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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中欧之间的契合点

“寻求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契合点”，在
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之前，法国总统府曾
表达这样的期待。如今看来，法国乃至整
个欧洲的这份期待不但没有落空，甚至得
到了超乎预期的回应。

中国与意大利正式签署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
首个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的七国集团

（G7）成员国；中摩两国元首畅聊科技创新、
可再生能源、野生动物保护、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等诸多话题；中法两国元首共同见证14
份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其中价值 300亿欧
元的 300 架空客大单震惊法国乃至世界；
中、法、德及欧盟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专门会
晤，共同探讨全球治理之道……

习近平主席的欧洲之行已经结束，中
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仍在国际社会引发
持续热议。舆论纷纷感叹，中欧关系再次
迎来“高光时刻”。

“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大。”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在接受本报记者分析称，当下，中欧关系
处于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欧洲国家对于
中国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如何
解决双方面临问题的紧迫性有所上升。“中
欧把握务实合作的原则，在巩固原有共识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共识，更好应对双
方关系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时上升的现状。
同时，一些共识落实为具体行动。这些都
是此次访欧之行的重要成果。”

欧洲国家想与中国加深合作的强烈愿
望同样引人关注。意大利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便是很好的证明。英国广播公司援
引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克·杰拉奇的
话称，欧洲很多国家已通过亚投行获得中
国投资，英国最先加入，然后是德国、意
大利等一个接一个地跟进。“我相信，这次
意大利正在引领欧洲”。

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向中国抛出“橄
榄枝”。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爱丽
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
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四方会晤。

对于四位领导人这一罕见的“同框”，
马克龙称，这是欧洲做出的重要姿态，证
明了我们对欧中合作的期待。默克尔在会
晤后表示，希望中方在中欧贸易和投资方
面提供更多互惠，特别是在庞大的“一带
一路”建设方面。容克也称，欧中是重要
战略合作伙伴。

与“拥抱世界的国家”合作

欧洲国家为何都对“中国号”快车青
睐有加？

迈克·杰拉奇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
文章，以一组数字解释了意大利加入“一
带一路”倡议的动因：过去 15年，意大利
吸引中国投资仅 220 亿欧元，中国企业在
意大利创造就业岗位仅 3000 多个。“意大
利不能错失这次机遇”。

“目前，欧洲并未从 2009 年欧债危机
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包括意大利在内的
不少欧洲国家希望获得更多外来投资，推
动经济增长。包含众多基础设施投资的

‘一带一路’倡议就能起到这一作用。此
外，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和
欧洲国家企业深化合作，能够创造大量就
业岗位，这直接关乎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就是一
个很好的合作典范。”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
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对本报记者分析说。

崔洪建也认为，在去年遭遇经济复苏乏
力、国内政治困扰等问题后，欧洲国家迫切
需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方向明确且又务
实开放的合作平台。“尤其是当前，欧洲在贸
易等领域面临来自美国的种种压力，但其本
身的市场、商品、投资仍需保持增长态势”。

在此背景下，加入中国的“朋友圈”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纽约时报》引述意大
利的里雅斯特港务局局长达戈斯蒂诺的话
说，意大利将目光投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
事，中国强大、开放，意大利的港口当然
要与“那些拥抱世界的国家”做生意。

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英国广播公
司称，在欧盟内部面临严重分歧的时刻，
中国的大举投资、贸易、交通建设及“一
带一路”倡议等都对欧盟多国诱惑巨大。

除了诱人的机遇，中国的真诚坦率也
让欧洲国家“向东看”的目光更加炽热。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在
访问欧洲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互信的
重要性，并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时提
出要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等，首次将“信任”作为一个
新重点加入到全球治理的“赤字”问题中。

“任何国家之间发展合作关系，都不可
避免会出现问题。有问题不可怕，重要的
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习近平主席此次
访问欧洲，面对一些欧洲国家因为中国快
速发展产生的担忧，正面回应，消除疑
虑，增进互信，这为中欧关系健康长远发
展增加了积极因素。”赵柯说。

为世界增加更多稳定性

中欧凝聚更多共识，双方深化务实合
作的前景就更加清晰明朗。

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默克
尔表示，德国提议明年举行欧中领导人会
晤。德新社引述默克尔的话称，希望届时
所有欧盟成员国和中国都参加，并达成欧
中投资协定。

