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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在北京
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指出，
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

“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
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
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
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
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
通 过 高 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在这场复杂性和挑战性
远超大多数人预期的公共卫
生危机面前，共商、共建、
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原
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
之路精神以及打造命运共同
体 和 利 益 共 同 体 的 合 作 目
标，让“一带一路”倡议更
加深入人心。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
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这
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最朴
素的出发点，也是最美好的
前进目标。

疫 情 当前，生命至上。
一列列飞驰的中欧班列为沿线
国家民众带去的是最实在的物
质支援和最温暖的精神安慰。
数据显示，空中航线大面积断
航停航情况下，中欧班列今
年 1至 5月开行数量和发货量
同比上升28%和32%，累计运
送防疫物资达12524吨。特殊
时期，“一带一路”成为沿线
各国人民守望相助的“生命通
道”，共建“健康丝绸之路”
的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

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在
世界经济的海洋中掀起惊涛骇浪，越来越多人开
始相信：同舟共济才是最好的出路。合作、共赢
正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词。

疫情当前，“一带一路”显示出令人惊喜的
抗压能力。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达到 2.07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3.2%。这为弥漫全球的低迷情绪
增添了一抹希望的亮色。

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让世界意识到，这
不是人类面对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也绝不是
最后一次。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才
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
路，共建“一带一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013 年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近 7 年来，“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
极响应，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合作平台。“一
带一路”实施以来，中国同138个国家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开展 2000多个合作项
目，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就业。

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没有逆转“一带一
路”合作的势头，反而凸显了“一带一路”合
作具有的强大韧性。顺应团结合作、互利共赢
的时代潮流，“一带一路”必将赢得更多支持者
和同行者，道路会越走越宽。

“推动合作的好机会”

“这是疫情暴发后中欧领导人的首次
会晤。当前，美国一再‘甩锅’、鼓吹全
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经济全球化和全
球治理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
下，此次会晤意义重大。正如习近平主席
强调的，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
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
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
席教授王义桅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此
次会晤有助于让世界坚定对多边主义、经
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信心，同时推动国
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并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

“今天的欧中领导人会晤，为双方全
面推进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 22日
的视频会晤开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在推特发文，表达对会晤的期待。据
德新社报道，中欧领导人讨论的议题包括
双方合作中的方方面面，从贸易到气候行
动，从可持续发展到人权，从数字化、外
交政策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如
奥地利 ORF 电视台称，尽管双方存在分
歧，但视频会晤的关键词是“合作”。俄
罗斯《消息报》评论则指出，中欧对话的
实质是在全球问题上形成国际合作。

“在应对疫情方面，中欧强调加强合
作，尤其是疫苗的研发以及对非三方合
作。对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欧方已经
逐渐认可。”王义桅说。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中欧双
边的经贸合作是刻不容缓的，也是各有所
需的，双方在诸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双
方对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有很强的促

成意愿，该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推动经济
复苏，对中欧、对全球经济和治理均大有裨
益。“对欧盟来说，这将有助于复苏经济和
加强中欧经贸联系，也包含了其一直的关
切与诉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对中国来
说，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与前第一大贸易
伙伴做好经贸合作对经济复苏将有巨大的
推动作用，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秩序重塑。

“欧盟越来越重视中国”

正如俄罗斯 《消息报》 评论指出的，
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契合点是贸易。中国驻
欧盟使团最近发布的“数说中欧经贸关
系”小册子显示，中国和欧盟 2003 年正
式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货物贸
易刚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近几年，中
国与欧盟成员国每年货物贸易总额达6000
亿美元左右，中欧之间平均每分钟贸易往
来超过100万美元。

疫情防控期间，中欧保持了紧密联
系。据西班牙《欧洲每周新闻报》网站报
道，5 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033 列，
同比增长 43%，发送货物 9.3 万标箱，同
比增长48%，单月开行量、发送量均创历
史新高。

