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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欧洲议会新闻：欧洲议会提出欧盟对华新    （一）欧洲议会新闻：欧洲议会提出欧盟对华新    

战略愿景战略愿景

欧盟应继续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和健康危机等全球挑战进行对

话。

本周四，欧洲议会以 570 票赞成、61 票反对、40 票弃权通

过一份报告。报告概述了欧盟与中国新接触战略的六大支柱：共

同应对全球挑战、维护国际准则和保障人权、识别风险和薄弱环节，

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伙伴关系，促进战略自主，捍卫欧洲利益

和价值观。

共同应对挑战，包括才出现的疫情：共同应对挑战，包括才出现的疫情：该报告建议欧盟与中国

继续合作，应对全球的一系列挑战，如人权、气候变化、核裁军、

全球卫生危机和多边组织改革等。欧洲议会议员们还呼吁欧盟与

中国合作，完善传染病应对机制，防止其演变为大规模流行病，

措施包括绘制风险地图、使用早期预警系统等。他们要求中国允

许开展独立调查，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进行溯源。

贸易摩擦，欧盟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贸易摩擦，欧盟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议会强调了中欧关系的

战略重要性，但也明确表示，在中国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

机构的制裁之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批准程序无法启动。

一些议员重申，呼吁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推动欧盟与台湾地区投

资协定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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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并采取行动：针对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并采取行动：欧洲议会议员们就人权

问题谴责中国，呼吁中欧定期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制定衡量进

展的基准体系。报告呼吁欧盟支持因新疆问题切断新疆供应链而

承受压力的欧洲公司，并提出欧盟应确保现行立法可以有效地禁

止涉及新疆问题的公司在欧经营。

5G 和打击中国的虚假信息：5G 和打击中国的虚假信息：欧洲议会议员们强调需要与志同

道合的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下一代技术的全球通行标准，包括 5G 和

6G 网络。他们还要求必须排除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公司。报告最后

还提出，欧洲对外行动局（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应

获得授权和必要的资源，包括成立专门的远东战略司令部特别工

作组（Far-East StratCom Task Force），以打击中国的虚假信息。

引述：引述：报告起草人、来自欧洲自由民主联盟（Renew 

Europe）的比利时籍议员希尔德 • 沃特曼（Hilde Vautmans）在投

票表决后表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绝不能太天真。尽管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同时也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

对手，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世界的秩序形成挑战。我们不

应该因为经济利益而蒙蔽自己的双眼，从而无视中国共产党雄心

勃勃的政治议程、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及其处理新疆、香港问题

的方式。我们必须在贸易、数字化、安全和国防等领域获得欧洲

的战略自主权，并由此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

作者：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新闻稿，2021 年 9 月 16 日     

翻译：董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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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0910IPR11917/

parliament-sets-out-its-vision-for-a-new-eu-strategy-on-china)

（二）《金融时报》：美英澳防务协议带来的尴尬   （二）《金融时报》：美英澳防务协议带来的尴尬   

问题问题

许愿需谨慎。面对日益自信的中国，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 •

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成功地与美国和英国达成了一项获得核动

力潜艇的协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军火交易。美英澳将其描述为以

“奥库斯”（AUKUS）命名的防务协议，该协议立即引发中方谴

责。上述三个盟国都将从中获益，但代价是将进一步加剧与中国

本就日益紧张的关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相当耻辱。因此，于

美国总统拜登而言，在从阿富汗仓皇撤军陷入不利局面的情况下，

此次美英澳协定签署的时机恰到好处。这表明，拜登致力于建立

区域联盟以对抗中国，而且他还将于下周主持被称为“亚洲北约”

的美澳日印四方会议。毕竟，（应对中国）是拜登明确视为威胁

美国利益的主要地缘政治问题。用最新的潜艇技术和远程导弹装

备居于中国后院的美国关键盟友澳大利亚，是为了应对中国 14 

艘现役核潜艇对印度 - 太平洋的战略热点地区和主要贸易路线造

成的威胁。对英国来说，签署这个在世界另一端实施的强化版军

事协议，兑现了其脱欧后“全球英国”的承诺，符合英国向印太“转

向”的趋势以及英澳目前的协约。拜登提及了在上世纪两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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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中美英澳三盟国曾并肩作战。因此加强与英国历史悠久的盟

