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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字路口的欧洲”
———“中国欧洲学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综述

宋黎磊　 冯　 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 日ꎬ中国欧洲学会

第十五届年会在同济大学成功举办ꎮ 本届年会

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ꎬ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院、德国研究中心承办ꎬ年会的主题是“站

在十字路口的欧洲”ꎮ 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山东

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数十家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１６０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ꎮ

在欧洲一体化面临巨大困境和挑战的背景

下ꎬ与会者就欧洲经济与治理、欧洲一体化的发

展动力和未来前景、“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欧

洲政治与社会以及欧洲外交与安全等问题展开

了深入的探讨ꎮ 他们指出ꎬ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下ꎬ中欧更需要加强合作ꎬ这对于捍卫

多边贸易体系ꎬ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中国欧洲学会会

长周弘分别为开幕式致辞ꎮ 中国欧洲学会秘书

长陈新研究员主持开幕式ꎮ 商务部欧洲司副司

长余元堂、外交部欧洲司参赞石晓滢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分别做了主旨演

讲ꎮ 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环节ꎬ也呈现了诸

多精彩的观点ꎬ现将其中要点归纳总结ꎬ以飨读

者ꎮ

一　 嘉宾致辞与主旨演讲

周弘会长在致辞中分享了她对世界和欧洲

形势的看法ꎮ 她指出ꎬ既要看到事物变的一面ꎬ

也要把握其不变的一面ꎬ尤其要注意欧洲的特

性和复杂性ꎬ针对当前欧洲人的焦虑ꎬ学者更应

踏实地做好研究ꎬ弄懂欧洲问题ꎬ耐心细致地做

欧洲方面的工作ꎮ

余元堂副司长介绍了当前欧洲的经济形

势ꎬ并从英国脱欧切入ꎬ分析当前欧洲一体化进

程的方方面面ꎬ最后对中欧经贸关系未来发展

中的问题做了总结ꎮ 此外ꎬ他就中欧经贸关系

谈了三个方面:首先ꎬ欧盟目前的对外经贸政策

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加实用主义ꎬ但中欧

经贸关系总体发展顺利ꎻ其次ꎬ“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深入推进ꎬ经贸领域中欧双方的投资贸

易谈判等在加速ꎮ 我国举办进口博览会也有助

于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ꎻ最后ꎬ中欧经贸关系发

展面临诸多挑战ꎬ希望专家学者关注新形势、新

问题ꎬ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ꎮ



石晓滢参赞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了当前中欧

关系中的“亮点”“特点”“难点”和“重点”ꎮ 她

指出ꎬ “亮点”体现在高层交往、贸易方面的务

实合作、多边事务的协调与合作ꎻ“特点”主要体

现在合作在中欧关系中仍是主流ꎬ双方仍是重

要伙伴ꎬ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多的空间和手

段ꎮ 至于“难点”主要包括:中欧在意识形态、价

值观领域的分歧和差异ꎻ中欧实力的消长导致

欧盟竞争优势缩水ꎬ欧方对此很不适应ꎻ欧盟对

“１６＋１”合作仍有疑虑ꎻ欧盟复杂的职责分工和

决策机制增加了中欧沟通的复杂性ꎻ美国试图

阻挠中欧合作ꎻ中欧关系发展过程中存在话语

权的问题ꎮ 最后ꎬ她强调说中欧关系的“重点”

主要为提升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ꎬ以及抓好分歧和矛盾的管控工

作ꎬ在涉疆、涉藏、涉台和涉海这些问题上ꎬ做好

风险管控和应对ꎮ

黄平所长在演讲中认为ꎬ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ꎬ因而可以用“范式转换”来解释这

些变化ꎮ 他还强调ꎬ尽管面临诸多的不确定、风

险、陷阱和挑战ꎬ我们都应该继续保持自信、保

持战略定力、把中国的事办好ꎬ抓住合作机遇ꎮ

二　 大会发言

大会发言环节分为两场ꎬ第一场由四川大

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石坚主持ꎬ上海欧洲学会

会长徐明棋ꎬ华东师范大学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冯绍雷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ꎬ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吴志成ꎬ以及同

