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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欧洲学会 2019 年年会暨“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第十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 智库报告编译:反“碳”之战：《欧洲绿色协议》的五大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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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2019 Annual Meeting and the Symposium on
New Challenge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4, 2019, the 2019 Annual Meeting and the Symposium on
New Challenge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re held a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g FengMin, Vice President of SIES, chair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annual meeting. In the written speech 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SIES,
he thanked the members for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academic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SIES and for giving great support to the work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IES, making 2019 a fruitful year. Wu Yikang, consultant and honorary SIES
said that Europe is characterized by a new situation and there will be new challenges ahead. Ma
Tieju, Dean of the School of Business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tended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IES. Subsequently, 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listened, reviewed and approved the work reports made by Secretary General Yang
Haifeng and Supervisor Cao Ziheng from the SIES. At the academic seminar,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 carried out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as the repositioning and adjustment of the EU, the strategic decisions of the major EU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EU relations.

☞ A Review of the 10th Shanghai Youth Forum for European
Studies - New Challenge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14, 2019, the 10th Shanghai Youth Forum for European Studies
- New Challenge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as held at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Haifeng Yang, Secretary-General of SIES,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read a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u Mingqi. The President
addressed and expressed his sincere thanks to the young scholars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forum, the academic seniors who have long paid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scholars. Professor Yang FengMin, Vice President of SIE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id in her speech that the
study of Europe in Shanghai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a's useful and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China-EU and international cutting-edge issues. This forum was chair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Sun Dingdong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Zhang Ji. Twelve you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on the trend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the EU and its policy proposals, French-German leadership and its strategic orientation, as
well as China-EU relations. Professor Dai Bingran, Professor Zhang Yongan, Professor Liu Jun
and Professor Ye Jiang made expert comments. Wu Yikang, consultant and honorary SIES
summarized the youth forum. He believed that young tale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attending the forum and displaying the latest results of European studie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great vitality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 in Shanghai European academia.

