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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9月13日电 中国、德
国、欧盟领导人将于 9月 14日通过视
频方式举行会晤。对于这场重要会
晤，各方期盼已久。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面临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面对日益严
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和欧盟将通过此
次会晤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
义和自由贸易，发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与繁荣的积极信号，为后疫情时代世
界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

团结协作抗疫的两大伙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全

球经济社会运转遭到严重冲击，引发
复杂、动荡的局面。面对巨大困难，中
国与欧盟密切合作，互帮互助，彰显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

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刻，
欧洲多国向中国捐赠抗疫物资，欧洲
民间也通过音乐会、义卖募捐等多种
形式为中国提供了宝贵支持。此后，
疫情在欧洲迅速蔓延，中国也感同身
受，筹集大量物资驰援欧洲各国，毫无
保留地分享抗疫经验，先后派遣多批
医疗专家组深入意大利疫情最严重地
区协助抗疫。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
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欧盟各国
在与中国的抗疫合作中没有受阴谋论
与反智主义等杂音影响，而是秉持科
学务实精神，这才是面对全球性挑战
应有的态度。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及欧盟 27
国驻华大使曾联名发表文章说，面对
疫情，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协作。全
球事务中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需
要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

推动发展繁荣的两大市场
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

共同推动科学有序复工复产，拉动后
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成为中欧两大经
济体共同关心的话题。

当前，中国企业正努力维持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疫情发生
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逆势上升，截
至 7月份已连续 3个月每月开行超千
列，为保障疫情下中欧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物流畅通和物资供应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国携手抗疫的

“命运纽带”。
希腊《每日报》说，中远海运集团

提升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竞争力，
亚洲通过海路运往欧洲的许多货物在
此中转，这增强了该港抵御疫情冲击
的能力，其吞吐量下滑幅度小于其他
欧洲港口。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年内完
成。双方将承诺进一步相互开放市
场，为双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的贸
易投资环境。这对全球经济无疑将是
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辜学武指出，中欧产业界眼下在5G网
络建设、工业 4.0与数字经济结合、大
健康领域、绿色环保领域、非洲投资建
设等方面有不少合作项目。中欧在产
品、技术、市场方面相互合作，取长补
短，这有助于重新构建因疫情和美国
发动贸易战而出现断点的全球产业
链，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支持多边合作的两大文明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 45周年，

双方高层交往频密。在电话交谈、视
频会议以及线下会面等互动中，双方
均表示，愿共同维护世界多极化、支持

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捍卫自由贸
易、深化全球治理合作。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8 月 30 日
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演讲时
指出，单边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成为
国际多边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中
国视欧盟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
要力量，愿与欧方共同维护多边体系
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捍卫公平正义和
国际秩序。”

近年来，在伊朗核问题和美国退
出《中导条约》等国际热点问题上，中
欧开展了密切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发挥了有力作用。

今年 7 月，德国开始担任欧盟轮
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表示
要引领欧盟与中国多对话、多合作。
德国政府近日发布外交政策指导性文
件《印太政策：共同塑造 21 世纪》，这
份72页的文件59次提及中国，指出与
中国在不同领域合作互动的潜力和机
会，包括清洁燃煤、防止核扩散、强化
联合国作用、高校教育等。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8月底同王毅
会谈时表示，法国希望同中国一起推
动马赛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和昆明《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取得成功，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展
现法中维护多边主义的榜样作用。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
尔克尔·恰普克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
台以来，单边霸凌行径愈演愈烈，在打
压中国企业正常经营的同时也在打压
欧洲企业，例如“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欧洲也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
受害者，欧盟与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
上有着共同利益。

中欧互利共赢引领后疫情时代合作

□新华社记者 陈鑫邹德路
阿富汗政府、阿富汗塔利班以及

该国其他派别 12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开始和平谈判。分析人士指出，阿
政府和塔利班开启面对面谈判本身就
是一个重要进展，但双方立场存在巨
大差异，谈判恐难一帆风顺。

谈判是唯一选择
参加和谈的阿富汗政府代表团由

前情报局局长穆罕默德·马苏姆·斯塔
尼克扎伊、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代理外交部长穆
罕默德·哈尼夫·阿特马尔等组成。塔
利班代表团由宗教学者谢赫·阿卜杜
勒·哈基姆、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
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等组成。

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
杜拉在谈判启动仪式上表示，双方必
须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在阿富汗实
现和平，“规划所有阿富汗人接受和支
持的新未来”。阿代理外长阿特马尔
说，停火问题将是和谈的第一个议题，
希望谈判开启后，阿富汗国内暴力活
动能够显著减少。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在
谈判启动仪式上强调，停火和开启谈

