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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平凡

环球热点

王松宇

“正当其时。”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总法律顾问于腾群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如此评价此次论坛。
他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
断深化，中国企业涉外商事纠纷不断增
加。因此，建立一套适合“一带一路”建
设特点，公平、合理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
机制和机构，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
方提供更加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纠纷解
决方案，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建设呼唤国际法律制
度支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
孔庆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虽
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
建共享”等理念，然而制度安排和国际规
范层面尚付之阙如，因此此次论坛得到国
际社会积极响应。
坦桑尼亚外交与东非合作部法律事务
司司长卡罗琳·齐佩塔表示，法律合作和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
环，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对话，也有利于
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包括亚、欧、非等众
多国家，各国的法治水平差异大，法律体
系也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包括在文化传
统方面，如何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形成
秩序以及约定共识，已经成为‘一带一
路’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诉求和现实关
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中国法学
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王俊峰说。
7 月 3 日，“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
论坛发表共同主席声明称，国际法治是捍
卫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张雪飞

凝聚共识 恰逢其时

邢建桥

“规则和法治既是‘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通
行证，也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的安全
阀。”7 月 2 日，在“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
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主题演
讲，引发与会代表热烈讨论。
论坛期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40 多个国家
和 10 多个国际组织的 350 余名政府官员、国际组织
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代表，围绕“共建
‘一带一路’：规则与协调”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达
成广泛共识。

非 洲 联 盟（非 盟）
第 31 届 首 脑 会 议 2 日
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
瓦克肖特闭幕，与会代
表对中国提出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给予高度评价。
谈到加强构建中
非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时，摩洛哥外交与国
际合作大臣布里达表
示，当前，广大非洲
国家与中国在经济发
展、安全与稳定、气
候变化等诸多领域都
面临着共同挑战，应
通过沟通与协作共同
应对。中国与非洲的
友好合作关系着眼于
未来，不断向前发
展，中国对非洲的大
力支持对非洲提升应
对各项挑战的能力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苏丹前外交部长
伊斯梅尔表示，已建
立 18 年的中非合作论
坛机制是中非双方在
众多领域长期合作的
重要成果之一。
他说，中国始终
坚持不干涉内政，从
支持非洲国家摆脱殖
民统治、追求独立与
自由，到帮助非洲大
陆提升教育、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能源等领域的
发展水平，中国一直
是非洲国家值得信赖
的朋友与合作伙伴。
他强调，非洲国
家希望通过中非合作
论坛这一平台，继续
开展长期共赢的对华友好合作，共同推动世界和平
与稳定，改善人民生活，构建美好未来。
非盟法律事务官员娜米拉·纳吉姆表示非常期待
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她说，中国与
非洲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对非投资不断
增加。她期待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
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让非洲国家更好
地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实现共同发展。
赤道几内亚驻非盟使团负责贸易的官员莫伊塞
斯·姆巴·恩查马说，在非洲国家和人民眼中，中国
不仅是朋友，更是地球另一边的兄弟。
他强调，中国提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并付
诸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合作方式。
中国与非洲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离不弃，中非
真诚合作是非洲合作伙伴关系的榜样。
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非常契合当下国际环
境，因为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依存。
她说，中非合作还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中
国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减贫、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
方面。她同时希望在 9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上，中国和非洲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反腐等方
面进行合作。
（据新华社电）

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反映了各国对主权平
等、和平包容、合作共赢、公正高效等理
念和价值的普遍追求。良好的国际法治环
境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必要前
提。
“在目前国际法律秩序遭受某些国家
破坏的情况下，中国顺应时代需求，在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建立‘一带一
路’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
创新公共产品，维护了国际秩序稳定，获
得世界广泛赞誉。”孔庆江表示。