☞ Thinktank Report Digest: War against Carbon: Five Priorities for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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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上海欧洲学会 2019 年年会暨“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 年 12 月 14 日，上海欧洲学会 2019 年年会暨“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学术
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及欧洲研
究所承办。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主持年会开幕式。徐
明棋会长在书面致辞中对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学会组织的各项学术和交流活动，给予学会理事
会和秘书处工作极大的支持，使 2019 年成为学会成果丰硕的一年表示感谢。他指出上海欧
洲学会作为承载学术交流使命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思想的迸发与观点的碰撞上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表示，在英国议会下院换届选举以及欧盟主要机构领导
班子更新的大背景下，欧洲的形势突出在“新”字上，会有“新”的挑战不断出现，比如欧
盟今后到底怎么对待美国对它的态度。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马铁驹教授对学会年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随后，学会会员们分别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学会杨海峰秘书长和曹子衡监事
所做的工作报告。
在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们约 60 人围绕欧盟的重新
定位与调整、欧盟主要国家的战略决策以及中欧关系发展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一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主持了研讨会
第一环节的发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张骥副教授在题为“欧盟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的定位与选择”发言中认为，当今世界的变局集中体现在权力结构、秩序结构以及观
念结构的变化。在权力层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美国霸权力量下降，欧
盟整体实力也有所下降。欧盟内部的大国权力和规范性权力都在下降。德法力量对比发生变
化，法国在新一届欧委会的组成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在下降。在秩序层面，中欧之间有一个基础性的共识，即在全球贸易中坚持多边
主义，而这是美国和中国分歧最大的地方。中欧可以在国际制度供给方面开展合作，但双方
在未来的国际秩序构建上到底是伙伴还是竞争者，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观念结构在东升西
降的情况下，反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受到的挑战。欧洲在力量下降的情
况下，可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一种更强的进攻性。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杨云珍在题为“1989-2019 柏林
墙倒塌 30 年后欧洲的经验教训”发言中认为柏林墙倒塌及新欧洲国家民主转型 30 年之后，
新欧洲出现了民主倒退的现象，老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受到了民粹主义的深刻侵蚀。欧洲内
部各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的贫富分野距离都在拉大。与全球化有关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导致了
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信任危机。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可能还会出现疏离，欧洲在不放弃美国这一
传统盟友的前提下，将寻求更独立的外交政策。中国要避免和欧洲出现冲突的态势，同时在
经济领域加大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崔宏伟研究员在题为“‘战略自主’与欧盟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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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言中指出可以从安全防务、经济主权、外交政策独立性和政治目标需求这四个方面理解
欧盟的“战略自主”。她认为“战略自主”会在新一届欧委会的政策议程与政策方式调整中
发挥指导作用。欧洲一体化分权趋势未止、法德轴心长期调整甚至分裂、安全自主建设目标
不明确以及美国战略压力增大等都将成为欧盟实施“地缘政治”政策调整和追求“战略自主”
的挑战。中欧之间的竞争性可能还会持续上升，数字与技术标准的竞争将成为焦点之一。中
欧需要在全球治理等方面保持良性互动，扩大合作领域。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欧洲研究所孙定东副教授在题为“‘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倡
议’对接及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意义”的发言中认为中欧间已有的坚实合作基础，“倡议”给
欧盟带来更多投资贸易机会、缓解欧洲投资不足，“计划”赋予中国对欧投资的制度性渠道
等都促成了“计划”与“倡议”的战略契合。交通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数字基础设施成为
双方战略对接的三大领域。“计划”和“倡议”对接中产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项目”为
核心、公私合营模式（PPP）等实践特点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伍贻康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欧盟在当前内外形势下，今后怎么走、朝什么方向走是
至关重要的问题。欧洲一体化一直存在深化与扩大的矛盾。扩大走得太快，消化工作没有做
好，带来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两德统一后也存在难以真正融合的问题。上海欧洲学会名誉
会长戴炳然教授认为两德原来差距太大，统一后带来了很多难题。柏林墙倒了，自由、民主、
繁荣等依然缺位，东西差别依然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是个好事，
我们应该看到发展与改善。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在点评
中指出，欧盟可能只有相对性的战略自主，谈论欧盟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现在来讲还为时
尚早。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陈壮鹰教授提出，需要注意德国领土上还有美国驻军以及
德国产品大量出口中东欧市场这些问题。
