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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促凝聚共識解決歐債
冀在財政緊縮與經濟增長找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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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布魯塞爾二十日消
息：中國總理溫家寶20日在布魯塞爾同歐洲
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
共同主持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溫家寶
就中歐合作提出四點建議，包括大力推進貿
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雙方在交通、
電力、通訊等領域開展合作，推動國際金融
體系改革取得新進展等。

【本報訊】據中新社大連二十日
消息：停靠在遼寧省大連市造船新廠
碼頭的中國航母 「16」號艦和中國海
軍 「88」號人員補給艦已連續兩天處
於懸掛滿旗的狀態。20 日，駐守在
航母上的海軍官兵除按規定進行操練
外，已經開始嚴格按照海軍條例執行
升旗儀式。

記者 20 日在碼頭看到，身着白
色軍禮服的海軍士兵手捧軍旗，從正
在操練的士兵方隊走過，7時57分剛
好停在位於航母艦尾的旗杆下方。8
時整，鮮艷的軍旗迎着朝陽準時
升起。

在國旗、軍旗和海軍旗下，航母
平台上的海軍官兵們有序地環繞在航
母飛行甲板的周邊及指揮塔上，舉行
站坡儀式。此次操練內容同 19 日基
本相同，但在前飛行甲板上的官兵呈

扇形站位，卻是 19 日沒有展現過
的。

滿旗是海軍艦艇按規定懸掛國旗
、軍旗，並由艦首通過桅杆連接到艦
艉掛滿通信旗的儀式，用於慶祝重大
節日，舉行隆重活動等。

中國航母 「16」號艦 20 日上午
似乎就迎來了這樣的時刻。在軍樂的
伴奏下，航母平台上列隊的海軍官兵
們接受了有關人員的檢閱。儀式結束
後，他們還一道合影留念。

記者同時看到，儀式進行期間，
有巡邏艇不停地在航母 「16」號艦周
邊水域徘徊。

對於中國航母平台何時服役、以
何種方式命名，官方尚未明確說明。
而對於連日來在航母 「16」號上舉行
的系列活動，軍迷們紛紛表示非常期
待。

【本報訊】據中央社、中通社報道，第 15 屆中歐
峰會 20 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揭幕，溫家寶在峰會上，
批評歐盟繼續對華實施武器禁售，他同時要求歐盟在承
認中國為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溫家寶致開幕詞表示， 「我想坦率地說一點，對華
軍售解禁和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兩個問題，我
努力了 10 年，但沒有得到解決，對此，我深感到遺憾
，我希望也相信，歐方會抓住時機，盡早採取主動。」

報道說，歐盟是在 1989 年實施對華武器禁售的。

中國要求歐盟取消禁售令已經多年。與此同時，2001
年底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一直敦促歐盟承認中國的完
全市場經濟地位。該地位有助於中國在受到反傾銷起訴
時得到保護。

溫家寶說，希望隨着歐洲一體化的加深，歐盟成員
國能夠更加重視中國與歐盟整體的關係。

他表示，中國與歐盟為世界上兩個大的戰略力量，
沒有重大的利害衝突，應將彼此發展視為機遇而不是威
脅，加深合作，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

中國航母連日掛滿旗

雙方高度評價中歐關係發展取得的成就，一致表
示要繼往開來，制定面向未來的中歐一攬子合作規劃
，推動中歐關係達到更高水平。

溫家寶說，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在持續，對一
些國家和地區造成嚴重衝擊，世界處於深刻複雜的變
化之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中歐要提振信心
，緊密攜手應對挑戰，將達成的各項共識落到實處。
同時着眼長遠，加強戰略溝通和協調，在未來的國際
格局中更好地維護和促進共同利益。

溫家寶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大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

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相互擴大市場開放，堅持
通過平等協商解決貿易糾紛。盡快啟動中歐投資協定
談判，探討開展中歐自貿協定可行性研究，為雙方企
業發展、合作創造良好的法律、政策、輿論環境，搭
建更為有效的平台，共同開拓市場。

第二，將先進製造業、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製
藥、信息通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重點，建立聯合
研發中心、技術轉移中心、聯合孵化器，開展以企業
為主體的 「產、學、研」一體化合作，培育新的經濟
增長點。