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

中心主任郑春荣分别就“美欧贸易谈判的前景

和影响” “世界秩序重构中的中、欧、俄互动”

“中欧产业差距和产业竞争”“欧洲恐怖主义的

发展趋势与治理反思”以及“欧盟网络安全战略

新动向及中欧合作”做了发言ꎮ

徐明棋研究员分析了美欧贸易谈判的前景

和影响ꎮ 他认为ꎬ美欧的农产品之间存在的竞

争关系ꎬ以及双方在税收制度方面存在诸多差

异等因素ꎬ将会导致美欧之间实现零补贴、零关

税、零壁垒的“三零”目标可能性几乎为零ꎮ 但

美欧贸易谈判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ꎬ若

谈判的结果是进一步开放市场ꎬ那么将存在诸

多积极作用ꎬ如进一步推动 ＷＴＯ 改革的动力将

会增强ꎻ若贸易谈判的结果是签订排他性的条

款ꎬ这将对中国产生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ꎮ

冯绍雷教授从东西方关系的范式和认知变

化、战争与和平范式的改变、全球治理问题、亚

洲国家的成功等方面介绍了世界秩序重构下的

“新三边关系”中、欧、俄互动ꎮ 丁纯教授从静态

和动态两个层面分析了中欧之间的产业差距以

及产业竞争ꎮ 在静态比较上ꎬ他从出口的比较

优势的角度分析十年来中欧之间的产业竞争ꎬ

指出欧方的总体实力较为突出ꎮ 在动态比较

上ꎬ他认为中方的增速远远快于欧方ꎬ导致了中

欧之间出现了竞合的状态ꎮ 因此ꎬ他指出ꎬ在中

方重拾产业政策和重视行业集中程度上需要有

所作为ꎬ培育龙头企业ꎬ增强竞争力ꎮ

吴志成教授在发言中提出ꎬ如今欧洲恐怖

主义发展的态势多变ꎬ而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

衰退等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ꎮ 郑春荣教

授指出ꎬ欧盟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

评估和调整以及再评估和再调整的过程ꎬ强调

了复原力、威慑力和防御力三大行动支柱ꎬ从消

极防御走向积极预防ꎬ并加强和北约的网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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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作ꎮ 最后ꎬ他认为ꎬ中欧在网络安全领域有

一定的合作空间ꎮ

第二场大会发言由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

展研究院研究员沈雁南主持ꎬ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刘明礼、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华东师

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潘兴明、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外交学院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熊炜、吉林大学欧洲