友澳大利亚的合作，对保守党而言具有令人愉悦的象征意义。但

疑虑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中国视该协议为明确威胁的情况下，英

澳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对抗中国的商业和战略后果。特朗普政

府已经证明了美国外交政策有多么反复无常；现任总统拜登可能

会致力于维护奥库斯防务协议，但这并不能保证其继任者也会如

此。此外，新潜艇甚至在未来十年内都可能无法投入使用。拜登

还让盟友丢了面子，网络新闻发布会上，拜登似乎忘记了澳总理

莫里森的名字，在感谢莫里森时称其为“澳大利亚的家伙 "。签

署奥库斯防务协议的同盟气氛消失了，只剩下满满的尴尬。更尴

尬的是，该协议忽略了三国与法国的关系。澳大利亚此前曾与法

国签署了价值500 亿澳元（合366 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建造协议。

两个月前，这份协议还得到了莫里森的再次确认，但现在却取消

了。这毫无意外地激怒了法国。法国指责美国亲疏有别，为了拉

拢与一方盟友的关系，却疏远了另一方盟友。这样批评没什么错，

但拜登似乎认为，为了加强亚洲的安全，这种牺牲是值得的。然而，

漠视法国对于美国和英国是需要权衡的，尤其在应对俄罗斯威胁

方面更是如此。此外，因近期阿富汗局势有所削弱的北约宗旨，

也需要得到重申。惹怒法国还可能直接影响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拜登政府憎恶的中欧投资协定虽已搁置，但可能还会重启。不过，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中国需要考虑的。该协议确实可能刺激中国，

但印度、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地区大国都在不断巩固与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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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促使中方自我反省。

作者：编辑部，2021 年 9 月 16 日       

翻译：严格

(https://www.ft.com/content/E2A094AD-5C4F-4FF5-9BCD-AE5D45392F4E)

（三）英国《金融时报》：美英澳安全协议助力       （三）英国《金融时报》：美英澳安全协议助力       

“全球英国”议程“全球英国”议程

英国脱欧后，其与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被其国内誉为“全球英国”议程的助推器。周三公布的奥库斯协

议（The Aukus agreement）突显了英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倾斜。

该项战略是于今年年初英国政府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实施评估时

提出的。这份协议也彰显出英国正在寻求与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

关系，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自信。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彼得 •

里克茨勋爵（Lord Peter Ricketts）表示，根据该协议，澳大利亚

撕毁了价值 900 亿澳元从法国购买 12 艘常规潜艇的合同，转而与

英国及美国达成这项新协议，“这肯定会为印太倾斜战略注入实

质性内容”。“澳大利亚转向我们，本质上，对于政府来说，这

是一笔政治上的意外之财。”他表示，“这与英国脱欧无关。我

们作为欧盟成员也可以这样做。但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进展。”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前所长迈克尔 • 克拉克（Michael Clarke）表示：“政府知道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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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巴黎的敌意，但我们无法抗拒这一协议带来的政治和技术利

益。对于‘全球英国’这一主张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战术

性胜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谨慎处理它对欧洲防务政治带来

的长期战略影响，不能损害英国与其他伙伴的关系。”荷兰首相

马克 • 鲁特（Mark Rutte）将于周五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鲍里斯 •

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英国如何与欧盟在防务和安全方面

密切合作进行会谈。一位荷兰官员表示，荷兰将在会谈中与英国

评估双方是否存在“重启合作的沃土”。近几周，美军撤离阿富汗，

随后欧洲的阿富汗撤离行动陷入混乱局面，再次引发了关于欧洲

是否需要发展自主防御平台的辩论。许多欧盟成员国认为，鉴于

英国的军事实力，英国必须成为搭建平台的关键合作伙伴。根据

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和英国采购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

三方还将就网络、人工智能、海底技术、量子计算等方面的知识

进行交流。澳大利亚新型核动力潜艇的设计阶段预计将持续 18 个

月，包括美国潜艇设计或新型英国机敏级潜艇设计。周四，约翰

逊在英国下议院向议员致辞时表示，该协议“毫无疑问”将为英

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我们将进行为期 18 个月的范围界定，以

确定三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工作分配。显然，英国各地有着大量的

专业人才。我毫不怀疑这一项目将带来数百份高技能、高薪水的

工作机会，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看到的局面。”英国官员坚称，

该潜艇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合作项目，但他没有详细说

明英国在其中的贡献程度。一位官员表示：“因为英国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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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所以我们将参与到潜艇项目的范围界定中，最终结果可能

