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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欧洲法律变革冶
———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综述

王摇 璐摇 杜摇 娟摇 冯韵雅摇 李摇 强

摇 摇 2012 年 11 月 10 日,中国欧洲学会欧洲

法律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古都西安隆重召

开。 本届年会由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

究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丝绸之路

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承办。 年会以“危机

与欧洲法律变革冶为中心议题,吸引了来自

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参会。 与会者们围绕欧洲债务危机和欧盟

一体化进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从“欧债危

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冶、“危机下的欧盟

宪政发展与经济治理的影响冶和“欧债危机

与欧盟民商法应对冶三个议题进行了广泛且

深入的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综述

如下。

一摇 欧债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债务危机不仅

使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承受重压,而且对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法

律制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国际贸易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首先

表现为欧盟的普惠制改革。 中国欧洲学会

欧洲法律研究会会长曾令良教授在大会报

告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他认为,

普惠制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具有积

极的影响,但在适用范围与具体执行上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 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于

2011 年 5 月着手对普惠制进行改革,主要

涉及受益国数量、优惠关税率与产品范畴、

产品标准、普惠制追加安排和特殊的保障措

施。 中国是欧盟主要的贸易伙伴,普惠制的

修改必然影响到中欧贸易关系。 曾教授指

出,欧盟大幅度削减普惠制受益国数量、产

品种类和范围,对中国经济贸易造成的负面

影响在所难免,中国对欧出口的产品将愈来

愈多地被排斥在普惠制待遇之外;从应对措

施来看,中国应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适

当分散出口目的地,同时还要加强对欧盟

“两反一保冶贸易防御体系的反制。

湘潭大学蔡高强教授认为,欧债危机为

欧盟强化其对外贸易管理机制提供了现实

理由和可操作性。 《里斯本条约》实施后,

欧盟加强贸易管理制度的措施包括统一实

行外贸管理制度、加强贸易政策的政治化、

统一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加强对外贸易立法

的监督以及强调对贸易主体权利的保护等。

对此,中国应该积极推进中欧自贸区协定的

谈判工作,有效利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双重



贸易救济规则,充分利用欧洲法院的贸易纠

纷解决功能,同时也要科学区分贸易措施和

贸易保护主义,巧妙地应对和化解欧债危机

下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

关于危机下欧盟的贸易救济措施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刘雪红老师指出,欧盟的贸易

救济政策与 WTO 制度最大的不同是“欧盟

利益测试原则冶和“从低征税原则冶。 欧盟

在理念上推崇多边贸易体制、在实践中有选

择地对贸易领域进行保护,是加剧中欧贸易

摩擦并导致“光伏产业案冶的重要原因。 中

共陕西省委党校刘素霞老师则以“光伏产业

案冶为例,分析了欧债危机下欧盟对华反倾

销的新特点,包括涉案产品广泛且金额巨

大、反面示范效应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浓厚,以及逐渐附随反补贴进行“双反冶调

查等。 对于中国的应对措施,两位老师均指

出要提高企业的应诉能力、充分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摩擦。

欧债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也

体现在国际投资领域方面。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院长单文华教授在“向欧盟-中国双

边投资条约迈进冶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现有

的中欧投资法律框架既不完善,也不统一。

近年来,中欧关系的变化在投资领域尤其显

著,欧盟与中国的双向投资不断增加,中国

对欧投资发展迅猛。 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

为了进一步保护和促进投资,有必要签订中

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这一协定的达成不

仅可以涵盖中欧所有的投资、为中欧各国投

资者提供平等的保护;同时也可以推动中国

国内法的完善和欧盟内部法律法规的协调

运作,还有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多边投资

条约的谈判。 单教授认为,中欧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的焦点将围绕市场准入、投资自由

化、投资保护、争端解决和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展开,其中市场准入问题将是双方谈判博

弈的关键问题。

针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问题,西安交

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陈虹睿认为,当前的投

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模式存在诸多问题,而

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模式在未来可能发挥

前所未有的作用。 她指出,国家间投资争端

解决模式永远都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模式的补充,它的文本应该促进对公共价值

的尊重并保证成员方的积极参与。

欧洲债务危机还暴露了欧洲金融市场

以及经济治理,特别是财政监管上存在的诸

多缺陷。 为此,欧盟采取了一系列的纾困措

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叶斌博士

介绍了欧盟新近推出的一系列加强经济治

理和财政监管的立法措施,其中包括修订

《稳定与增长公约行为准则》、建立欧洲稳

定机制和“稳固框架冶 (“六部立法冶)、通过

《欧元附加公约》 以及签署欧盟 “财政契

约冶。 叶博士认为,上述改革在权能上并未

超越基础条约的限制,欧盟在财政一体化问

题上仍面临巨大困境。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蔺捷老师认为,欧盟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协调统一进程考验着

