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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开创中欧关系新局面

王灵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今日之中国ꎬ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ꎬ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ꎬ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总书记强

调:“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ꎬ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ꎬ中国始终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共产党将继

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ꎬ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ꎬ坚持合作、不搞对抗ꎬ坚持开放、不搞封闭ꎬ坚持互利共赢、不搞

零和博弈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ꎬ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①

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ꎬ欧洲作

为一支重要的力量ꎬ在中国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建立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方面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进入新时代ꎬ中欧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共同制定发布了«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ꎬ双方一致同意推动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ꎬ这是中

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盟总部ꎬ中欧发表«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强调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ꎬ并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中国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０７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２１８４７.ｈｔｍꎮ



建立了 ７０ 余个对话和磋商机制ꎮ 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ꎬ对华采取遏制战略ꎬ

从制造中美经贸摩擦扩展到谋求经济、科技、人文等诸多领域的“脱钩”ꎬ在涉及中

国主权安全问题上频繁制造麻烦ꎬ特别是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年随着国内抗疫失败肆意

“甩锅”和抹黑中国ꎬ试图靠主打“中国牌”谋求连任ꎮ 不仅如此ꎬ美国还力图拉上

欧洲盟友打压中国ꎬ多次派高官赴欧盟和北约及多个成员国游说和施压ꎮ 由于特

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ꎬ对欧开征钢铁税、提高汽车关税等ꎬ进行单边贸易

打压ꎬ还从德国撤军转而在中东欧国家部署兵力等ꎬ严重动摇了美欧信任关系ꎬ致

使美国拉欧策略未能完全奏效ꎮ

同时ꎬ在百年变局下ꎬ中欧关系面临新的挑战ꎮ 自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

以来ꎬ欧洲经济社会遭受巨大冲击并催生民粹主义力量的上升ꎬ欧洲内政和外交

受到重大影响ꎮ 在此背景下ꎬ一方面ꎬ欧盟对中国重新进行定位ꎬ即中国不仅是合

作伙伴ꎬ同时也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中美战略

竞争的加剧ꎬ美国成为中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第三方因素”ꎮ 欧盟对华定位的改

变ꎬ加上美国联欧制华政策的实施ꎬ致使中欧关系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ꎮ

拜登上台后ꎬ在对华政策上延续了特朗普打压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基调ꎬ将中

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ꎬ同时调整了对欧洲的政策ꎮ 他先是取消了“北溪－２”

项目对欧洲企业的制裁ꎬ接着首访选择欧洲ꎬ承诺“保卫欧洲是神圣的责任”ꎬ并暂

停了持续长达 １７ 年之久的空客波音补贴争端ꎮ 随着拜登政府全面重启跨大西洋

外交关系ꎬ中国因素成为欧美的重要议题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在美欧峰会上ꎬ欧

美领导人宣布启动“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ꎬ将双方在创新与投资、供应

链安全、贸易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协作提升到政治高度ꎮ 成立欧美贸易和技术理

事会的主张ꎬ是欧盟在美国大选之后首先提出来的ꎮ 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布的题为«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化的新议程»中提议将医疗健康、气候变

化、贸易与技术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列为欧美重点关注领域ꎮ 欧盟还提议启

动«跨大西洋人工智能协议»ꎬ制定区域和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蓝图ꎮ 在数据治理方

面ꎬ欧盟提出就在线平台责任展开跨大西洋对话ꎬ进一步加强数字市场反垄断执

法部门之间的合作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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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 Ｎｅｗ ＥＵ－ＵＳ Ａ￣
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１２.２０２０ꎬ ＪＯＩＮ(２０２０) ２２ ｆｉｎａｌ.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随着“中国议题”被列入跨大西洋议程ꎬ美欧在所谓“价值观”以

及“人权”和“民主”等方面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攻击ꎮ 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溯

源、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状况、南海、台湾等议题ꎬ欧美相互协调与合作ꎬ掀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对华“舆论战”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欧盟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ꎬ以所谓新

疆“人权问题”为名对中国 ４ 位官员和 １ 个实体进行制裁ꎬ这是近 ３０ 年来欧盟首

次对中国实施制裁ꎮ 此次制裁对中欧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ꎬ中方也宣布对欧实施

制裁ꎮ① ５ 月ꎬ欧洲议会宣布冻结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ꎮ 一直以来ꎬ欧盟

以“规范性力量”自居ꎬ占据“道德高地”是欧盟自认为区别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重

要特征ꎬ但过去的对华政策力图在经济利益和所谓“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ꎮ 此次

欧盟之所以决定对华实施制裁ꎬ既有其对中国的严重误判ꎬ也与拜登政府的怂恿

和支持密不可分ꎮ

需要看到ꎬ欧洲与美国有相互协调和支持的一面ꎬ有共同的利益ꎬ但多数欧洲

国家不愿意完全追随美国ꎮ 其对华认知与美国并不相同ꎬ在疫后经济发展和气候

变化治理等方面ꎬ欧洲国家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ꎮ

推动经济复苏是当前欧盟的核心任务和重要挑战ꎮ 为提振经济ꎬ欧盟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推出总规模逾 １.８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ꎬ包括 １.０７４ 万亿欧元预算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和 ７５００ 亿欧元复苏基金ꎮ 这是迄今为止欧盟规模最大的经济刺