二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杨烨教授
主持了研讨会第二环节的发言。
郑春荣教授在题为“德国与欧盟 5G 政策走向及其影响”的发言中指出，德国国内有人
以 5G 网络的风险没有办法从技术上进行控制，而必须进行政治评估为理由，要把华为彻底
挡在德国的 5G 网络之外。基民盟莱比锡党代会上决议规定参与德国 5G 网络建设必须达到相
应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要求，相关供应商不能造成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既成事实。欧盟委员会也
已计划年底之前出台 5G 网络安全管理工具箱的政策建议。上述情况反映出默克尔的掌控力
有限、影响力在走弱，欧盟层面的审查框架虽然只具有禁令限制，但是它可能会有延伸效应，
促使各成员国加强共同行动。我们需要警惕华为事件对整个中德、中欧关系的溢出效应，进
一步炒作欧中战略展望中讲到的制度对抗。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陈弢副研究员在题为“德国‘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评析”
的发言中指出主要由西方阵营里建制派的知识精英和前官员提出来的多边主义者联盟构想，
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希望把所谓的西欧、北美以及东亚国家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起，发挥德
国全球影响力，维护多边国际机制和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存续和扩张。
多边主义者联盟的内层由所谓的理想主义合作伙伴组成，包括法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三个最
核心的国家，外层则主要从实用主义出发。多边主义者联盟针对的是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国
家。多边主义者联盟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章程、道德上的虚伪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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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看好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薛晟在题为“法国退休制度改革会带来些什么”的发言中
指出法国在 2010 年进行了一次普通退休制度的改革，但现在马克龙进行退休制度改革的时
机并不好。此次改革希望改变以往的现收现付制，虽然会解决政府的注资压力，但其负面效
应就是会颠覆一直以来法国退休制度所依赖的代际互助关系，迫使老百姓更加关注自己，造
成公众政策的个人化。面对罢工游行，处于无人可用状态的马克龙进退维谷。在一个为选举
而组成的政党当中，如果接连遭遇失败的话，会带来极大的影响。马克龙想要当欧洲的领导
人，必须先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如果国内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如何能够胜任欧洲的领导人。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在题为“英国 2019 大选后的脱
欧前景分析”的发言中认为英国议会肯定能够通过决议确定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前进行脱欧。
保守党在大选中选举战略正确，能够抓住脱欧这个英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英国民众现在
对脱欧的支持又非常明显。此次大选有被称为脱欧公投的第二版或者升级版。保守党取得了
得票率 46%、议席 365 席的大胜，同时约翰逊增强了其作为首相的合法性。保守党和约翰逊
对苏格兰是否可以公投具有决定权。
戴炳然教授在点评中认为 5G 问题被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他还认为英国脱欧对欧
盟已经不会产生新的影响，但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
长钱运春研究员在点评中认为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逐步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背景，现
在的问题是其为什么现在不能适应历史发展，没有形成灵活化、个体化的后工业时代社会保
障形式。
三
上海欧洲学会曹子衡监事主持了研讨会第三环节的发言。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尚宇红教授在题为
“2008 年以来欧盟贸易网络的变迁——兼谈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言中认为在
2008-2018 年间欧盟贸易网络总体上讲没有本质的改变，但欧盟内部贸易联系有继续弱化趋
势的，更加依赖外部市场需求。欧盟内部贸易网络去中心化特征明显，向更均衡方向发展。
英、意、法在欧盟贸易网络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其中英国更加突出。
更多的欧盟国家倾向向外发展贸易关系，不过也有中东欧等国家更加倾向欧盟内部贸易。在
欧盟对大国经贸关系里，欧中贸易得到了最大幅度的强化，即将超过欧美贸易。在欧盟在全
球贸易份额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欧中贸易对欧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高运胜教授在题为“垂直专业化分工缩小了中
欧制成品贸易差额吗”的发言中认为世界各国间跨国贸易量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则是来自于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当前贸易急剧衰退也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经济周期波
动息息相关。中东欧拥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入的成本也较低，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17+1 合作”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增长迅速。
中国通过在中东欧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等方式，通过加工组装等方式出口欧盟、甚至返回
中国市场。中国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制成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实施针对性扩大
出口欧盟策略，提升贸易多元化水平，并通过对欧盟投资提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郭毅教授在题为“中国、欧洲和世界：新经济和老产业融合中的
问题和挑战”的发言中认为中国政府的 2025 产业发展规划，显示了中国谋求未来国际产业
竞争力的导向和意图。但中国产业的技术开发和转化根基薄弱，中国工业制成品和设施的制
造必须依靠全球化经济的支撑，比如来自德日等工业先进国技术和产品。反全球化和孤立政

欧洲观察|2020.01

- 5 -

策以及美欧澳右翼政党上台执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依赖原有的全球化格局。一个有助于摆
脱困境、令人鼓舞的前景可能来自新经济。不过新经济主要起到赋能和强化经营效率的作用，
