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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9月5日电 默克尔 6日
将抵达北京，开启她作为德国总理的第
12次中国之行。除北京外，她还将到访
武汉。

一个欧洲重量级国家的总理，在任
14 年以来先后 11 次到访中国，实属罕
见。多次“深度中国游”，体现的是中德
高层之间的频繁互动，也是两国关系在
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的印证。

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这一次与默
克尔组团来华的有“庞大的企业家代表
团”。他们将与默克尔一同考察中国企
业、拜访高校，寻求两国在自动驾驶、智
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互利合作。

先看自动驾驶领域。中德双方2018
年在柏林举行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后曾
达成协议。两国共同签署了《关于自动网
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合意向声明》。

《声明》具体内容包括：推动国际统
一标准的制定及应用、促进相关技术要
求统一、促进两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
及基础设施数据共享、健全智能网联汽
车法律法规、推动制定国际统一的无线
电频率解决方案、就通信技术统一及互
操作解决方案交换信息等，共同推动两
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德国的车企当时分别认领了在中国
的合作伙伴：戴姆勒选择了清华大学、宝
马选择了百度、奥迪则选择了华为。

这次默克尔率团来华，或将继续推
进两国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

一汽集团全球前瞻设计中心总经理
张志刚近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在互
联网汽车方面的思维和创新暂时超前，
而德国在汽车整车制造方面历来世界领
先。如果能把中国的创新创意与德国在
工业制造方面的严谨态度结合起来，将
给整个汽车业发展带来焕然一新的面
貌。

再看智能制造领域。德国政府 8年
前提出了“工业4.0”概念，成为各国工业

界对标先进的标靶。
按照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的预

估，到2020年德国企业每年向“工业4.0”
相关技术投资将达 400亿欧元，包含工
业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虚拟现实
等多项“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几年来，博世、西门子等企业已经初
步实现了智能制造，打造出“工业4.0”的
样板工厂。

与此同时，中国智能制造前进的脚步
持续加快。每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
国都有大量企业赴德参展、学习。一些中
国企业如华为、海尔已成为行业龙头，他
们推出的智能制造平台将成为未来智能
制造领域的“大脑”；还有不少中国制造企
业供应的传统关键零部件，将成为未来智
能制造不可或缺的“筋骨”。

另外，中国企业近年多次对德国先
进制造企业发起并购，如美的收购德国
智能机械产业巨头库卡、三安光电收购
德国照明巨头欧司朗、福建宏芯基金收
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等，后两者的
收购遭德国政府叫停。

默克尔此次来华，中德双方势必就
进一步相互开放市场进行沟通。中国承
诺扩大开放，为德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
市场提供了广大机会。同时，中方也希
望德国把中国企业视作可靠的贸易伙
伴，把竞争心态转化为共同发展进步的
合作动力。

最后看人工智能领域。中德两国均
已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
高度进行布局深耕，以抢占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

中国把人工智能视为科技发展的重
要前沿，并提出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
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2018年 11月，德国政府出台《人工
智能战略》，计划在 2025年前投资 30亿
欧元推动德国人工智能发展。默克尔

说，德国的目标是让“‘德国制造’也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品牌”。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
赞尹军告诉记者，德国对人工智能领域
的布局和理念非常超前，而中国目前的
人工智能发展在政策牵引力和应用市场
方面优势明显。双方在这一领域合作前
景广阔。

今年 4月，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在上海成立了中德人工智能合作中心和
中德人工智能加速孵化中心。中德双方
将在人工智能和增强现实等领域展开全
方位、深层次合作，通过技术合作与创
新，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这三方面只是近年乃至未来中德合
作的一小部分，却是中德关系在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高水平发展的缩
影。眼下，中德合作已达到前所未有的
深度和广度，双边关系的发展为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今天的中德关系持续互利共赢。按
照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德
2018年双边贸易额近 2000亿欧元。德
国连续 43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
伙伴地位，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德国全
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华实际投
资2018年增长近140%。

今天的中德关系持续理性务实。两
国间平等对话，对话合作机制达到70多
个，日益增强双方政治互信、增进彼此理
解和支持，不断达成新的广泛共识。

今天的中德关系持续着眼未来。面
对当前国际新形势，中德两国正逐步加强
中欧层面以及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
际组织和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共同
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
主义和单边主义，在维护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等领域继续合作。
舆论普遍认为，今天中德关系的重

要性早已超出双边范畴，两国的合作效
应“一加一远大于二”。

第十二次访华 默克尔主推哪些合作

□新华社记者 顾震球 梁希之
继 3日被英国议会下院夺取议会议

程控制权之后，力主在10月底“脱欧”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再遭打击：4日，议会下
院表决通过旨在阻止约翰逊的保守党政
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并否决了约翰
逊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

由于约翰逊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得到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9月3日才结束
夏休复会的议会将于9月第二周再次休
会至10月14日。届时，英国距“脱欧”最
后期限仅有约两周时间。府院之争将把

