抗性竞争关

系ꎬ中欧战略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ꎮ 正

如史伟大使所阐述的ꎬ在世界变化的格局中ꎬ中

欧之间应该有共同发展的新议程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周弘认

为ꎬ近些年来ꎬ欧洲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ꎬ失

业率居高不下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ꎬ这也是英国

出现脱欧公投的大环境ꎮ 而从中欧关系来看ꎬ

欧盟的对华新政策立场文件出台得很及时ꎬ有

助于我们了解欧盟目前关于中国的真实想法ꎮ

在当今变化不断的世界上ꎬ没有哪一方可以离

开与其他方的合作而能够维持可持续的发展ꎮ

问题在于ꎬ如何进行合作ꎮ 英国脱欧公投的确

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ꎮ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ꎬ无

论中国发展到何种程度ꎬ其对于合作都持积极

态度ꎮ 因为中国是开放的ꎬ积极吸收和学习合

作伙伴的先进经验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ꎮ 即

使是在存在很大争议的人权保护领域ꎬ中欧之

间也开展了建设性对话和交流ꎮ 欧盟和中国是

全面的、全方位的、成熟的合作伙伴ꎬ应该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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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开展合作ꎬ而非仅仅强调某些方面的合作ꎮ

当前ꎬ中欧关系的发展正处于正确的轨道上ꎬ而

且成果丰硕ꎻ此外ꎬ双方建立了一些机制来应对

和解决有些分歧或问题ꎮ 像今天的会议ꎬ就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ꎬ中欧双方的学者可以互

相交流ꎬ希望今后类似的交流更加深入和拓展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

为ꎬ近年来ꎬ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国家或地区

发生的乱局已引起世界高度关注ꎬ英国脱欧反

映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的上升ꎬ在欧洲和西方

不是孤立现象ꎮ 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力量增大

将引起如下变化:第一ꎬ“精英统治”难以为继ꎮ

长期以来ꎬ英国政治被中左中右两大政党力量

所主导ꎬ这也是多数欧洲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

的共性ꎮ 但随着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力量的发

展ꎬ欧洲和西方国家政治碎片化日益加剧ꎻ第

二ꎬ西方国家国内舆论愈加极化ꎬ国内议题国际

化ꎬ国际议题国内化倾向将更加突出ꎬ不仅增大

决策难度ꎬ而且决策风险也随之大幅提升ꎮ 民

粹主义力量只知道反对ꎬ却不能够提供新的选

择ꎻ第三ꎬ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力量均具有反移

民、反欧洲一体化、反全球化特征ꎬ欧洲国家对

外政策将程度不同地受到极端主张的影响ꎻ第

四ꎬ经济全球化在西方国家的阻力将增大ꎬ而欧

洲一体化步伐将被迫放缓甚至停止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认

为ꎬ首先ꎬ欧盟是解决欧洲历史上战乱纷争的一

种思路和方式ꎮ 但渐渐地ꎬ欧盟自身成为了

“问题”的代名词ꎮ 中欧双方很多学者都有一

个共识ꎬ那就是欧洲如今到了一个关键时刻ꎬ即

需要“再一体化”(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推动一体化

进程ꎮ 其次ꎬ关于中欧关系ꎬ欧盟关于对话政策

的新文件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平衡的ꎬ欧盟想

发展一项针对中国的更为平衡的政策ꎬ即经济

合作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平衡ꎬ但中国对平衡的

政策有自己的理解ꎮ 近些年来ꎬ中国不仅仅与

欧盟发展合作关系ꎬ也注重同成员国的关系ꎮ

由此ꎬ中欧双方需要对“平衡”的理解达成一定

的平衡ꎬ因为欧盟有自己的对华平衡政策ꎬ中国

则有自己的对欧的平衡政策ꎮ

近年来ꎬ中欧关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

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ꎬ中欧贸易中的很多

问题是全球性的ꎬ受全球贸易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ꎬ而非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大ꎮ 作为合