是美国提供技术，英国提供制造经验。”英国一位外交官员警告

道：“‘全球英国’战略的胜利？现在还为时尚早。首先我们得

看潜艇将如何建造以及在哪里建造。我们还要判断这一项目能否

让英国在战略上更安全，还是说只会让我们进退两难。”周四，

国防专家表示，英国建造核动力潜艇的历史超过 60 年，主要承包

商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 Systems）和罗尔斯 • 罗伊斯发动机公

司（Rolls-Royce）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代理合作咨询机构（Agency 

Partners）的分析师萨什 • 图萨（Sash Tusa）表示，美国正全力建

设自己的潜艇舰队，没有多余的产能。他补充道：“这对英国潜

艇供应链在 21 世纪 30 年代向下一代顺利发展具有潜在的积极意

义。”英国宇航系统公司正在坎布里亚的巴罗弗内斯建造皇家海

军的机敏级潜艇。该公司表示，“作为一家在三个市场都有重要

影响力的公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支持奥库斯协议的讨论。”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业务颇具规模，2020年销售额为6.65亿英镑，

雇佣了 4500 多名员工。目前，公司正在阿德莱德的一个国有船厂

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建造 9 艘猎人级护卫舰。这些护卫舰以英国

的 26 型护卫舰为基础模型。罗尔斯 • 罗伊斯发动机公司是英国核

潜艇舰队唯一的推进器供应商，它表示公司期待“在项目一开始

的范围界定阶段对英国政府提供支持”。该公司正在为未来的攻

击潜艇设计核反应堆，这一潜艇可能与澳大利亚的计划有关。巴

黎对堪培拉取消采购协议一事表示十分愤怒，英国官员承认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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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已为此承受了外交打击。周四，英国国防大臣本 •华莱士（Ben 

Wallace）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辩护，他在伦敦国际防务

展（DSEI）上向观众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在能力上迈出战略性

的一步”。他对法国的失望之情表示理解，但“从根本上说，澳

大利亚这一决定是希望借此增强自己的能力”。他还补充道，澳

大利亚在三月份时与英国进行了首次接触。

作者：劳拉 • 休斯和西尔维亚 • 普菲弗，2021 年 9 月 16 日   

翻译：董杭

(https://www.ft.com/content/52ec6495-9af4-446c-813e-1365db08dc89)

（四）美国政治新闻网：冯德莱恩发表咨文—印太热—（四）美国政治新闻网：冯德莱恩发表咨文—印太热—

立陶宛发展对台关系立陶宛发展对台关系

两个议会，一种态度：两个议会，一种态度：脱欧或许使英国离开了欧盟，但在过

去几天，英吉利海峡两岸对中国都表现出相似的强硬态度。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在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咨

文时，对中国引起西方不安的一些主要经济政策，包括“一带一

路”到芯片竞赛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甚至在鸽派官员认为

有合作空间的气候问题方面，冯德莱恩也表达出个人的些许焦躁，

挑剔中国在淘汰煤炭使用方面进展过于迟缓。

大路线：大路线：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演讲时称：“让欧洲为中国拥

有的铜矿和中国拥有的港口之间修建完善的道路设施没有任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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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言下之意显而易见：欧洲要搞自己的“一带一路”，即“全

球门户”全球基建计划（The Global Gateway），不能再继续为中

国的“一带一路”卖力了。

欧盟寻求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欧盟寻求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欧洲外交政策首席代表何塞

普 • 博雷利（Josep Borrell）将于下午两点公布新的印太战略。关

于欧盟在中国后院的计划，博雷利向 China Direct 的读者们透露

了一点风声。他表示：“可能时合作，必要时自卫。我们的印太

战略是在该地区拓展自身的政治经济伙伴关系。”截至目前，这

听起来像是一个宏大的计划。

澳大利亚人态度 180 度大转变：澳大利亚人态度 180 度大转变：就在博雷利的新闻发布会召

开几小时前，澳大利亚宣布将与美国、英国在核潜艇方面进行合作，

放弃了同法国签订的一项合同，据说美国要通过该合作协议在印

太地区扩大战略规模。

欧盟版“一带一路”：欧盟版“一带一路”：欧盟的互联互通计划有了一个新名字：

“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旨在成为欧盟对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回应。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要有自己的愿景。非洲将

是重中之重。

我们的做法不同：我们的做法不同：冯德莱恩说：“我们想要建立互相联通，

而不是增加依赖性！”她承诺将重点关注“高质量基础设施”。

或许这会不同于在黑山共和国修建到一半的“无期公路”。

当心新疆棉花和太阳能板：当心新疆棉花和太阳能板：冯德莱恩表示将提议对涉及新疆

的棉花和太阳能板产品实施禁令。去年，她曾在同一场合谈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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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禁令的出台都比多数欧盟观察员期待的尽职调查方案