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欧洲金融监管协调

的成效。 她指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前提

是客户分类置于不断发展的市场层面。 欧

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在推动

欧盟证券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保障了

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在区域层面的协调和

统一。

关于在欧债危机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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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用评级问题,河南大学陈亚芸老师认

为,欧盟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态度,由最初

的无需专门立法转变为频繁出台法规予以

规范,有助于欧盟区域性信用评级机构的良

性发展。 但是,面对成员国众多、欧盟信用

评级机构数量有限、司法实践长期空白以及

美国主导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局面,欧盟对

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和监管效果仍有待实

践检验。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吕凯认为,我

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是多重监管框架,

受到金融业分业监管的宏观影响,因而存在

重复监管或监管漏洞的情况。 对此,应该借

鉴欧盟从零散分立到集中统一的立法模式,

同时鼓励信用评级机构发布信用评级,扩大

我国监管者的监管权力,以避免我国评级业

被国际三大巨头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行渗

透。

二摇 欧债危机与欧盟宪政问题

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对欧盟国家的经济

金融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欧盟一体化进

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为此,欧盟采取多种

措施应对危机,这些措施中有的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有的却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和争

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程卫东副

所长指出,欧债危机下的宪政性危机来自内

容和程序两个方面,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措

施主要包括应急性措施和长效措施两大类。

这些措施引发了诸多的宪政争议,具体涉及

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权能与主权的问

题;第二是法治的问题;第三是民主的问题;

第四是国际条约与欧盟条约的关系问题;第

五是欧盟应对措施与成员国宪法关系的问

题。 他认为,欧盟的应对措施将会对欧盟的

宪政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对欧盟的权

能、欧盟宪政建设与成员国宪法的关系、民

主与法治建设,以及统一与分割的法律体系

等方面的影响。 他指出,欧盟某些应对措施

对欧盟法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倒退,欧盟应对

危机的措施离不开基础条约的框架。

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引发了宪政危机,同

时也造成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李靖堃副研究员认为,欧债

危机造成了多个国家的政局动荡,对欧洲政

坛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极右和极

左翼势力在欧洲政坛抬头,欧洲国家和社会

政策出现了“向右转冶 的趋势;其次,法德

“双引擎冶在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向以德

国为重心的方向发展,英国在欧盟决策中被

“边缘化冶,整体上欧元区国家日益成为欧

盟的核心,“双速欧洲冶有可能成为事实;最

后,欧债危机使“欧洲怀疑论冶有所抬头,欧

盟决策向“联盟冶方法转变,欧盟对外影响

力遭到质疑,欧洲在政治领域也将进入漫长

的“紧缩期冶。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对欧洲政治一体化

和人权问题也有重要的影响。 北京理工大

学法学院李寿平教授认为,《里斯本条约》

虽然没有改变成员国政府间合作的根本性

质,但欧盟逐步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纳入一

体化进程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 在欧盟一

体化框架下,通过“一个欧洲两种速度冶的

模式来不断深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

化,将可能是未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的发展趋向。 吉首大学龚微副教授认为,

《里斯本条约》给欧盟的少数群体权利保护

带来了诸多崭新的变化。 欧盟应专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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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少数群体事务的权威机构对其进行保

护,同时应该加入《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框架公约》,并加强其对集体权利的保护。

对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办

法,与会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复旦大学

何力教授从经济结构和国民性的角度对危

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他指出,欧元区

国家以阿尔卑斯山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北方

国家和南方国家,这两类国家具有截然不同

的经济结构和国民性。 欧盟国家的国民性

困局是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它导致欧

债危机陷入僵局,无法解决。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江河副教授则从宪政和组织理论的角

度进行了解读。 他认为,欧债危机在某种程

度上是社会正义原则和公民身份错位而导

致的结果。 欧债危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宪政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欧盟应建立效率的欧洲,依照社会正义原则

和三个组织视角的对应性以及欧洲公民身

份的宪政实践程度来塑造支配欧盟法的平

等观念和效率原则。

事实上,为了缓解欧债危机的负面影

响,遏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欧盟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在制度层面进行创新。 其中,建

立欧洲稳定机制就是欧盟法律机制创新的

重要举措之一。 武汉大学法学院李仁真教

授指出,欧洲稳定机制作为欧债危机催生下

的一项永久性的法律机制,对应对危机和维

护区域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李

教授认为,欧洲稳定机制是欧元区应对危机

所采取的有益尝试,但其实际效果还有待进

一步观察;而中国面对欧债危机对全球金融

体系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仍需时刻保持高

度的警惕和防范。

总体来说,本届年会围绕欧债危机下的

法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欧债危机

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其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度

研讨,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涵盖了欧洲法、

国际法和比较法等领域的热门问题,对欧债

危机下欧盟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中国的

应对策略提出了宝贵建议,体现了较高的学

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作者简介:王璐、杜娟,西安交通

大学法学院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

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冯韵雅、李强,西
安交通大学法学院丝绸之路国际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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