作伙伴ꎬ中欧应该将这些问题视为共同的挑战ꎬ

但不仅仅是中欧双方之间的挑战ꎮ 未来ꎬ中欧

应该确立更多的共同合作的领域ꎬ如安全领域ꎮ

中欧应该对双方关系更加自信ꎬ充分挖掘对彼

此有利的利益所在ꎬ真正负责任地发展中欧关

系ꎮ

«欧洲蓝皮书»特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介绍了

«欧洲蓝皮书»的特点ꎮ 谢寿光指出ꎬ«欧洲蓝

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

洲学会共同编写ꎬ ２０ 年来«欧洲蓝皮书»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ꎬ为中国政府、企业界、媒体深入

了解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和

中欧关系的趋势走向提供了重要而全面的参

考ꎬ也为欧洲各界了解中国学者眼里的欧洲提

供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年度性文献ꎮ

从今年的情况看ꎬ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习近平主

席刚刚结束了对欧洲的访问ꎬ这也是今年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第二次访欧ꎮ 当前ꎬ中欧合作稳

步、快速推进ꎬ呈现东西南北均衡拓展、“四大伙

伴”建设全面开花的良好势头ꎮ 在此背景下ꎬ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向

社会各界持续提供一本以实证数据为基础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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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客观、理性分析欧洲发展情况的蓝皮书ꎬ就

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ꎮ 此次«欧洲蓝皮书»的

出版发行ꎬ为政府决策机构、学界、企业和媒体

提供了一本翔实细致的欧洲研究报告ꎬ为推进

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提供了智力支持ꎬ真正体

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

“思想库”与“智囊团”的地位和作用ꎬ真正体现

了皮书这种新型智库产品的意义和价值ꎮ

本年度欧洲蓝皮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在体例上

发生了重大变化ꎬ即不再描述国别形势ꎬ而是选

择了 ２０１５ 年度欧洲形势中重大事件或重大发

展ꎬ更为贴近国际上常见的地区发展报告的写

法ꎮ 本年度欧洲蓝皮书的主题报告是“欧洲难

民危机”ꎬ同时该书也从欧洲政治、经济、社会、

外交等视角ꎬ对如下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调整ꎬ政策重点

和工作计划ꎻ(２)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ꎻ

(３)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欧盟的政策主

张和外交行动ꎻ(４)«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

关系协定»(ＴＴＩＰ)的相关问题ꎻ(５)欧盟“东部

伙伴关系计划”的实施情况和前景ꎻ(６)２０１５ 年

第二届西巴尔干峰会的相关情况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

任田德文研究员围绕“后冷战格局变化中的欧

洲难民危机”的蓝皮书主题报告作了发言ꎮ 他

指出ꎬ２０１５ 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有着复杂的国际

背景ꎬ既是后冷战时代欧洲和中东、北非地区格

局变化的结果ꎬ又将对未来上述地区乃至世界

格局产生深远影响ꎮ 中东变局发生后ꎬ欧盟国

家失去“北非屏障”ꎬ中东地区伊斯兰宗教极端

势力蔓延ꎬ造成大量非法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ꎮ

在难民潮的冲击下ꎬ欧盟对后冷战中东北非战

略进行了反思ꎬ试图与中东北非国家建立更加

平等的伙伴关系ꎮ 总的看来ꎬ这些变化都将推

动中东地区的多极化进程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

新研究员就当前欧洲经济形势的蓝皮书报告作

了发言ꎮ 陈新认为ꎬ欧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

针对走了样的结构改革的妥协和折中ꎮ 欧洲的

经济增长ꎬ仅靠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ꎬ而财政

政策又受到结构改革的约束ꎮ 欧盟层面的容克

投资计划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刺激ꎬ但效果有

待观察ꎮ 加上欧洲深陷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

问题的缠绕ꎬ英国脱欧又会给欧盟的增长带来

新的负面冲击ꎬ这些都将在未来影响欧洲经济

增长的前景ꎮ

与会代表还就英国“脱欧”、中欧关系的机

遇和挑战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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