要更进一步。

技术依赖？不再发生：技术依赖？不再发生：在冯德莱恩的演讲中还提到，欧盟计

划通过“芯片法案”推动芯片产业加快发展，以赶超美国、中国

等竞争对手。

留心台湾地区：留心台湾地区：在阐述冯德莱恩的演讲时，欧盟内部市场委

员瑟瑞 • 布雷顿（Thierry Bretons）对来自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

供应表现出同样的警惕。“台湾地区正准备确保自身在半导体制

造业的领先地位。中国大陆也在努力缩小技术差距。为避免技术

转移，中国大陆制定了出口管控规定，于是受到限制。”布雷顿

基于商业的评估几乎无法打动许多欧洲议员，他们一直以来都主

张对中国认为属于其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地区给予更多外交支持。

澳大利亚改变心意：澳大利亚改变心意：有重大情况，澳大利亚昨晚宣布购买美

国和英国的核潜艇，退出与法国达成的价值 900 亿澳元的协议。

风险真实存在：风险真实存在：在与拜登、约翰逊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澳

大利亚总理斯科特 • 莫里森（Scott Morrison）说：“我们的世界

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印太地区。这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印太地区的前景事关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有

助于实现我们这个地区所需要的安全稳定，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

的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与核武器无关，他们说：这与核武器无关，他们说：据《卫报》报道，“讨论中的核

潜艇由核反应堆提供动力，并不装备核武器，”约翰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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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欧洲”，美国就会把英国拉出来：一提到“欧洲”，美国就会把英国拉出来：这一三方协议“旨

在增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联合欧洲，特别是英国，

全面协调我们在该地区的战略行动，”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称，“我

们与英国、澳大利亚两国的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总的来说，

它们是与我们关系最久的老盟友。”

但拜登仍试图安抚马克龙：但拜登仍试图安抚马克龙：美国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

法国是一位可靠的合作伙伴。“尤其是法国已在印太地区拥有大

量实际存在，是促进该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关键伙伴和盟友，”拜

登说，“美国期待与法国以及其他重要国家在前进中密切合作。”

法国人笑不出来：法国人笑不出来：“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欧洲关键盟国意外

惨遭背后一刀。法国全体上下震惊不已，”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

心（the Atlantic Council’s Europe Center）负责人本杰明 • 哈达德

（Benjamin Haddad）发布推文称，“这是自 2003 年以来美法两

国关系的最低点（可能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也是跨大西洋

国家对华战略遭受的重大挫折。”

这让欧盟很尴尬：这让欧盟很尴尬：就在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印太战略的同一天，

美英澳签署了三方防务协议。我们说过，博雷利（Borrell）今天

会公布欧盟印太战略的所有细节。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采购合

同，显示出欧盟在印太地区安全领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能力极其

有限。

欧盟的看法：欧盟的看法：“欧盟和印太地区的伙伴们面临愈发相似的安

全挑战和威胁，”China Direct 所看到的一份印太战略草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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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试图与印太伙伴举行更多的联合演习和到港停靠，其中

包括多边演习，以便欧盟加强自身在该地区的海军外交，同时打

击海盗、保护航行自由。”

支持立陶宛：支持立陶宛：中国决定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外交方面的惩罚，

原因是立陶宛主动与台湾地区进行外交接触。此举很快引发欧盟

全体不满。周二，斯洛文尼亚（欧盟 27 国的轮值主席国）总理亚

内兹 • 扬沙（Janez Janša）呼吁其他所有领导人对抗中国。这令人

倒吸一口气！

扬沙的原话一：扬沙的原话一：“驱逐立陶宛驻华大使、在外交争端中拿贸

易当武器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这种行为影响中欧整体关系。只

有联合起来，共同采取一致措施，我们才能成功应对中国。我们

必须支持每个面临压力的欧盟成员国，”扬沙在写给欧盟所有国

家领导人及政府的信中如是表示。

扬沙的原话二：扬沙的原话二：“在尊重我们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

同时，台湾地区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伙伴。这一点不容置疑，”扬

沙说道，“立陶宛同所有欧盟成员国一样，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完全有权利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坚

定自信地与立陶宛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向中国表明：我们相互

团结，我们不会让中国威胁到我们任何人。”