不能取代传统产业。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文学系系主任陈琦副教授在题为“‘后脱欧’时代中英关系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发言中认为英国在二战之后一直陷入一种迷茫，在作为中等国家的英
国如何继续发挥一流的国际影响力，以及英国有没有必要争夺所谓的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影
响力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内部共识。中英关系在脱欧之后该怎么走？英国对中英经贸合作
的成长性抱有期待，但又因一些敏感问题导致中英政治互信受损。脱欧其实给中英关系注入
了新的活力，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创造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应该有更强的自信和能力
引导中英关系的发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张永安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贸易是两国关系
的压舱石，离开贸易谈两个国家关系的走向是不正确的。贸易关系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平衡就
是健康。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发生了分化，老成员更多关注全球市场份额问题，而
新成员则非常依赖统一大市场。“17+1”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要看能否给
中东欧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方晓秘书长在点评中提出，欧洲在数字经济
领域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德国、意大利等国也具有比较领先的装备生产技术，中欧在这些
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的潜力巨大。伍贻康研究员认为英国脱欧后将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包括如
何处理北爱边界问题以及英欧、英中以及英美关系，上述各方不会在谈判中对英国轻易让步。
（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相关发言根据会议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本人复核确认。）

“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
第十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2019 年 12 月 14 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第十届上海欧
洲研究青年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徐明棋会
长的书面致辞，他对踊跃参加论坛的广大青年学者、长期关注和支持青年学者发展的学界前
辈，以及热情承办此次论坛的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表示衷心感谢。学会副会长、华东理
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地区的欧洲问题研究将有力促进中国
对中欧以及国际前沿问题的有益探索。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孙定东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张骥副教授分别主持论坛交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的十二位青年学者和学生
围绕欧洲一体化走向、欧盟面临的重要议题及其政策主张、法德领导力与战略取向、中欧关
系等作主题发言。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委员
会主任张永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叶江研究员作专家点评。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对此次青年论坛进行了
总结，他认为这次论坛上来自上海各大院校的青年才俊济济一堂，各自发表了对于欧洲研究
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现了上海欧洲学界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曹亮发言的主题是“欧盟的内部分化
和对欧盟未来走向的影响”。通过对欧盟在安全问题、美国因素、内部经济情况以及对俄、
对华政策上分歧的宏观分析，他认为欧盟内部的分化只是延续了之前的问题，不会造成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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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体。德法轴心间的分歧会减弱欧盟内部的凝聚力，限制其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导致将来在与美俄中的博弈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生张凌萱根据合作霸权和合作领导的理论框架讨论了法德
领导力。在处理欧债危机时，法德两国表现出了良好的领导力，通过财政契约促成了欧元区
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但在随后的欧元区改革议题上却是失败的。法国犹如一个光杆司令，有
心无力。德国虽有能力，但并没有心思去推进。这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是两国内部都有自
身考虑，并且立场与侧重点都不相同；第二是两国都被欧盟内的其他事务牵扯其中；第三是
欧盟其他国家也存在着有意不追随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王玏发言的主题是“从技术官僚到政
治官僚：欧洲中央银行政治化研究”。在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正在从一个刻意孤立、高
度独立以及隐蔽的技术官僚机构转变为强大的政治角色。欧洲央行的政治化通过两种途径对
欧洲一体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是法律，如政策工具箱、一系列的常规与非常规的政策；
第二是危机，在应对欧洲困境时，欧洲央行是处于领导的地位。从长期来看，未来央行将承
担起恢复市场信心、复苏市场经济，以及促进一体化不断深入的重要责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姚乐探讨了“去一体化背景下的欧洲防务一
体化”问题。在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并且去一体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的背景下，
欧盟在防务安全一体化的进程却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突破。这其
中可能存在的动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整个欧洲对安全的认知和定义发生了变化。欧
盟开始强调对自身的安全保护，尤其强调有原则的务实主义；第二是欧洲不同步的一体化模
式给了不同成员国体现各自国家偏好的空间，而且也允许了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在统一框架下
共存的可能性，这反而推进了防务一体化的发展；第三是在欧盟层面“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