中法发表的联合声明也指出，两国支
持本着互利互惠的精神，尽快达成一份包
含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内容的中欧全面投
资协定。

“中欧经济关系从过去以商品贸易为
主，发展到如今资本双向流动。双方加快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将各自关切的具体问
题落实到协议当中，有利于深化关系，对
中欧双方都有好处。”赵柯分析称，这将成
为今后中欧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当
然，中欧合作远不止于双边范畴。未来，

在全球治理当中，中欧关系同样将发挥重
要影响力。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欧洲，与多位欧
洲领导人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气候
变化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完善等一系列关
系全球的话题达成共识。面对各种严峻的
全球性挑战，中欧愿意携手，做行动派、
不做观望者，这对世界而言是一个极大的
利好消息。

“当前，中欧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
意义。无论是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
理，还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全球战略平衡，这
两大力量的合作都非常重要。只要中欧合作
得好，世界就会多一个稳定器。”崔洪建说。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学者杰里米·盖茨
也认为，在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化领
域挑战时，欧洲不能缺少中国的帮助，中
国也不能缺少来自欧洲的合作，在全球治
理领域，“欧洲和中国正在一条船上”。

不仅如此，中欧之间的相处方式也为
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宝贵借鉴。

在法国，习近平主席提出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大国相
处之道。这四点大国相处之道不止对中法
关系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中欧关系乃至其
他大国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实
际是对各自文明、文化不够了解或缺乏包
容。中欧各自拥有悠久古老的文明，但始
终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相互借鉴，虽有
利益分歧，却无战略冲突。”赵柯认为，从
2014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布鲁塞尔提出打
造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到如今提出大国
相处之道，中欧以一以贯之的相处理念，
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树立了典范。

又踏层峰望眼开。中欧合作正在迸发
的无穷力量值得期待。

欧洲争相搭乘“中国号”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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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8年底访问西班牙、葡萄牙之后，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今年首访再次来到欧洲，对意大利、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意、摩、
法3国领导人以及专程赶赴巴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深入
会谈，中、法、德及欧盟领导人还举行专门会晤，向世
界发出了中欧加强战略互信、深化战略合作的鲜明信号。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充满不确
定性的当下，推动欧中关系走深走实，搭乘“中国号”
快车，成为欧洲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

环 球 热 点

图为3月22日，参观者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千亿像素看中国——城市与人”互动
主题展上观看中国人生活面貌的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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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晚间，强热带
气旋“伊代”从贝拉登陆莫
桑比克，带来暴风、强降雨
天气和洪涝灾害，热带气旋
随后影响津巴布韦、马拉维
等国。莫桑比克在此次灾难
中首当其冲。27 日，中国救
援队派出两个行动队、两个
侦察小组开展救援行动，诊
治伤病灾民 1300 余人，同时
为 1000 多名灾民运送了饮用
水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根据莫桑比克政府部门
27 日统计，“伊代”已造成
468人死亡，还有许多人员失
踪，损毁房屋3万余间，农作
物受损面积 50 万公顷，受灾
影响人数达185万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6日表示，“伊代”影响莫桑比
克、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约 300
万人，其中近2/3在莫桑比克，
至少100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援
助。有报告称，价值10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遭到摧毁。在许多
受影响地区，电力仍没有恢复。

莫桑比克卫生部门 27 日
称，已经确诊贝拉市的5个霍
乱 病 例 。 为 了 防 止 疫 情 暴
发，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向莫
桑比克分发 90 万剂口服霍乱
疫苗，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
候抵达。为了应对未来几周
疟疾病例可能的激增，世卫
组织还准备提供 90 万个经杀
虫剂处理的蚊帐。

记者2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得消息，赴莫桑比克中国救援
队行动一队当天为当地一处安
置点和周边居民排查近千人，
诊治伤病灾民500余人，现场
消杀近万平方米，同时对灾民
进行传染病预防知识普及。在
距离中国救援队营区70多公里
处的提卡区域，救援队先期派出1个侦察组携带无人
机等设备进行侦察，随后派出行动二队携带食品、
药品等物资前往救援，为 1000多名灾民运送饮用
水，发放食品3300份，诊治800多人。