第三，建立工作機制，推動雙方在交通、電力、
通訊等領域開展合作。中國政府鼓勵本國企業和金融
機構參與歐方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構建覆蓋歐亞大陸
的物流網絡，以適應中歐之間不斷增長的貿易、人員
往來需求。

第四，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取得新進展，維護
全球經濟金融穩定。中方歡迎歐洲企業在跨境貿易和
投資中使用人民幣，願與歐方一道，支持互設銀行分
支機構和開展業務。

歐債關乎全球利益
溫家寶表示，解決歐債問題關乎全球利益，中方

一如既往支持歐方解決歐債問題的努力，將加強同歐
盟機構、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溝通與合作。
希望歐方進一步凝聚改革的共識，落實各項紓困措施
，在財政緊縮和經濟增長之間找到平衡點，運用綜合
手段，為歐洲經濟復蘇和可持續增長注入強勁動力。

歐方表示，歐中關係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礎上，有着強勁動力，前景廣闊。今後
無論遇到任何挑戰，歐中利益都將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歐方高度讚賞溫家寶提出的推進歐中關係的建議，
願與中方共同制定長期合作規劃，為未來歐中關係發
展奠定堅定基礎，提供戰略指導。歐方願與中方深化
貿易、投資合作，啟動投資協定談判，通過對話協商
妥善解決分歧，加強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密切人
文交流，加強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共同應
對全球性挑戰。歐方正在推進改革，依靠自己的努力
解決歐債問題。中國的支持和歐中合作對歐洲經濟的
復蘇與增長至關重要，歐方將與中方加強溝通與合
作。

雙方還就世界經濟形勢、二十國集團以及地區熱
點問題交換了看法。

同日，溫家寶還會見了中國駐歐盟使團和駐比利
時使館工作人員、中資機構、華人華僑和留學生代
表。

一直在中歐貿
易糾紛中扮演強勢
角色的歐盟，在中
國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與歐盟領導人舉

行最後一次峰會前夕向中國遞出了 「橄欖
枝」：宣布擱置一項針對中資電信製造商
的有爭議的貿易案件。我們希望深陷債務
危機的歐盟，選擇中國領導人訪歐的當下
採取平息貿易爭端的態度，並非出於交換
中國慷慨援助的 「權宜之策」，而是真正
深刻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
一個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只能是 「損人
不利己」。

此次針對中國兩大電信企業華為、中
興糾紛的焦點是中國政府是否向他們提供
了出口信貸和其他非法補貼。為此，歐盟
已經號召其成員國做了近兩年的調查。而
據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引述歐盟一位貿
易專員的話說，這宗反補貼案需要收集到
更有力的證據才能推進，因此暫緩指控。

早在兩年前，歐盟委員會宣布對中國
產無線廣域網卡發起反補貼調查。這是歐
盟首次動用所有貿易救濟工具（即反補貼
、反傾銷和反保護，俗稱 「三反」）對付
中國產品。提出反補貼申訴的歐洲廠商
OPTION 聲稱，華為公司和中興通訊接受
中國政府補貼，以低價出口對歐洲生產商
造成實質損害。該案也被視為歐盟對中國
採取更強硬立場的證據。

與以往歐美國家針對中國單個企業的
反傾銷不同，反補貼手段針對的是出口國
的政府及其政策。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

爆發以來，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不顧歷次G20峰會達
成 「加強合作協調、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強烈呼聲，
頻頻對中國舉起 「三反」 「雙反」大旗，不斷出台貿易
保護主義措施，嚴重影響了貿易的雙贏格局。

耐人尋味的是，此次歐盟暫緩對中國兩大電信公司
反補貼的調查，給出的理由是 「需要收集到更有力的證
據才能推進」，意為 「證據不足」。

歷史已證明，貿易保護主義無異於經濟復蘇的一劑
「毒藥」。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以世貿組織規

則為核心的全球貿易規則為維護各國市場開放和公平競
爭提供了制度框架和有力保障。歐盟、美國等國家建立
在 「一己之利」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損害了世貿組
織規則，其可能引發的貿易戰將造成全球貿易和投資混
亂，阻礙經濟全球化朝着公平、合理、有序的方向發展。