欧盟统计局最近的消息则显示，2020
年4月，欧盟27国整体对外贸易额（不含盟
内贸易）为2505亿欧元，下降25.6%。不过，
欧盟27国同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为450亿
欧元，增长1.6%。中国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
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
地，占比分别为14.2%、9.5%、19.3%。

“欧盟越来越重视中国，相应的，期
待和要求也增加了。”王义桅说，“比如，
欧盟希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能够做到全面
和平衡。”

“欧盟已经确认其未来的议程重点是

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丁纯说，“因此，
欧盟很希望中国在这些领域与其有所互动
和配合，包括双方共同在第三方市场的投
资等。”

近日，著名的管理咨询机构罗兰贝格
与中国欧盟商会发布 《商业信心调查
2020》。此次调查共覆盖 1308 家受访企
业，问卷回收率达 47.9%。结果显示，长
期以来，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一直具有吸
引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
和增长潜力以及与全球供应链联系紧密的
世界级产业集群。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
会联席总裁戴璞表示：“尽管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发造成了艰难的全球环境和巨大的
不确定性，但欧洲企业总体上仍坚定致力
于在中国发展。我们发现，有63%的受访
者表示，中国仍然是其前三大投资目的
地。欧洲公司‘在中国，为中国’，这既
能满足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当地市场需
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中国创新的生态产
业链机遇。”

“中欧关系新开端”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22 日在瑞
士《新苏黎世报》撰文说，一系列高层对
话以及现在举行的欧中领导人视频会晤表
明，2020年成为定义欧盟与中国之间关系
的重要一年。

“此次会晤是中方领导人同新一届欧
盟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可以看作是中
欧关系的新开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美国不断挑起中
美、欧美冲突和矛盾的大背景下，此次会
晤为新时期新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做了高屋
建瓴的定位，为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为后疫情时期世界格局的塑造作
出了贡献。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中欧没

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
远大于分歧。”丁纯说，“中欧关系的发展
方向是积极的。当然，双方的相互了解和
信任还有待加强。”

“中欧正在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迈进。双方已经开始加快
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强中欧绿色和
数字领域合作，构建绿色发展伙伴。”王
义桅指出，“当然，双方有合作也有竞
争，会产生一系列的博弈。比如，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由于担心过分依赖进口医
疗用品影响战略产业，欧盟已经启动首个
战略性医疗物资储备库。近期，欧盟委员
会出台保护欧洲关键资产和技术的指导意
见。欧盟贸易部长也举行视频会议，集中
讨论疫情下全球供应链问题，试图重塑欧
洲产业链。”

世界银行在最新推出的《全球经济展
望》报告中称，2020年全球经济总产出将
萎缩5.2%，发达经济体预计将萎缩7.0%。中
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指出，中
欧经济总量占全球 1/3，且已深度交融，双
方在重振经济过程中能否坚持开放合作，
对全球经济都将产生示范和引领效应。

正如欧洲议会旅游交通委员会副主席
兼欧中“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席伊什特万·乌伊海依所说的，期待欧
中携手面对未来发展的重大机遇，使欧中
关系成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稳定力量和
促进全球繁荣增长的重要引擎。

上图：6月19日，一列满载41个集装
箱的中欧班列 （渝新欧） 从重庆团结村站
出发，开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标志着中欧
班列 （渝新欧）布达佩斯直达班列实现常
态化运行。图为中欧班列（渝新欧）布达佩
斯直达班列在重庆团结村站准备发车。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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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观 象 台共同应对全球问题 携手推动经济复苏

中欧领导人会晤发出合作强音
本报记者 张 红

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于6
月2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本次会晤是中方领
导人同新一届欧盟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也
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
机制性交往。在中国同欧盟建交 45 周年之
际，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此次中欧领
导人峰会尤为引人关注。