来自中国的及时援助得到灾区当地政府和民众
称赞。莫桑比克农业和粮食安全部部长马鲁莱对中
国派出救援队帮助莫桑比克表示感谢。

中国救援队 27日还派出侦察组乘坐直升机对
布奇河沿岸受灾情况进行侦察评估，了解掌握河
道具体方位、水文情况，河道两侧村落情况，供
指挥部决策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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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3 月 27 日，在莫桑比克贝拉市区一处灾
民安置点，中国救援队医护人员为一名病人包扎
伤口。 新华社记者 聂祖国摄

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轨道交通学院，来自
老挝的12名留学生已学习生活了半年多并初步
通过了“语言关”，现逐步开始学习专业课
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成为自己祖国
最好的铁道工程师。

目前，承载着中老两国友谊和共同繁荣愿
景的中老铁路正在建设中，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发挥轨道交通专业特长，与老挝苏发努冯大学
开展了服务中老铁路的教育合作。2018 年 9
月，苏发努冯大学选派首批十余名学生来到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铁道工程专业留学。

图为3月26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轨道交
通学院院长吴光 （右二） 向老挝留学生们介绍
高铁运行线路模型。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老挝留学生的铁道工程师梦老挝留学生的铁道工程师梦德国驻华大使赴北大演讲

本报北京3月28日电（陶紫东）28日下午，德国驻华
大使葛策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题为《展望改革开放第
五个十年的德中关系》的主旨演讲。此次演讲是“大学
堂·北大讲坛”之“中外大使系列”第一讲。

葛策表示，改革开放后，德中两国关系得到了迅速
发展，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已经连续第3年成为德国最
大的贸易伙伴，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范围内最重要的贸
易伙伴。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两国间的合作
愈发重要，定期的双边高级别磋商、充满活力的贸易关
系与合作、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以及文化、教育、科技方
面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德国期待中国
在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维护国际多边主义秩序、维护
自由贸易、气候保护等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日前，40辆 12米长、配备空调的比亚迪电动大巴在
印度海德拉巴市投入运营，分两条线路往返机场与市区，
每条线路20辆车，24小时运营，每半小时一班。

经常乘飞机出行的年轻姑娘卡提亚尔已经是第3次坐
电动大巴了。“这完全是一种全新体验，更舒适、更环
保。”卡提亚尔兴奋地说，电动大巴对印度改善空气质量
意义重大。

从海德拉巴市区驱车近两个小时来到比亚迪印度分公
司印方合作伙伴的车身工厂。上万平方米的车间按工种划
分为车身焊接、车身合装、车身蒙皮安装、车内外饰安装、车
身喷涂等生产线，条块分明。

“我们的员工最初只有 108人，现在有 360人。”工厂
负责人阿尼尔说，除了 108 辆电动大巴在印度 4 个邦的 5
个城市运营，目前还有近400辆的订单。

工厂于去年6月建成投产。据比亚迪印度分公司生产
管理部经理滕钢介绍，尽管印度合作方是当地比较知名的
企业，但此前并未做过大巴业务，完全是在比亚迪的帮助下
从零开始。滕钢就是最早深入一线的比亚迪代表。他从最
简单的工序开始，一项项手把手教给合作方员工。

品质经理库马尔微笑着说，“我兄弟滕钢手把手教我
们，我们的工作效率才能提升得这么快”，作为一个团
队，大家目标一致，“就是把我们电动大巴的品质搞上
去，品牌维护好，为印度打造绿色环保出行”。

（据新华社电）

中国车企助力印度绿色出行
姜 磊

图为在印度海德拉巴市，乘客乘坐比亚迪品牌
电动大巴出行。 新华社记者 张迺杰摄

非洲首家鲁班工坊揭牌

新华社吉布提市3月28日电（记者王守宝） 吉布
提鲁班工坊28日在吉布提工商学校揭牌运营，这是中
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家鲁班工坊。

当天吉布提总统盖莱和多位政府部长，中国驻吉
布提大使卓瑞生，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浙
闽，中土集团董事长袁立及各方代表数百人出席仪
式，共同见证中非在能力建设合作中的重要时刻。

盖莱在致辞中对鲁班工坊的落成启用表示祝贺。
他表示，目前吉布提正在大力发展铁路、港口、航空
等领域，年轻人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为吉布提增加
国家竞争力、打造地区物流中心提供人才支撑。

卓瑞生说，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鲁班工坊揭
牌，标志着中吉职业教育合作掀开了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