歐盟已經連續八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
則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中歐經
貿關係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正是得益於雙方致
力於貿易和投資開放。

如今，世界經濟持續低迷、歐債危機加劇，歐盟務
須與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推動
世界貿易和投資和諧、可持續發展。這也是溫家寶此次
歐洲之行旨在 「深化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擴大務實
合作規劃藍圖」的目的。因此，無論是就當前情勢而言
，還是着眼於更長遠的未來， 「慎用貿易保護政策、維
護中歐經貿關係大局」應是歐盟需持的明智態度。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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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晤在北京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中國政府發表了首份對歐盟政策文件，歐盟也發表了
第五份對華政策文件。雙方決定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第七次會晤在荷蘭海牙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簽署了中歐關於防擴散和軍備控制問題的聯
合聲明、和平利用核能研發合作協定等多個合作文件，並發表了聯合聲明。

第八次會晤在北京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和《中歐氣候變化聯合宣言》，
簽署了關於在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空間開發等領域開展合作的文件。

第九次會晤在赫爾辛基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同意啟動中歐新夥伴合作
協定的相關談判。

第十次會晤在北京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一致同意進一步加強各級政治對話和磋商，增進
政治互信，擴大戰略共識，並同意成立副總理級的中歐經貿高層對話機制。

第十一次會晤在布拉格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簽署了《中歐清潔能源中心聯合聲明》《中
歐科技夥伴關係計劃》和《中歐中小企業合作共識文件》等合作協議。

第十二次會晤在中國南京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簽署了《中歐科技合作協定》以及在節能
減排、貿易和投資、環境治理等領域合作文件。

第十三次會晤在布魯塞爾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會晤達成了促進雙邊貿易、消除貿易壁壘的重
要共識。

第十四次會晤在北京舉行，溫家寶總理出席。雙方領導人就深化投資、貿易、科研、創新、能源
、環保、城鎮化、人文等領域合作達成了重要共識。

帕內塔參觀北海艦隊帕內塔參觀北海艦隊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

20 日在青島訪問了解放軍北海艦隊，並登上一艘護衛
艦和一艘潛艇參觀。帕內塔對中方安排表示感謝，表示
相信訪問將推動兩軍關係發展。

據了解，這是近年來美國國防部長訪華行程中首次
包括北京以外的地方，而有機會進入中國海軍潛艇的外
國軍方領導人也為數不多。

北海艦隊是中國海軍的三支艦隊之一，承擔着重要
的職責和任務。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美大局局長黃雪
平表示，中方的安排顯示了加強中美兩軍交流合作的意
願，也顯示了中國軍方在對外交流中的開放姿態。

黃雪平也回答了有關美方邀請中方參加 2014 年環
太平洋軍事演習的問題。他說，美方的邀請是積極的。
但重要的是，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帕內塔於 20 日上午從北京乘專機抵達青島，當日
下午便乘專機離開，結束了他就任美國國防部長以來的
首次中國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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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溫家寶20日在布魯塞爾同歐洲理事會主
席范龍佩（中）、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右）共
同主持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 新華社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布魯塞爾出席第八屆中歐工商峰會並
發表題為《做21世紀國際合作的典範》的講話 新華社

望對話解決光伏反傾銷
【本報訊】據中新社布魯塞爾二十日消息：中國外

交部副部長宋濤 20 日在布魯塞爾向媒體介紹了第十五
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成果。他透露，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出
席會晤時提出，歐方最近決定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反傾
銷調查立案，希望這件事能夠通過對話協商得到妥善解
決。

歐盟委員會9月6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光伏板
、光伏電池以及其他光伏組件發起反傾銷調查。本次反
傾銷調查將延續 15 個月，這是中國歷史上涉案金額最
大的貿易爭端。據歐盟委員會統計，2011 年，中國向
歐盟出口了價值210億歐元的光伏板及光伏組件。

溫總提四建議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大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盡快
啟動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開展以企業為主體的 「產、學、研」
一體化合作，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建立工作機制，推動雙方在交通、電
力、通訊等領域開展合作。

中方歡迎歐洲企業在跨境貿易和投資
中使用人民幣，願與歐方一道，支持
互設銀行分支機構和開展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