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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不惑"之年焕发新生机
!!!写在李克强总理访欧之际

新华社记者 田栋栋 尚军 刘越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0

日启程赴欧

盟出席第十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顺

访比利时"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访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

此访正值中欧建交
12

周年" 是中

国深耕欧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将

在发展战略对接$产能合作等方面为中

欧关系打上新烙印"为迈入%不惑&之年

的中欧关系注入新动力#

战略对接开启新机遇

当前"中欧均面临着稳增长$调结

构的重要任务#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国和欧盟

如能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将有力推动

各自经济增长"为日趋紧密的中欧关系

开启新机遇#

实现中欧战略对接是李克强总理

此访的一大重点# 为推动中国与世界经

济更深层次的融合" 促进共同发展"中

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

家积极响应#

地处%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西

端的欧盟则在大力推行结构性改革 "

实施经济振兴计划" 以期走出债务危

机的泥沼# 去年
33

月" 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公布了一项高达
4352

亿欧元的

投资计划 "旨在拉动投资 $促进增长 $

扩大就业#

容克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 欧盟将寻求 %容克投资计划&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互动对接# 他说'

%(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对中国自身有

益"欧盟也将凭借与亚洲动力强劲的经

济体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受益# &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

俊杰说"中欧合作已进入新的%深化发

展期&"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双

方需通过大项目来支撑双边关系快速

发展"不断拓展$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内涵" 确保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进而形成联动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一

带一路&倡议和%容克投资计划&的战略

对接"可以把中欧双方的利益$长短板

有效地连接在一起#

产能合作开创新途径

作为战略对接的重要抓手"中欧产

能合作将是李克强总理此访的另一个

关键词#

在最近几次出访中"李克强总理一

直致力于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在当前形

势下"产能合作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

一剂良方" 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既开辟了南南合作的新前景"也开创了

南北合作的新途径#

中欧间的产能合作是一种强强联

手$优势互补的合作"是南北合作的重

要创新# 除了欧盟改善自身基础设施方

面的需要引发的产能合作外"中欧产能

合作的更大特点还在于双方可以结合

彼此优势"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黄薇指出"欧

盟的%容克投资计划&覆盖交通$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领域恰恰是

中国能够充分展示自身产能$技术以及

人员优势的地方"这为双方深化产能合

作提供了契机#

赵俊杰说"与传统贸易相比"产能

合作投入的成本一般较高"但一旦出成

果"合作的力度和效应显而易见# 中欧

产能合作不断扩大说明双方的经济合

作上了一个新台阶"由原来的传统贸易

合作上升到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的合

作" 这不仅有利于中欧务实合作的发

展"还将对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起到引

领和示范作用#

李克强总理此次欧洲之行预计将

签署
62

多项协议"总额数百亿美元"其

中不少涉及产能合作# 专家认为"此访

有助于双方在产能合作的 %顶层设计&

方面达成新共识"为双方今后的合作作

出新的指导和规划"推动中欧产能合作

迈上新台阶#

双边合作打造新亮点

除了推动中欧整体合作"李克强总

理此访还将深化中国与比利时和法国

的关系"打造双边合作新亮点#

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和欧盟总部

所在地"比利时在中欧关系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比利时"提出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

关系# 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问将与米歇尔

首相举行会谈"见证一系列合作文件的

签署"推动双方在金融$电信$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前驻比利时大使张援远说"比

利时在与中国经济往来方面一向比较

积极" 在欧盟内部一些涉华问题上"往

往持积极$支持$促进的态度# 中比深化

各领域合作会在欧盟形成示范作用"带

动中欧整体关系向前发展#

对法国的访问是中国总理近
32

年

来首次造访这个欧盟大国# 分析人士认

为"此访重在巩固中法政治互信"推动务

实合作转型升级"增进双方人文交流"预

计会在第三方市场产能合作$ 核能航空

等大项目合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前驻法大使赵进军说"李克强

总理此访将是一次务实之旅"当前中法

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有利于

各自的发展"有利于两国关系在更广更

深的范围内向前推进#

%中法关系是一种范例$模式# 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虽然

可能在相处过程中出现一些分歧"但只

要双方秉承加强友好$ 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合作共赢的理念"中法关系就能很

好地向前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作出应有

的贡献"&赵进军说#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希腊将就债务危机协议草案举行全民公决

!!!!!!