判是结束阿富汗冲突的唯一途径。
《阿富汗时报》12日发表社论指出，

军事手段已被证明无法解决阿富汗的
许多关键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
有通过谈判。无论过程有多么曲折，谈
判都是阿富汗前进的唯一选择。

阿富汗塔利班此前一直拒绝与阿
富汗政府直接对话，称阿政府是美国
的“傀儡”。根据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方
面今年 2 月底达成的协议，阿富汗政
府应释放 5000名塔利班在押人员，塔
利班则保证释放 1000 名被扣押的政
府人员。但由于阿政府与塔利班存在
分歧，双方交换在押人员的进程多次
中断，导致本应于 3 月启动的对话一
再推迟。

和平仍道阻且长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政府和塔

利班之间开启首次面对面谈判，为通
过政治途径结束该国持续近 20 年的
冲突带来希望。但此次和谈是在美国
全力施压下才艰难启动的，阿富汗政
府与塔利班之间在诸多核心问题上的
分歧依旧严重，因此谈判将面临不少
困难，阿富汗和平前景仍不容乐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6 年竞选总
统时曾承诺，如果他当选，将从阿富汗

撤军。随着今年 11 月美国总统选举
临近，特朗普急于展示在阿富汗问题
上取得的外交成果。因此，最近几个
月来，美国持续对阿富汗各方施压，力
促阿内部对话尽早启动，以便为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兑现特朗普竞选承诺
创造条件。

然而，在永久停火、政体选择、宪
法改革、权力分配、塔利班武装人员未
来去向以及女性和少数族裔权利保障
等诸多问题上，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
之间分歧巨大，双方在谈判中都不会
轻易让步。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专家迈克
尔·库格尔曼认为，指望阿富汗政府与
塔利班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是“不现
实”的，这种谈判通常会持续多年。

《阿富汗时报》发表社论称，由于
塔利班试图推行神权统治，说服塔利
班接受民主共和制政体将是一个棘手
的问题。

阿富汗《永恒日报》总编辑汗·穆
罕默德·达尼什朱认为，塔利班内部也
存在分歧，就算那些身处多哈的塔利
班成员同意与阿富汗政府和解，还是
会有一些塔利班指挥官反对和平进
程。

阿富汗和谈启动 和平难一蹴而就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郑昊宁）英国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2日说，为维护国家“领土完
整”，英方近日公布的一项法案有其必要性，欧洲
联盟不应“威胁”英方。

约翰逊指英国政府 9日公布的“内部市场法
案”。英国议会拟 14 日讨论这份法案。依据法
案，如果其中条款与“脱欧”协议中的退出协议或
有关英国北爱尔兰特殊安排的内容不一致，以法
案条款为准。

欧盟方面认为英方试图以国内立法改写“脱
欧”协议，新法案中涉及英国北爱尔兰的条款凌驾
于“脱欧”协议之上，因而与英方紧急磋商。

约翰逊 12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
章，称欧盟正在对“脱欧”协议作出“极端解读”，今
后甚至可能在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海上设置“硬
边界”，对英国英格兰等地运往北爱尔兰的商品征
收关税，包括食品，形同“食品封锁”。

他向欧盟喊话：“我们从来没有真的认为欧盟
将用一份以诚意达成的协议来封锁英国的一部
分，将它切除，或者威胁破坏英国的经济和领土完
整。”

同一天，约翰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让
欧盟把他们的威胁从（谈判）桌上拿走……让这部
法案通过，支持我们的谈判人员，保护我们的国
家。”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10日
紧急赴英磋商后说，英方公布的内部市场法案严
重损害双方互信，法案一旦获得议会通过将严重
违反国际法，危及双方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新一
轮未来关系谈判。

英国国内方面，执政党保守党内部及一些反
对党人士同样对这部法案发出反对声音，认为它
有损英国遵守规则的国际形象。保守党籍议员托
比亚斯·埃尔伍德12日说，法案“有损英国形象”，
他“不能支持”。

尽管与欧盟分歧巨大，英国方面多次说，仍致
力于 10月 15日以前达成“脱欧”后的英欧贸易协
议，双方将按计划下周在布鲁塞尔继续磋商。

英国将于今年12月31日结束“脱欧”过渡期，
若无法达成协议，英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将回到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届时，双方将重新实
施边检和关税措施，贸易成本将增加。

9月12日，在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一家
玻璃制品厂的工人烧制玻璃制品。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8月4日大爆炸造
成贝鲁特大量建筑物受损，许多建筑物玻璃门窗
毁坏严重。爆炸过后，很多玻璃废品被回收再利
用。 新华社 比拉尔·贾维希 摄

爆炸过后
黎巴嫩玻璃废品回收再利用

约翰逊捍卫

“改写”“脱欧”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