规则联通 合作共赢
“无法治则无合作，国际法治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路。”
“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共同主
席、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冀平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法治的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和新动力。
“‘一带一路’法治合作有利于促进
互利共赢。数据显示，按照以往程序，从
中国出口吉尔吉斯斯坦要 35 天，需要 25
个程序和 20 多个机构参与。2017 年，两国
和其他 134 个国际成员一起签署了 《贸易
便 利 化 协 定》 之 后 ， 贸 易 成 本 减 少 了
14%，这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受益很多。”国
际发展法律组织总干事艾琳·汗说，“一带
一路”建设为加强沿线国家法律和政策方
面的对话和协调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在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
时，也在加强横向之间政策、规则、标准
和机制的“软联通”，实现规则和标准体
系之间相互兼容，打造畅通无阻的“规则
高速公路”，以充分释放“一带一路”互
联互通的积极效应。

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与国际规则的
全面接轨和国际标准国内化。数据显示，
中国参加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
织，加入了 500 多项国际公约，2017 年中
国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相关联采标率
已达 90%以上。
近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
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要求中国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四庭庭长张勇健表示，《意见》 提出设
立国际商事法庭，首倡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制度，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
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国际法治提
供了新型合作平台，将成为全球法治建设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多边磋商 落到实处
法治是社会治理最有效的方式，这已
是全球共识。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众多，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巨大，
如何提高法律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和执
行力？
“入其俗，从其令。”于腾群的建议来
自他的切身体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初入非洲时，因不了解当地人喜欢按周结
算工资的习惯，屡次遭遇工人无故旷工和
要求提前支付工资的争议。后来，公司将
发工资的频率改为一周一次，才解决了因
文化差异引起的纠纷。
陈冀平表示，“一带一路”法治合作
是一项庞大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
参与，在不同层次开展交流合作。
“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搭建起双边

或多边的条约和约定，才能真正为“一带
一 路 ” 法 治 建 设 搭 建 切 实 的 实 现 路 径 。”
王俊峰说，能否搭建一个推动“一带一
路”区域合作的法律框架，挑战“一带一
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也
考验法律人的智慧。
为适应“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机
制的需求，近几年，中国各级、各地区法
律组织进行了有益探索。武汉仲裁委组建
了“一带一路”仲裁院；中国建筑业协会
成立了调解中心；海南仲裁委已先后组织
了两届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合作论坛；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在积极建立相
关机制，受理“一带一路”相关案件。
“要突出预防、注重调解、积极采用适
合‘一带一路’沿线国情的仲裁方式和现有
法律机制解决有关争议，实现合作共赢的
目标。”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
所所长肖永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中国指导性案例
项目”创办人、总监熊美英建议，中国可以
通过设立指导性案例项目，将涉及“一带一
路”的典型案例集结成专辑，供司法审判机
关参考借鉴，增强典型案件示范效应。
“人是最重要的”，熊美英表示，要促
进法律交流互鉴，推动法治领域人文合
作，加强国际法律人才培养。
“要尽快搭建‘一带一路’法律领域
的信息共享和大数据服务平台，为开展合
作提供更好法律咨询服务。”中国外交部
条法司司长徐宏说，中国外交部正在建设
国家条约数据库，建成后将极大便利“一
带一路”参与国企业和公众查阅条约信
息。
图为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在论坛上
发言。
《环球时报》 记者 李 昊摄

中国是非洲朋友更是兄弟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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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峰会代表高度评价中非命运共同体

40 多沿线国家和 10 多个国际组织在京达成共识

瑜

难民问题搅动德国政坛
高

乔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7 月 1 日因不满难民政策而提出辞职
的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在 2 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
行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后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妥协，自己不会辞
职。此番由欧盟峰会难民问题协议引发的泽霍费尔辞职风波，
暴露了德国基社盟与基民盟政治联盟内部的严重分歧。欧洲难
民问题让欧盟诸国焦头烂额的同时，
也撕裂着德国执政联盟。

欧盟协议引发内政危机

白俄罗斯庆祝独立日

7 月 2 日晚，新西兰探险家斯科特·唐纳森
结束横渡塔斯曼海的航行，成为史上首位人力
划船完成这一壮举的人。据报道，此次航程为
2200 公里，历时 62 天。5 月 2 日，48 岁的唐纳森
划独木舟从澳大利亚悉尼的科夫斯港出发。7 月
2 日晚，他在新西兰新普利茅斯市登陆。
塔斯曼海位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是
南太平洋的一部分。海上气象条件复杂，以风
暴闻名。唐纳森表示，天气状况好时，他每天
的航行时间长达 20 小时。