据新华社雅典
#

月
!$

日电*记者

陈占杰 刘咏秋+希腊议会
/0

日凌晨通

过一项议案"决定把国际债权人提出的

解决希腊债务危机问题的协议草案交

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投票将于
6

月
5

日

举行#

在议会
422

名议员中"

360

名议员

投了赞成票"

3/2

名议员投了反对票 "

两名议员缺席#除执政联盟的
37/

名议

员外" 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的
37

名

议员也投票支持该议案#投反对票的是

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以及泛希腊社会

主义运动$河流党议员等#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投票前发表

讲话说"希腊政府为达成对各方都有利

并切实可行的协议进行了真诚的努力"

债权人应对谈判失败负责#他批评德国

财长朔伊布勒和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

布鲁姆"称希腊政府将在民主的发源地

捍卫民主"而不需要朔伊布勒和戴塞尔

布鲁姆批准#

齐普拉斯称"即将举行的全民公决

不涉及与欧洲的分歧"而是要和那些冒

犯欧洲的行为划清界限#

阿尔及利亚加强与突尼斯边境地区安全防范

!!!!!!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
#

月
!%

日电

*记者 黄灵+阿尔及利亚当地安全人士

/6

日向新华社记者透露" 阿尔及利亚

已向与突尼斯交界地区增派
/522

名士

兵"加强安全防范#

这名安全人士说"阿尔及利亚和突

尼斯两国安全机构通过协调" 决定提

高边境地区的安全防范等级"防止恐怖

分子越境#目前双方对过境人员全部进

行身份核查"严防可疑人员穿越边界#

突尼斯著名旅游城市苏塞的一家

酒店
/7

日遭遇武装袭击" 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 阿尔及利亚对此强烈谴责并

表示愿意协助突方进行反恐行动#

欧委会决议起草人建议对美国监听事件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斯特拉斯堡
#

月
!$

日

电*记者 卢苏燕+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

决议报告起草人彼得,奥姆齐赫特在美

国监听法国政要事件曝光后表示"欧洲

委员会秘书长亚格兰应该以-欧洲人权

公约.为依据"对美国监听事件展开调

查#

奥姆齐赫特
/6

日在给新华社记者

的电子邮件中说"根据-欧洲人权公约.

有关尊重个人隐私的相关条款"欧洲委

员会秘书长应该启动调查程序# 此类

调查已有先例"如欧委会对美国中央情

报局在欧洲秘密监狱的调查等# 他表

示"某些欧洲国家应该承认自己曾与美

国进行情报合作#

奥姆齐赫特指出"连续曝光的一系

列监听丑闻证明了立即采取行动的必

要性"不仅要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展开调

查"而且要尽快制定有关情报工作的严

格法规"不能将政要$外交人员和恐怖

分子混为一谈"更不能侵犯普通公民的

个人隐私#

他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欧委会

议会大会夏季会议上通过的%加强对揭

秘人实施保护&的决议# 在这份奥姆齐

赫特起草的决议中"欧委会要求美国政

府允许美国棱镜项目揭秘人斯诺登安

全返回美国#

科威特民众悼念清真寺爆炸事件遇难者

+

月
*,

日!民众在科威特北部苏莱伊哈特陵园

参加活动! 悼念伊玛目萨迪克清真寺爆炸事件的遇

难者"科威特数千名民众
*,

日在科北部苏莱伊哈特

陵园悼念伊玛目萨迪克清真寺爆炸事件的遇难者"

肯尼亚举办地区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反恐

+

月
*,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左$在地区会议上致闭幕辞%肯尼亚政府于
*"