激方案ꎮ 其中长期预算金额比上一个七年财政预算高出了 １１００ 多亿欧元ꎬ并将促

进绿色和数字化发展作为重要方向ꎮ 至少 ３０％的资金ꎬ将被用于支持应对气候变

化项目及经济社会绿色转型ꎮ 在数字化领域ꎬ欧盟设立了高达 ９２ 亿欧元的“数字

欧洲计划”ꎬ分别投入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ꎬ以确保欧洲拥有应对

各种数字挑战所需的技能和基础设施ꎮ 该计划预计将创造约 ４００ 万个就业机会ꎬ

帮助提升欧盟的国际竞争力ꎮ

欧盟认为ꎬ经济复苏计划不仅肩负着应对当前挑战、助力欧盟国家走出多重

危机的现实需求ꎬ还承载着增强欧盟全球竞争力、推动实现更具韧性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任务ꎮ②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欧盟领导人峰会就落实复苏计划达成协议ꎮ ２０２１

３　 合作共赢　 开创中欧关系新局面

①

②

参见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ꎬ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外交部网站ꎬ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８６３１０２.ｓｈｔｍꎮ

«欧盟就落实经济复苏计划达成共识»ꎬ«人民日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第 １６ 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８６００４００１７０３９４７５９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ꎮ



年 ７ 月ꎬ首批 １２ 个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复苏计划获批ꎬ欧盟宣称ꎬ这将“为下一代创

造一个更有弹性、更绿色、更数字化、更具创新性和竞争力的欧洲”ꎮ

此外ꎬ欧盟周边地区动荡不已ꎬ乌克兰危机使欧俄关系跌入低谷ꎬ西亚北非之

乱及其引发的移民和难民潮对欧盟的稳定和安全构成直接影响ꎮ 近期阿富汗局

势骤变使欧洲可能再次面临新的难民潮ꎬ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欧盟周边治理政策

的困境ꎮ 总之ꎬ无论是经济复苏、实施绿色新政ꎬ还是事关欧洲安全与稳定的地区

和全球问题ꎬ欧盟都希望与中国加强协调和携手合作ꎮ

目前ꎬ中欧关系正步入一个调适期ꎬ欧洲研究可谓“任重道远”ꎮ 谢伏瞻院长

对于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寄予厚望ꎮ 他在欧洲研究所 ４０ 周年所庆讲话中全面

总结了欧洲所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胸怀“国之大者”做好对欧

研究工作的系列要求ꎬ要求欧洲所记在心里、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ꎬ勇担使命、

展现新的更大作为ꎬ不负时代、不负韶华ꎬ将欧洲研究所打造成具有更大决策影响

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平台ꎮ

一是始终注重加强基础研究ꎮ 基础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切理论研究、应

用对策研究和国际传播工作的安身立命之本ꎬ是我们服务两个大局、服务社会、服

务决策、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底蕴所在ꎮ ４０ 年来ꎬ从探索欧洲文明的进程、积极追

踪欧洲一体化、欧洲福利国家、欧洲治理模式、国别研究等ꎬ到从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法律和国际关系多学科探讨欧洲之变以及中欧关系发展ꎬ欧洲研究所努力

挖掘基础研究潜力ꎬ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和特色ꎬ产生了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学术

成果ꎮ 欧洲所今后要继续发扬过去 ４０ 年的优良传统ꎬ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韧劲ꎬ

继续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上下大功夫ꎬ夯实我们一切研究能力的基础ꎮ

二是始终注重学术成果的转化ꎮ 作为区域和国别研究所ꎬ欧洲研究所在 ４０ 年

的发展历程中ꎬ始终坚持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ꎬ不断强化国家站位ꎬ牢牢把握

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决策服务的根本要求ꎬ突出了优势ꎬ办出了特色ꎮ 今后ꎬ要

继续突出战略研究、纵深研究ꎬ以“精专深透”为理念ꎬ以策为天下先为追求ꎬ注重

运用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析问题ꎬ注重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

际与国内的结合上观察问题ꎬ注重从历史、文化、哲学的维度思考问题ꎬ夯实研究

基础、拓宽研究广度、深挖研究深度ꎬ不断提升研究成果的思想分量、对策质量、价

值含量ꎮ 要加强预判性、储备性研究ꎬ努力提高战略谋划、预警监测、风险评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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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产出富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研究成果ꎬ做党和国家对欧工作的

“瞭望者”ꎮ

三是始终注重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ꎮ 要继续发挥对欧研究主平台的

作用ꎬ用好“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中国—中东欧研究院”“科

英布拉中国研究中心”和“希腊中国研究中心”等渠道ꎬ精心打造对外交流品牌和

平台ꎬ不断延伸工作触角ꎮ 要致力于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和对外话语体系构

建ꎬ利用各种媒介和场合ꎬ积极发声、主动发声、有效发声ꎬ广泛宣介习近平外交思

想、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

和主张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ꎮ 要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ꎬ针对各种国

际不实论调ꎬ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引导和斗争ꎬ澄清事实、申明主张、回击谬论ꎬ有

效维护国家利益ꎮ

四是继续弘扬传承创新和实干巧干精神ꎮ ４０ 年来ꎬ欧洲研究所成功在此ꎮ 今

后ꎬ欧洲研究所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ꎬ也离不开这种精神ꎮ 在未来的路上ꎬ欧洲所

要特别注重深入调查研究ꎬ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ꎬ掌握真实情况和客观翔实的

资料ꎻ要强化联合研究ꎬ创新课题研究方式ꎬ加强对重大专题研究的策划组织ꎬ综

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工具和方法协同攻关ꎻ要继续有效对接决策部门ꎬ坚持决策

需求导向ꎬ实现供需所适、良性互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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