研究中心主任杜莉ꎬ分别做了“欧元二十年:国

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欧元的国际化” “关于欧

盟一体化的新思考”“高质量经济活动视角下的

美英德工业战略比较” “‘赫希曼效应’与双边

政治外交关系:冷战后德俄关系与中德关系的

比较分析”和“欧盟碳排放交易运行机制设计及

我国的借鉴”的发言ꎮ

刘明礼指出ꎬ从内部来看ꎬ欧元国际化的机

遇是当前欧洲一体化的机遇也是挑战ꎬ欧元和

美元实力存在显著差距ꎮ 欧洲一体化难以推

进、欧盟缺乏深层次的团结以及疑欧主义的兴

起ꎬ都意味着在成员国内部存在矛盾和分歧ꎮ

胡琨认为ꎬ国际化的欧元不但可以增强欧洲货

币联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ꎬ更有助于保障国

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ꎬ对建立一个多元开

放的贸易体系有一定的贡献ꎮ

潘兴明认为ꎬ当前英国脱欧致使欧盟出现

有史以来的一次方向性变革ꎬ这种变革是反向

倒退意义上的变革ꎬ也可以称为“去一体化”ꎮ

这主要表现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欧洲一体化的

否定、倒退和终止ꎮ 张迎红在比较美、英、德的

工业战略的基础上ꎬ提出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启

示ꎬ即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专注于报酬递增的原

则ꎬ形成一种高壁垒的竞争ꎬ需增强国家对创新

企业和巨型企业投入ꎬ加强对原材料的保护控

制ꎬ尤其是稀土这样的资源ꎮ

熊炜分析了双边关系中的“赫希曼效应”问

题ꎮ 他提出ꎬ只有当贸易结构在贸易伙伴国内

形成愿意付出政治资本以代言本国利益的利益

集团时ꎬ经贸合作才能起到政治外交关系的“压

舱石”作用ꎮ 但“赫希曼效应”促进了德俄关系

的稳定ꎬ而在中德之间却缺少一种机制或力量

以防止双边关系出现剧烈震荡ꎮ 杜莉认为ꎬ欧

盟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起到榜样作用ꎬ中国向

欧盟学习的同时也需规避欧盟的缺陷ꎬ确保初

期核定的碳排放权分配体现公平原则ꎻ政府应

该给予参与节能减排的企业政策性和实质性的

优惠ꎮ

三　 分论坛观点

(一)欧洲经济与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

从权力和平转移和建立市场经济谈起ꎬ分析了

波兰 ３０ 年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ꎬ并介绍了以波

兰和匈牙利为代表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特

点ꎮ 上海社会科学院钱运春研究员借鉴欧洲一

体化经验ꎬ认为长三角产业和市场准入要实现

高效率目标需要有一个公平机制ꎬ要合理发挥

长三角地区的三种增长引擎作用ꎮ 同济大学中

德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高旭军教授指出ꎬ中

欧目前在 ＷＴＯ 改革方案上分歧较大ꎬＷＴＯ 改

革结果和中美关系会对欧盟产生重要影响ꎮ 上

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

教授指出ꎬ美欧之间在产业竞争、贸易摩擦、对

华关系和对待多边贸易体系态度方面均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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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石岩博士认为ꎬ欧盟

推动 ＷＴＯ 改革ꎬ有助于把局面从关税战拉回到

理性谈判中来ꎬ但欧盟也暴露出其全球经贸治

理能力的局限性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寇蔻博士探讨了贸易行为

与德国贸易创新的相关性并指出德国将继续推

进美欧关税谈判ꎬ同时扩大与其他地区的贸易

及创新合作ꎮ 四川大学王雅梅教授指出ꎬ欧盟

外部边界管控存在缺陷、面临压力ꎬ未来欧盟将

加强巡逻和人员检查来加强管控ꎮ 复旦大学外

交学系主任张骥副教授提出ꎬ“黄背心运动”凸

显了法国内部高福利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经济

失衡和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的矛盾ꎮ 华东政法

大学外语学院方芳副教授对欧盟个人数据管理

进行了归纳ꎬ指出欧盟正在提升监管能力和市

场权力ꎬ进而提高溢价能力和增强国际规则制

定权ꎮ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俞宙明讲师认

为ꎬ以德法为核心的欧洲人工智能创新合作将

以创新集群、人才政策和风险投资为重点ꎬ同时

向国际输出伦理价值观并抢占规则高地ꎮ 华东

政法大学夏海斌博士区分了以北海、波罗的海

为代表的北方治理模式和以地中海、黑海为代

表的南方治理模式ꎬ并梳理了每个区域的法律

制度和行动计划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董

一凡博士认为ꎬ ２０１９ 年初欧元区 ２０ 年的评估

反映出欧盟对欧元国际化的态度从过去的中立

态度转为积极推进ꎬ但欧洲经货联盟建设推进

难度大且欧洲没有足够的勇气与美元抗衡ꎮ

(二)“一带一路” 与中欧合作

南京大学的于文杰教授分析了“一带一路”

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共性特征ꎬ认为要重点关注

“一带一路”政策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对接ꎮ 中国

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赵俊杰研究员从宏观角

度分析了中欧关系的整体态势ꎬ提出政治、文化

是方向和软驱动力ꎬ经济和科技创新是后发制

人的驱动力ꎮ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

娜副教授运用角色理论ꎬ分析了当前中欧政治

发展历程的四个特征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

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指出ꎬ“一带一路”