日至

*,

日在首都内罗毕举办地区会议!探讨如何应对暴

力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并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反恐"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发+

新一轮伊核问题谈判在维也纳举行

+

月
*,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法国外交部长法

比尤斯在举行新一轮伊核问题谈判的柯堡宫殿酒店外

接受记者采访" 当日!伊朗核问题六国&欧盟与伊朗在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柯堡宫殿酒店展开新一轮磋商"

热浪袭击温哥华
+

月
*,

日
-

在加拿大温哥华
-

一名女子利用街头的喷水

设施为宠物狗降温" 据加拿大环境部门检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岸地区当日最

高气温达摄氏三十度!内陆地区升至四十度" 温哥华市政府已发出高温预警!呼吁

民众外出时注意身体状况!谨防中暑" 新华社发

人权问题上美国更需要反躬自省
新华社记者 王昭

!!!!!!

美国于
/5

日再次发布 '国别人权

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评头论足!全

然不顾自己在人权问题上的斑斑劣迹%

仅过去半个月!有关侵犯人权报道

的媒体头条!美国就抢到了两次% 先有

36

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白人枪

手血洗黑人教堂惨案) 后有
/4

日!'维

基揭秘(网站及法国媒体等披露出美国

监听三任法国总统%

世人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人权记录

并非良好!尤其在种族问题上!美国更

是一个人权状况堪忧的国家%

现在的美国!虽然有一个非洲裔公

民当选为总统!但种族歧视仍是社会的

痼疾*少数族裔普遍面临就业&薪酬&教

育等歧视!处于贫困的境地)执法和司

法中种族偏向性明显!相对于其他族裔

人群!美国非洲裔更有可能成为警方枪

击的对象% 种族歧视已成为种族仇恨犯

罪的社会土壤%

查尔斯顿市黑人教堂惨案发生不

久!竟被当局认定为+仇恨犯罪(!而美

国公众&尤其是黑人和穆斯林群体则普

遍认为!此案应属于'恐怖袭击(% 这一

事件如何定性在美国引起激烈讨论!凸

显出美国社会对此类事件认知的不同

标准!也再次拷问美国的种族'平等(%

少数族裔不禁慨叹*公正与平等与他们

无关%

在监听丑闻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

侵犯他国人权更加肆无忌惮的美国%

如今的美国! 像极了英国作家乔

治,奥威尔小说-

3801

.中那个监视一切

的+老大哥(% 自
/234

年
7

月爱德华,斯

诺登曝光美国的+棱镜(项目以来!受到

美国当局监听者的名单越来越+充实(*

德国总理&巴西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此

次又爆出三任法国总统遭美国监听!恐

怕之后再出现哪位大佬的名字都不会

令人意外了吧%

法国媒体指出! 此次监听丑闻表明

美国对法国等盟国的猜忌和不信任% 法

美关系! 甚至欧美关系都将会因此受到

冲击%媒体的报道还认为!美国对包括法

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实施监听是试图在政

治&经济等各方面继续削弱&控制欧洲%

虽然美国政府高层在事发后立即

出来灭火!答应不再监听!并强调法美

关系+好得很(!法国人也在竭力压制不

满!避免撕破脸皮到+友尽(!但彼此也

都心知肚明*没有人会幼稚到轻信+不

再监听(的+美国式(承诺% 包括法国人

在内的欧洲各国都会在内心中筑起更

高更厚的防护墙!更加小心地保护自身

的安全与利益不受美国威胁%

国际人权事业中!不存在某个国家

自己认定的+例外主义(!国际社会也不

需要美国这样一个自身人权状况糟糕

的国家来充当别国人权状况的 +评价

师(%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更需要反躬自

省!摘掉种族歧视的眼镜!关掉监听别

国听筒!扣上枪支的保险!遏止住猖獗

的暴力犯罪//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周观天下

三国同日遭遇恐怖袭击说明什么
/7

日"法国$突尼斯和科威特相继

遭遇恐怖袭击" 造成
72

多人死亡"