数字天下

2200 公里

7 月 3 日 ，白 俄 罗 斯 举 行
独立日阅兵式。图为军人在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独
立日阅兵式。 新华社/路透

2.6 万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
日前完成了考拉的基因组测序，他们发现这
种珍稀动物能以有毒的桉树叶为食，与其体
内的一组基因有关。
澳大利亚博物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和英国、美国等国同行在新一期英国 《自
然·遗传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对考拉
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了超过 2.6 万个基
因，进一步分析揭示出与考拉饮食习惯、免
疫系统等有关的基因机制。（均据新华社电）

6 月 28 日，欧盟峰会经过 8 个多小时的彻夜谈判，就难民问
题艰难达成妥协。根据会后的公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在
欧盟境外设置难民中心、在欧盟境内设置管控中心的提议，各
成员国将在自愿基础上设置移民难民“管控中心”，遣返经济移
民，并阻止在欧盟内部的“二次移民”。
然而，欧盟峰会协议的可行性受到广泛质疑。英国《卫报》
认为，峰会公报没有涉及备受争议的难民分配问题，因为一些国
家拒绝接受在欧盟内部
“分配”
难民，
因此公报显得十分
“单薄”
。
此前，泽霍费尔已与默克尔在 6 月 18 日达成一项临时协
议，要求默克尔必须 6 月底前在欧盟范围内达成一项严格管控
难民的解决方案，否则便会马上驱逐一批非法入境的难民。
欧盟峰会后，泽霍费尔不满协议内容，于 7 月 1 日提出辞职。
2 日，基民盟和基社盟进行紧急谈判，最终就如何在未来
防止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党同
意在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建立“中转中心”，移民能在此重回
其移民至德国以前的国家。

党派分歧动摇联盟执政
“基民盟与基社盟脆弱的政治联盟是政治利益的结合，两党
的不同利益诉求导致了两党在难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在接受本报采访中指出。
近 70 年来，基社盟与基民盟一直是姊妹党。目前，两党
在难民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撕裂执政联盟。默克尔始终坚持
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试图同其它欧盟国家达成协
议，令其收回已在该国登记的难民。泽霍费尔则要求，如果
欧盟不能达成类似决定，德国就将单独行动，加强边境保
护，拒绝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过的难民入境德国。
泽霍费尔的强硬立场与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形
势有关。由于默克尔采取的边界开放政策，自 2015 年难民危机

图为默克尔 （左） 和泽霍费尔。

（资料图片）

爆发以来，德国接纳了 100 多万非法移民，其中许多人选择留在
富裕的巴伐利亚州，对巴伐利亚州的经济社会造成许多负面影
响。原本是基社盟优势选区的巴伐利亚州，选民排外思潮渐
涨，基社盟支持率下降。泽霍费尔为保住选民支持，采取坚定
的反移民立场。
“基社盟与基民盟的执政联盟本身就非常脆弱，社民党力量
的不断壮大使联盟处于弱势，如今联盟内部出现意见分歧，默克
尔的未来可能面临重新大选或组成少数派政府的选择。因此，
默克尔会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寻求妥协。
”
王朔说。

脆弱政府难成欧洲“稳定器”
欧盟峰会刚刚达成的这份难民协议，不仅让德国国内分
歧凸显，在其他国家也未得到太多支持。峰会上，各国决定
审查在欧盟外迅速建立收容中心的可能性，但“德国之声”
称，埃及、阿尔巴尼亚、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
都对这一想法表示拒绝。
“自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
民粹主义抬头的态势。这主要是危机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社会
政治现状，这也意味着这一问题在短期内不会随着经济情况
的好转立刻出现改善。”王朔指出，欧盟各国都面临着自身发
展的困境，在如今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法国的主导作用日
益凸显，德国在主导欧洲事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脆弱，不仅使得德国内政难以保持稳定，
也使得其难以保证主导欧洲一体化有效地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