事”成了很多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模式；第四是在务实主义导向之下，庞大的专家技术网络起
到了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黄郑亮介绍了欧盟人工智能的发展。
从总体来看，欧盟的第一个优势在于创造了为人工智能培育和发展的环境，第二个优势在于
欧盟走了一条发展与治理并行的道路。欧盟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把自身长期
所秉持的价值观，包括开放、保护、多元并行等融入人工智能发展中。此外，欧盟发展的劣
势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算力的落后以及因数据保护无法提供足够的算法动力文本。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江思佳发言的主题是“欧洲在全球环
境谈判中的一致性思考”。一致性是欧盟在全球环境谈判中的重要因素。影响一致性的因素
主要包括成员国的立场、欧盟层面行为体的推进以及欧盟外部环境的限制作用。通过对哥本
哈根气候大会的实例分析，可以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以通过相互促进使得欧盟在政
策领导决策上更有抱负。当外部的谈判环境变得不利时，由于拒绝协定的政治成本增加，成
员国会倾向于形成统一立场进行发声，此时欧盟就被赋予了潜在的自主权，促成谈判桌上协
定的最终达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生王琨围绕“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影响”
发言。她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在基于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强调维护平民利益和民族利
益同时又反精英、反权威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难民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促
使欧盟不断完善自身的避难体系比如引入对边界临时管控、加快难民遣返和转移措施等。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未来欧洲一体化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削弱欧洲“多元一体”的传
统价值观，第二是降低欧盟的行政效率，第三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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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硕士生钱蔚玲发言的主题是“当前难民问题最新形势影
响下的欧盟难民政策发展探析”。新一届的欧盟领导层将受到极右翼民粹势力的巨大压力，
在接下来的难民问题上会趋于保守，进一步收缩难民政策。总的来说，欧盟未来的难民政策
有三个走向。第一是欧盟会加强与外部国家在边境安全、难民接纳遣返、海上安置等方面的
合作；第二是欧盟会致力于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管辖、执法等方面的协作；第三是欧盟会计划
改革难民和移民的接受制度，如在 2020 年出台新的移民和难民协定，对《都柏林协定》进
行全面改革等，以此细化成员国责任分担，增加难民接受额度的分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孙贝芸围绕“欧洲议题在法国的政治化及其
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政治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是议题的显著性，
第二是相关辩论的参与者范围扩大，第三是参与者之间产生对立立场并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
阵营。就法国来看，从最初的“舒曼计划”、《罗马条约》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其在一
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欧洲对法国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化。从 1992 年
以来，欧洲议题在法国的政治化并不是精英共识到大众冲突，更准确的是从精英共识到低强
度的精英冲突，再到 2017 年的高强度精英冲突。对欧洲政策的不满进而引发对欧盟政治性
质本身的辩论和对欧盟政治合法性、民主赤字等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已经在法国国内有所
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苟利武发言的主题是“拉脱维亚族群
结构变迁与‘非公民’问题的形成”。1940 年拉脱维亚被并入苏联后，大量非拉脱维亚人
的迁入对拉脱维亚的族群结构造成了巨大改变。1991 年 8 月 22 日拉脱维亚独立后推出了严
苛的国籍法，这直接造成了 70 多万的俄罗斯人成为了“非公民”。如今拉政府面对这些“非
公民”采取了三方面的对策：第一是加强了波罗的海国家的联合；第二是依赖于北约；第三
是欢迎侨民回归本国。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倪晓姗发表了对“德国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新动向”的
看法。2014 年的《慕尼黑共识》和 2016 年的《安全白皮书》都表明了德国正在向积极有为
的安全政策靠拢，以谋求在国际政策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新任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
兰普-卡伦鲍尔认为，首先德国应该明确自身利益安全的态度；其次是承担共同的欧洲安全，
并且在德法双马并行的过程中，德国更应该充当领导的作用；最后在英国是否脱欧的议题上，
她提出了第三种模式，也就是在安全问题上，由德国、法国、英国作为欧洲的领导力量进行
处理。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博士生程凯发言的主题是“容克计划与中国机遇”。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上台后，提出了“容克优先计划”。其核心包括：第一，建立种子基金，主要目
的首先经过公有的 160 亿的长期投资，以及中小企业 50 亿的投资，共同撬动 750 亿的投资；
第二，在项目筛选上有明显的优先投资，这样能够快速促进欧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投资
项目；第三，消除投资障碍，改善欧洲的投资环境；第四，消除欧洲各国经济部门之间的管
制壁垒，实现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容克计划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启示主要有：提高
投资质量、投资规模以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财政金融体系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点评中指出，过去对于欧洲一体化有可能期待过高，
现在必须定位清晰、目标清晰。其次，在讨论欧洲一体化时，必须理清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