/22

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

称对发生在科威特和突尼斯的袭击事件负

责# 面对一天内发生的这三起恐怖主义袭

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予以强烈谴责#

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尚无证据表

明"%伊斯兰国&已开始在全球发动有组

织的连环袭击"但这些事件预示着恐怖

势力伺机发动袭击的野心正在膨胀"应

引起全世界警惕#

一天三起恐袭事件

三个国家在同一天发生恐怖袭击

事件"造成严重伤亡"这种情况并不常

见"震惊国际社会#

/7

日"法国东部伊泽尔省一家工业

气体工厂内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

亡"多人受伤# 据报道"袭击者驾车闯入

工厂"点燃多个煤气瓶"致使现场发生

爆炸和火灾#警方随后在工厂附近发现

一具被斩首的尸体" 并发现激进文字#

法国当局指出"这次袭击案有着明显的

%恐怖特征&#

同样是
/7

日"在突尼斯著名旅游城市

苏塞"两名武装分子乘坐橡皮艇从%皇家马

尔哈巴&酒店的沙滩登陆"随后取出武器朝

沙滩上的人群扫射#据突尼斯卫生部消息"

袭击已造成
46

人死亡$

47

人受伤#

长期以来" 科威特被视为中东乱局

中的%世外桃源&"然而"在
/7

日的连环

恐怖袭击事件中"这个国家也没能幸免#

当天"位于科威特城市中心萨瓦比尔

区的伊玛目萨迪克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

炸袭击"至少造成
/6

人死亡"

///

人受伤#

%伊斯兰国&威胁外溢

就在这三起袭击前几天"%伊斯兰

国& 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

号召该组织的支持者在斋月期间向世

界各地发动袭击#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这三起袭击事件存在直接关联# 美国五

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说" 有关方

面正在调查"这三起恐袭事件发生在同

一天是巧合还是事先经过协调#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激进组

织研究中心负责人彼得,诺伊曼说'%我

不认为他们*三起事件制造者+相互联

络过"知道彼此的行动"或者有统一命

令告诉他们做什么# 没有证据显示"他

们经过了协调# &

尽管如此"这三起严重恐怖袭击事

件凸显了世界反恐形势的严峻#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埃德,罗伊斯指出" 三起袭击事件标志

着%伊斯兰国&的威胁已经产生了外溢

效应"其活动不再局限于伊拉克和叙利

亚"未来在中东地区$欧洲和美国"都可

能出现新的恐怖袭击#

制造恐慌气氛

西方观察家指出"同一天在三个大

洲的三个国家发生恐怖袭击"给世界敲

响了警钟#

这些恐怖袭击事件"显示%伊斯兰

国&等极端组织具有将触角伸向世界各

地的能力#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东问题

研究所副所长保罗,塞勒姆认为"%伊斯

兰国&未来可能会发起更多的袭击"%他

们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鼓动支持者制

造袭击事件&#

长期以来"%伊斯兰国&往往以无辜

平民为目标"通过制造手段残忍$影响

恶劣的血腥事件营造恐慌气氛"并利用

网络等手段四处散播"蛊惑人心#

此外" 有分析人士认为"

/7

日发生

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也可能是%伊

斯兰国&对近期在战场上失利的报复#

近两周来"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等国

的空袭帮助下"连续夺取叙利亚与土耳

其边境城镇泰勒艾卜耶德等地#

对此"%伊斯兰国&发起一系列恐怖

主义袭击"试图缓解战场压力# 该组织

/4

日在叙东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城市哈

塞克制造
4

起汽车炸弹袭击"

/5

日又在

叙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地艾因阿拉伯镇

杀害了至少
//

名平民#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 际

察观

联合国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
&'

周年纪念活动
+

月
*+

日!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旧金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纪念仪式上讲话% 纽约联合国总部与联合国诞

生地美国旧金山市
*+

日同时举行活动!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
,$

周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