下一步：在晚宴上讨论。下一步：在晚宴上讨论。扬沙说他“非常期待 10 月 5号在斯

洛文尼亚举行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晚宴上交换我们的对华看法”，

“届时我想让大家制定出我们未来对华政策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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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如何牵涉其中：立陶宛如何牵涉其中：立陶宛决定首先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17+1”合作平台，要求通过欧盟 27+1 的形式与中国对话，

而后同意台湾当局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的请求，此举超

出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即中国对于不承认台湾政府的国家仅允许

设立“台北办事处”。

中方回应：中方回应：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国针对立陶宛并

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国。“中国只是针对立陶宛的错误做出合理

正当的反应。此事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与国家大小强弱完全无关，”

他说，“欧盟理应敦促其成员国改正错误，而不应在涉及中国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中国不会威胁任何人，

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要挟，不会任由任何人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台湾当局出访谈生意：台湾当局出访谈生意：本周台湾所谓的“外事部门”宣布，

一支由 65 人组成的台湾代表团将于下月访问斯洛伐克、捷克和立

陶宛，以在中欧寻求投资协议。

立陶宛获得外交支持：立陶宛获得外交支持：上周，一些欧洲不同国家的部

长们表示声援立陶宛。最近，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 Arnoldas 

Pranckevičius 表示，北欧和波罗的海七国的支持令自己“感动”。

这些国家“明确呼吁欧盟统一对华政策”。

美方态度：美方态度：周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立陶宛总理因格丽达 • 希莫尼特（Ingrida Šimonytė）

进行了谈话。“在立陶宛面临中国的施压时，沙利文先生重申了

美国对立陶宛的大力支持，”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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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走你的军舰：开走你的军舰：德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已拒绝德国“巴伐利亚”

号护卫舰停靠上海的请求。据路透社报道，周三，一位德国政府

发言人表示：“中国决定不接受港口访问，我们会留意此事。”

海上任务：海上任务：该艘护卫舰的中国南海之行主要意图在于表明德

国与西方盟国共同努力捍卫自由开放贸易路线的意愿，中国单方

面声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并对人工岛实施了军事部署。然而，

默克尔政府决定让这艘护卫舰在上海到港停靠，以兼顾中国与西

方两方面的利益，并试图让中国将德国和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

亚予以区别看待。 

但中国人并不买账。但中国人并不买账。在中国做出决定不久前，官方媒体上就

有几篇文章评论德国的停靠请求，说你不能一边想方设法破坏中

国在南海主权的合法性，一边又试图对此予以补救。

较长一段时期内……较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正在重新调整对

德立场。这是由于在本月底的联邦选举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一

温和派领导人即将离任，而她所在的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

的候选人阿明 •拉舍特（Armin Laschet）在竞选中的表现并不如意。

准备好迎接一位强硬的总理：准备好迎接一位强硬的总理：据某消息灵通的外交信息来源

透露，中国有官员表示中方已对德国有可能改变立场备有应对预

案。

加纳明显热衷于是。加纳明显热衷于是。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这个西非国

家越来越流行中国的电视节目（显然是译制片）。在加纳的一位

中国电视制片人说：“加纳人不仅喜欢看中国传统神话剧，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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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看现代都市生活剧，特别是喜剧和家庭伦理剧。”当然不是指

政治喜剧或类似《摩登家庭》那种关系的电视剧。

作者：Stuart Lau，2021 年 9 月 16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politico.eu/newsletter/china-direct/politico-china-

direct-von-der-leyen-strikes-indo-pacific-heat-taiwan-lithuania/)

二、分析二、分析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台湾 +印太 +欧盟对华政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台湾 +印太 +欧盟对华政策

最近，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中国和立陶

宛因此陷入纷争，该新闻已成头版头条。但实际上，欧盟官员关

于修改欧盟对台政策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一年前，欧盟重要官

员发文，主张 “重新思考欧洲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欧盟还

组织了首届欧盟 -台湾投资论坛。

随后，欧盟和中国在人权制裁方面关系紧张，欧盟还呼吁对

新冠疫情实施溯源调查，发起了有关台湾政策的讨论。政治因素外，

台湾地区还是主要的芯片出口方，疫情期间芯片供应遭遇严重延

误，台湾地区对欧盟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突显出来。

本月初，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针对欧盟与台湾地区

关系的第一份独立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有重要迹象显示，双

方关系应该更紧密、甚至迈向更大胆方向。该报告虽然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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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也提议改善对台关系。对台关系