“脱欧”推向何方，备受舆论关注。
斗法谁占上风

约翰逊8月末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得到
女王批准，使得议员在“脱欧”问题上行使
权力时间仅剩约两周时间，“无协议脱欧”
可能性大增。然而，在9月3日复会后的
关键一周，议会下院在与约翰逊斗法中连
出重拳，致后者两天内连遭重挫。

英国议会下院 3日通过动议，从约
翰逊手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4日，英
国议会下院通过法案明确要求，如果英
国和欧盟在“脱欧”截止日期 10月 31日
之前未能就“脱欧”问题达成协议，首相

必须向欧盟致信请求延期“脱欧”。
约翰逊称这一法案为“投降法案”，

指出在“脱欧”谈判中英国政府的手脚将
因此被束缚。不甘受挫的约翰逊随后提
议在 10月 15日提前举行大选。但在反
对党工党多数议员离席不投票情况下，
提前举行大选动议最终遭到下院拒绝。

为何遭受挫败
分析认为，前几天还宣称“不想要提

前举行大选”的约翰逊之所以打出“提前
举行选举”这张牌，实乃“脱欧”梦想在议
会下院遭到粉碎后的无奈之举。

作为仅靠保守党全国十几万党员选
出来领导议会少数派政府的首相，约翰
逊在政府与议会的斗法中明显底气不
足。包括前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
内的21位保守党议员冒着被开除党籍、
葬送政治前途危险，临阵倒戈，在议会下
院表决中与反对派站在一起，将这位新
任保守党党魁推入连遭失败的窘境。

4日，在议会下院就约翰逊提前举行
大选动议进行表决前，反对党工党领袖
杰里米·科尔宾指责约翰逊在“玩一场不
诚实的游戏”以迫使英国“脱欧”。经他
呼吁，多数工党议员离席未参与投票。

这一动议终因支持提前举行大选票数未
达到规定所需（全部 650名议员中三分
之二以上票数）而被否决。

“脱欧”前景如何
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

果揭晓后，戴维·卡梅伦和特雷莎·梅两
位首相先后下台。围绕“脱欧”议题，英
国政府与议会一直打得不可开交，但“脱
欧”的航船下一步将驶向何方至今仍不
明了。英国媒体分析说，截至目前，最终
结果仍存在从“无协议脱欧”到不“脱欧”
的种种可能性。

距英国政府与欧盟确定的“脱欧”截
止日期10月31日已不遥远，离英国议会
再次休会也只有寥寥数天。保守党政府
与议会下院正加紧出招，争取施加更大
影响。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选项的约翰逊
没有放弃努力。4日晚，他暗示将在议会
继续提出提前举行大选动议，并呼吁反
对派议员给予考虑。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外孙、保守党
议员尼古拉斯·索姆斯在 4日议会表决
后表示，“脱欧”是他一生中遇到分歧最
大的问题，“脱欧”之困使英国的国际影
响力“犹如自由落体一般”急剧下降。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闫洁）伊
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4日宣布
释放伊方所扣押英国籍油轮“史丹纳帝国”
号7名船员。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说，欧洲方面还
有两个月时间挽救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方准备停止履行协
议更多条款。

提“人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4日告诉伊

朗国家电视台，伊方正在推进涉及“史丹纳
帝国”号的“司法程序”，基于“人道政策”，伊
方准许这艘油轮的船长放部分船员回国。

伊方 7月 19日扣押“史丹纳帝国”号，
船上有 18名印度籍船员、3名俄罗斯籍船
员、1名拉脱维亚籍船员和1名菲律宾籍船
员。伊朗多家媒体报道，这艘油轮通过扼
守海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时，与一艘伊朗渔
船相撞并造成损失，但“无视”渔船发出的
求救信号。渔船因而向伊朗港口与海事组
织报告，港口与海事组织随后向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通报，革命卫队指示“史丹纳帝
国”号驶往阿巴斯港接受调查。

油轮运营方、位于瑞典的斯特纳布尔
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霍内尔 4日确
认“史丹纳帝国”号 7名船员将获释，正等
待伊方发布放人日期。除获释的 7人，其
余16名船员仍将待在油轮上。

留时间
宣布释放船员同一天，伊朗总统鲁哈

尼说，他认为伊方与欧洲方面不大可能在
4日或 5日就挽救伊核协议达成一致，“欧
洲方面还有两个月时间来履行承诺”。鲁
哈尼先前一度威胁在5日前迈出减少履行
协议承诺的第三步并公布具体细节。

为挽救伊核协议，伊方正与欧洲方面
磋商保护伊朗利益的具体方案。鲁哈尼 4
日说，双方的对话正“向前推进”，尚未达成
共识。

鲁哈尼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
伊方准备好停止履行协议更多条款。按照
他的说法，第三步将是伊方就停止执行协
议条款采取的“最重要一步”。

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3
日确认，法国提议年底以前向伊朗提供信
用贷款，以换取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全部
条款，但前提是得到美国政府认可。

府院之争将把“脱欧”推向何方

伊朗将释放

所扣英籍油轮部分船员

日本一电车与卡车相撞

死伤35人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5日上午发生一

起特快电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
1名男性死亡、34人受伤。这是9月5日在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拍摄的事故现场。

新华社记者马曹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