环 球 热 点

6月22日，西班牙利塞乌大剧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上千株绿植被摆
放在座椅上充当“观众”，享受这场疫情期间的音乐盛宴。工作人员将在演出结束
后把这些绿植捐赠给医护人员，感谢他们为抗击疫情所作出的努力。图为音乐家
在利塞乌大剧院为充当“观众”的绿植演奏。 新华社/路透

巴塞罗那：为绿植举办音乐会

美国近日宣布，对叙利亚相关的
39 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此举引
发叙利亚的强烈反对与谴责，叙外交
部称之为“新形式的恐怖主义”。

制裁范围更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一份声
明显示，此次制裁的对象还包括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及其夫人。声明指出，
此次制裁将开启对巴沙尔政府的持续
施压，以限制其财政来源。任何与叙
利亚政府开展经贸往来者都将面临旅
行限制和经济制裁风险。

据英媒报道，美国此番对叙利亚
的制裁源于 《凯撒法案》，又称 《叙
利亚平民保护法》。该法案被纳入美
国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方案，于 2019
年12月由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凯
撒法案》 授权美国总统以“战争罪”
和“侵犯人权罪”为由，对叙采取更
严厉的制裁。

分析认为，与过去的制裁相比，
美国向叙施加的新制裁范围更广，涵
盖能源、国防和工程建筑等多个领
域。英国 《泰晤士报》 指出，制裁
生效后，将直接威胁到叙利亚本就
濒临崩溃的经济，叙政府将面临当
政以来的最大危机。美方的主要目
的是迫使巴沙尔政府对叙反对派作出
政治让步。

叙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的制
裁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律和规范，并称

“美国谈论叙利亚的人权虚伪至极”。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

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晋向本报记者
指出，《凯撒法案》 旨在制裁一切投
资叙利亚的外国人和企业，将会影响
投资者的意愿，破坏叙利亚获取外部
资金的努力，阻碍叙经济重建进程。

公开针对俄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加码对
叙制裁，首次公开挑明了针对叙利亚
的两个主要盟友：伊朗和俄罗斯。

《凯撒法案》 授权的几种可施加
制裁情况中，一条是“向叙利亚政
府，或是在叙利亚境内代表叙利亚、
俄罗斯或伊朗从事军事活动的外国人
提供重要资金、物质和技术支持”。
这引发了俄、伊的抗议。

制裁声明公布后第二天，伊朗外
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公开表示，在全球
面对新冠病毒时，此类制裁只会加深
叙利亚人民的痛苦。这是美国对叙利
亚人民实施的经济恐怖主义，是美国
企图破坏叙利亚稳定的尝试，伊朗不
会支持单边制裁的霸凌行为。穆萨维
还说，伊朗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叙利亚
的双边关系。

俄外交部方面也表示，所谓“保
护平民”的法案实际打击的是叙利亚
百姓。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
罗斯副外长米哈伊尔·波格达诺夫表
示，俄罗斯不会停止与叙政府的军事

和经济合作。
王晋指出，叙利亚与伊朗、俄

罗斯关系紧密。美国希望在制裁叙
利亚的同时，进一步约束伊朗、打
击俄罗斯，尤其希望借此机会寻找
制裁俄、伊企业的借口。这是美国的
重要目标。

不利解决叙问题

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最早可追溯
到 1979 年。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
后，美国政府不断追加对叙制裁。欧
盟也于2011年起开始持续对叙制裁。

多年冲突不断和西方持续制裁，
使叙利亚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援引相关评论
称，已经施行数年的美国单方面制
裁，造成了叙利亚里拉贬值及叙国内
燃料、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

6月初，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叙利
亚代表表示，目前900多万叙利亚人
面临粮食短缺，饥饿人口达到冲突爆
发10年来的最高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相关方面应
暂时解除对一些国家的制裁措施，以
免影响这些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

“制裁解决不了叙利亚问题，只
会 让 叙 利 亚 问 题 更 加 复 杂 和 长 期
化。”王晋指出，国际社会应当共同
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
策，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

美对叙新制裁“一石三鸟”？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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