有利于拓展合作类型ꎬ中国在重视发挥欧盟的

正面影响力的同时ꎬ不能忽略欧盟规制的力量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严少华博士提

出ꎬ中国应该正视在欧盟的游说ꎬ其游说的主要

问题是代表不足ꎮ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晓通教授分析

了中国和西班牙经济合作现状及利益分歧点ꎬ

指出西班牙对中国出现了小国对大国关系的担

忧ꎬ所以不断强调欧盟的作用ꎮ 上海外国语大

学博士研究生周旺旺比较了中国同德国、法国

和卢森堡的货币合作ꎬ指出各国的合作受到各

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性影响ꎮ 清华大学“一带

一路”战略研究院陆洋研究员分析了德国联邦

政府、地方政府、媒体和公众以及工商界对“一

带一路”的认识ꎬ提出中国应降低期待ꎬ从项目

入手ꎬ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ꎮ 同济大学德国问

题研究所朱宇方博士分析了中德两国在包括中

东欧地区在内的第三方市场竞争合作情况ꎮ 华

东师范大学臧术美博士提出ꎬ应该打通国内和

国际的“一带一路”区域ꎬ思考不同体制不同机

制的对接问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罗

红波研究员介绍了欧洲统一思想的沿革ꎬ提出

了欧洲联合得以实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ꎮ

(三)欧洲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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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李明明副教授认为ꎬ共识政