改善，则有损对中关系。

报告呼吁，展望欧洲（2021-2027）规划框架下，欧盟应该

与台湾地区在电动汽车、智能制造、芯片和研发等领域建立更紧

密的伙伴关系。报告中最具争议的或许是以下两点：第一、建议

欧盟委员会评估与台湾地区双边投资协定（BIA）的影响；第二、

建议将欧洲驻台湾经济贸易办事处（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更名为欧盟驻台北办事处（The European Union Office in 

Taipei）。然而，欧盟委员会是否通过欧洲议会提案，还有待观察。

欧盟委员会必须先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才能着手评估影响，

更名驻台湾办事处。然而，欧盟成员国对中国和立陶宛争端的反

应相对低调，因为欧洲各国在讨论与台建立更紧密关系时都相当

谨慎。

虽然欧洲议员们，包括九个国家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均支

持立陶宛，但欧洲各国政府不大倾向于提供支持。部分欧洲国家

政府和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批评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

施压，但并未明确支持立陶宛的立场。欧洲各国的态度与一年前

一致。当时，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施特奇尔（Miloš Vystrčil）访台，

中方反应激烈。不过，美国政府公开支持立陶宛立场。此外，报道称，

美国政府正考虑允许台湾变更其在华盛顿代表处的名称。

另一个欧洲不愿大力支持与台接触的外交迹象是，决定向台

湾地区捐赠疫苗的只有四个中东欧（CEE）成员国，即捷克、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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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斯洛伐克。台湾的回应是，将于十月向捷克、斯洛伐克和

立陶宛派出一个 65 人的代表团，促进台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波

兰捐赠了 40 万剂疫苗，成为继日本、美国之后第三大对台疫苗捐

赠国。然而，波兰明确重申了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以上

表明，现阶段欧洲各国政府不太可能支持立陶宛倡导的亲台议程。

台湾地区向欧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芯片，成为欧盟重要贸易

伙伴。芯片短缺之际，台湾当局重申将与欧盟合作，加强芯片这

一关键产品的供应。有传言称，台积电可能在欧洲新建一座工厂。

半导体外，主要受疫情影响，包括气道正压通气面罩、消毒液和

医用口罩等医疗用品也成为欧盟与台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

欧盟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超出了经济联系的范畴，双方在众多

论坛上进行合作和共享信息就证明了这一点。台湾地区在“民主

韧性”讨论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应对中国对地区及世界构成挑

战的重要合作伙伴。

欧盟和台湾地区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欧盟倡议中找到加强合

作的新机会。欧洲芯片法案即将出台，台湾地区可能成为欧盟重

要伙伴，扩大芯片生产。但是，提议会加剧竞争，双方也需要处

理这一问题。欧洲国家希望其在印太地区的供应链多样化，欧盟

的印太战略因此为进一步发展欧盟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关系提供了

建设性框架。

最新事态表明欧盟与台湾地区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密切，但双

方也不愿将中国推得太远。这意味着，欧盟和台湾地区关系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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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变化，欧盟与台湾地区可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等，而且这些

协定更有可能朝温和积极的方向发展。

作者：佚名，2021 年 9 月 16 日

翻译：严格

(https://merics.org/en/merics-briefs/taiwan-indo-pacific-eu-china-

policy)

注： 墨 卡 托 中 国 研 究 中 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MERICS），于 2013 年在柏林成立，由德国最大的私人

基金会之一墨卡托基金会（Stiftung Mercator）出资建立，是欧洲

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现已成为德国以及欧盟对华政策的重

要智库，其研究报告及专家访谈也成为许多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

素材来源。

尽管该中心在官网上自称“希望展现中国不同侧面的风貌，

推动公众讨论，并深化德国乃至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但

却以“我们从根本上拒绝‘国家媒体’的采访”为由常常拒绝中

国媒体采访，其偏颇立场多次受到质疑，其研究刊物八成负面评

论中国，甚至提出“中国渗透欧盟”的论断。德国《每日镜报》

此前报道称，一些德国传统智库担心MERICS垄断“中国专业知识”，

并认为其缺少从历史角度看待中国的立场。德国学者莱希贝格对

《环球时报》说，研究某国的欧美机构通常会努力展示该国的多

元面貌，但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例外，它发表的各类中国研究文

章基本是批判性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德国学者裴德思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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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时报》记者说，墨卡托把“中国研究政治化，对这门学科是有

害处的”。

2021 年 3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

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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