利益共同点和分歧。从短期来分析它当前面临的问题，从长期来判断未来的趋势。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张永安教授在点评中提出“我们怎么看待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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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合需要一个凝聚的东西，那就是经济合作。对国别和欧洲一体化研究，应当注意经济利
益是国家间关系的凝聚力。研究问题必须抓住出发点和归结点。围绕着国家利益、国家政策
的制定，然后去出谋划策。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在点评环节中指出，此次青年
论坛发言内容涵盖了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问题，谈的都非常具体，可以欣喜地看
到上海欧洲研究后继有人。他建议在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可以不要谈很大的问题，从一些小
问题入手研究，同时也应注意欧洲研究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到中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叶江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首先在一定意义上，
上海研究欧洲的年轻学生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或者抓住了今天欧洲发展的方向，他们对于欧
洲一体化的理解包括对欧洲的理解已经在不断的深化。其次，这种深化不仅体现在选题上，
更包括了对选题内容的思考。他们的研究路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非常独到。最后，年
轻人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有些虽然抓住的并不是欧盟主流方向上的问题，但又显示出
了主流发展的方向，这都说明了上海研究欧洲的青年学者前途无量。
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对青年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欧洲研究人员也一定会有新陈代谢。今天欧洲学会的队伍可以说大有希望、后
继有人，这让人精神振奋。另一方面，上海对前沿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写系统性、理论
性这方面的文章还要进一步努力，这是一个攀高峰的问题。有三点建议供参考：第一是找准
题目的切入点；第二是把争论内容同时要把分歧讲透、抓准；第三是加强问题意识和对争论
性问题的挖掘。（祝轶晨，上海欧洲学会）

智库报告编译

反“碳”之战：《欧洲绿色协议》的五大优先事项
对于欧盟能源转型之路而言，2019 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绝大多数的欧盟成员
国都致力于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随着欧盟理事会将于 12 月 12 日宣布对大型施工工
地工业转型给予经济上的资助与支持，将会打消欧盟成员国如波兰等最“负隅顽抗”的几个
国家的疑虑。此举也将大大提升实现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欧盟成员国针对碳中和目标几乎达成共识象征着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大突破，而这
在几个月前仍是虚无缥缈、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将极大地促进欧盟各成员国在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方面所做的努力，促使所有参与者在电力、建筑、交通、工业及农业方面都扩大应有的
作为。
《欧洲绿色协议》于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执掌欧洲委员会百天之后颁布，旨在快速、
跨领域及从根本上达成碳中和目标。其中提出了五大优先事项：
一加速提供能源利用效率
2018 年 11 月，欧盟提出：相比 2005 年的碳消耗水平，至 2050 年之际各成员国至少减
少三分之一的碳能源消耗，削减程度最高可达 50%。自 2014 年始，欧盟的能源消耗节节攀
升，主要源于改造速度缓慢的房屋建筑领域及日益拥堵的交通，其中交通方面，大型车辆喜
人的销售成绩反而加剧了碳排放的速度。上述种种原因使得 202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无法
达成。此外，针对《2030 能源-气候》的研究分析显示，欧盟各成员国制定的碳排放目标与
欧盟标准差距高达 32.5%。对此，欧盟提出要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出一揽子计划：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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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制定商品的能源利用效率标准、落实促进循环经济的各项措施、建立新建建筑的能源
排放标准、对已有房屋建筑的改造提供经济支持等。
二、2040 年完全实现零碳产电
据数据显示，2018 年欧盟生产的电力中 54%来源于无碳生产。但是，欧盟的核反应堆
（占总生产电力的 25%）平均寿命长，目前仅有 4 个正在建设的核反应堆。欧盟提出必须出
台适宜的投资计划，以建造更为安全且具有竞争力的核反应堆。此外，针对核废料的处理也
需加快研究的步伐，提出更多可替代的措施。
三、促进产业联通、鼓励实验及创新
目前，欧盟电气化的程度在 25%，欧盟各成员国已达成共识：要将电气化的程度提升一
倍，升高至 50%。但实现电气化具有其局限性：由于要配备输配电网，成本可能激增；用电
高峰期需求激增导致投资成本过高等。欧盟计划在 2030 年后对能源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
终极目标是在工业和交通领域大量推广无碳氢，确保季节性用电。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和地区
在制无碳氢方面步骤有所区别，因此，应加大投资试点项目，扩展其规模，最终降低成本。
四、实行准确且具有前景的能源转型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
转型为低碳社会的成本极高，但假如毫无作为，欧盟未来付出的代价将会更高。尽管
在税收事务上权力有限，欧盟仍可以发挥促进作用。特别是欧盟需要修订 2003 年《能源税
指令》，要求所有成员国终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并将环境因素和公平因素纳入国家计划。
同样，必须通过为下一个 2021-2027 预算创建一个公正的过渡资金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来确保
更强有力的燃煤排放承诺。
五、推动“气候外交”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盟不断推动其脱碳进程，相比起各邻国二氧化碳的边缘价格将会
不断攀升。在一个或多或少必须进行保护自我经济的全球化环境中，欧盟无法成为完全无碳
的“孤岛”。一些低碳的资源不能以低于欧盟范围自我生产的价格进口。因此，欧盟必须深
化与各邻国的关系，鼓励邻国落实本国的能源转型政策。
作者：Marc-Antoine、EYL-MAZZEGA、Carole MATHIEU
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
资料来源：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eylmazzega_mathieu_green
_deal_2019.pdf
智库来源：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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