治是欧盟民族主义的特征ꎬ对推动欧洲一体化

发挥了核心作用ꎮ 从成员国维度而言ꎬ民众和

政治精英的分歧、主流精英和极端民粹主义的

对立导致欧洲一体化的中断ꎬ因此ꎬ欧洲应对内

对外重塑共识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郭

灵凤副研究员对北欧的民粹政党做了整体分

析ꎬ指出北欧民粹主义阵营支持者中蓝领工人

增多ꎬ正致力于塑造福利国家形象ꎮ 在法国研

究方面ꎬ上海外国语大学肖云上教授认为ꎬ法国

的街头政治由来已久ꎬ每任政府的改革都因为

街头政治而不了了之ꎮ 马克龙总理实际上是将

街头政治凌驾于政府之上ꎮ 安徽大学赵吉鹏教

授认为ꎬ民粹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不

确定性ꎮ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对英国脱欧加以解

读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曲兵

副研究员认为ꎬ英国可以通过技术性谈判止损ꎬ

但是技术性谈判却被高度政治化ꎬ这使英国之

前积蓄的改革能量和精力被大量消耗ꎮ 西南交

通大学钱亚旭教授分析指出ꎬ议会上党派之间

的分裂和执政党内部的分裂ꎬ即英国式自由宪

政的内生性矛盾才是英国脱欧的根源ꎮ 中国社

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元认为ꎬ公

投是英国怀旧式思想的体现ꎬ跟它相关联的是

英美的自由主义精神ꎮ

在德国研究方面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究所的杨解朴副研究员分析了当前德国内政外

交存在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德国推动欧洲一体

化存在障碍ꎻ二是欧盟改革方面ꎬ德法分歧很

大ꎮ 同济大学胡春春副教授认为ꎬ两德统一已

有 ３０ 年ꎬ但社会层面的统一和心理层面的统一

并没有完成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杜卫华副教

授从对欧元的怀疑态度ꎬ以及从欧洲政策、外交

安全政策等方面评述了德国选择党在 ２０１８ 年

的表现ꎮ 在西班牙研究方面ꎬ安徽大学的尹建

龙副教授重点分析了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的困

境ꎬ认为只有不断推动欧洲一体化才能缓解这

个困境ꎮ

在欧盟法律法规方面ꎬ四川大学谢娅博士

认为ꎬ欧盟的少数人权利保护标准是欧洲核心

价值观和欧盟法不可分割的部分ꎬ但因其有明

显的双重标准ꎬ在具体执行和评估中打了折扣ꎮ

中国海洋大学的陈晓聪副教授分析了德国婚姻

家庭法律制度ꎮ 西南政法大学杨国栋博士通过

案例分析了欧盟自主性和国际法作为欧盟法渊

源的表现ꎮ 东华大学焦传凯副教授分析了欧洲

儿童权益保障机制ꎮ

(四)欧洲外交与安全

山东大学的宋全成教授认为ꎬ在“伊斯兰

国”的废墟上悄然复兴的基地组织和充分利用

现代网络的“２.０ 时代”的“伊斯兰国”重组联盟

初显端倪ꎬ欧洲国家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目标

任重道远ꎮ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的陈弢副

研究员提出ꎬ“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已经从以

意识形态价值观为基础、排他的自由民主国家

同盟转变为扩大合作伙伴范围、不再坚持以意

识形态划线的新版本ꎬ并有可能滑向一种妥协

的自由主义联盟ꎮ 上海欧洲学会的秘书长杨海

峰博士对欧盟全球战略及其实施情况做了评

析ꎬ认为欧洲全球战略中存在目标不一致、领域

不平衡等问题ꎬ欧盟亟待发展适当的战略自主

性ꎮ 同济大学的吕蕊副教授认为ꎬ欧美双方在

伊核问题上对伊朗政府合法性、经济制裁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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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认知差异ꎬ欧盟在伊

核问题上的独立自主外交将会对欧美伙伴关系

产生影响ꎮ

外交学院的王振玲副教授认为ꎬ欧盟的东

亚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试图实现自主

性和美欧同盟之间的平衡ꎬ但面临自主性能力

提升以及对东亚外交资源投入受到内部制约等

挑战ꎮ 同济大学的宋黎磊副教授认为ꎬ中国应

从欧盟周边治理当中得到启示ꎬ在周边治理过

程中积极进行价值观塑造并争取邻国的认同ꎬ

目标制定需采取务实合作态度ꎮ 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邢伟认

为ꎬ欧盟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维护在东南亚地

区的经济利益ꎬ通过多层次合作路径ꎬ对东南亚

进行功能性的水外交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邹露讲师指出ꎬ对德

国而言ꎬ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已形成相互依赖的

关系ꎬ对“１６＋１”的疑虑可以理解ꎬ同时也可以

化解ꎮ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飚

讲师介绍了英国对中国南海介入的情况ꎬ认为

这虽有外部被动的原因ꎬ但在梅当政期间却有

相当程度的主动考虑ꎬ今后英国会在长时间内

继续介入南海问题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嘉惠博士认为ꎬ２０１５

年上台的波兰保守派融入欧盟意愿减弱ꎬ尤其

不满德国主导欧盟政治的局面ꎮ 受波兰内政因

素制约ꎬ德波关系摩擦可能性增大ꎮ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的石豆讲师指出ꎬ非洲是意大利重

要的贸易合作伙伴ꎬ意对非政策的战略性与优

先性在移民危机冲击下日益凸显ꎮ 增加对非直

接投资和安全投入ꎬ使意非关系成为欧非关系

的桥梁ꎮ 西北工业大学助理教授李倩在关于二

十国集团(Ｇ２０)背景下的中欧能源转型合作的

发言中指出ꎬ欧洲国家与中国可在 Ｇ２０ 平台上

开展能源转型合作ꎮ

最后ꎬ同济大学郑春荣教授主持了年会闭

幕式ꎮ 与会者普遍认为ꎬ本届年会主题多样ꎬ内

容丰富ꎬ充分发挥了中国欧洲学会的平台功能ꎬ

搭建了全国欧洲研究学术沟通和交流的重要网

络ꎮ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ꎬ许多年轻学者加入欧

洲研究行列ꎬ推动了中国的欧洲研究事业持续

向前发展ꎮ

(作者简介:宋黎磊ꎬ同济大学政治与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ꎻ冯晨ꎬ同济大学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

辑:齐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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