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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欧洲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举行会晤
的主张得到欧洲各方的广泛认同。欧中
双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将为国际社会
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护正义注入重要
动力。
克罗地亚《七日》周刊及《日报》网站
总编辑马克·齐戈伊说，习近平主席关于
发展中欧关系的主张令人鼓舞。今天，人
类社会面临共同严峻挑战，欧洲只有与中
国建立良好关系，包括加强政治互信以及
深化经济、生态、科技等领域合作，才能实
现发展。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与欧洲的
团结彰显力量。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德中议员小组副
主席罗比·施伦德说，德国以及欧盟与中
国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欧中双方应
尽可能多地沟通，尤其在全球化和多极化
两方面加强交流，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
围绕建立信任、增进共识进行对话，是使
双方和平共处并保持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的保证。
葡萄牙前外交部长安东尼奥·马丁
斯·达克鲁斯认为，
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
的会晤。欧盟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
层面上有着非常牢固的关系，这次会晤达
成的共识以及双方签署的协定对于双方继
续开展积极和建设性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塞尔韦斯特·沙
法什认为，这次会晤是欧盟与中国长期保
持友好关系的最新见证。会晤达成的共
识以及双方签署的协定将给欧亚大陆乃
至全球人民带来长期福祉。欧中双方携
手并进，将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共同

事业带来更加丰富的成果，推动欧中关系
达到更高水平。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
里奥斯说，这次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双方
签署的协定表明欧中关系正沿着正确方
向发展。坚持这一方向，将展示欧中关系
的强大生命力，让正在经历艰难形势的欧
亚大陆乃至全球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
来，为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新的合作打下坚
实稳固的基础。
匈牙利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
长伊诺陶伊·安德拉什说，这次会晤是欧
中双方在国际社会抗击新冠疫情及恢复
经济的关键时刻举行的一次重要会晤。
作为世界两大力量，双方都强调维护和加
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这符合双方共同利
益，也必将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注
入重要动力。
爱尔兰智库亚洲事务联合创始人兼
执行主任马丁·穆里表示，在世界充满挑
战的形势下，欧中加强合作对于推动全球
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双方签署的《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体现了建立对等互惠贸易的
合作精神以及向彼此消费者提供高品质
产品的承诺。
罗马尼亚欧洲风险基金会执行主席
利维乌·穆雷尚认为，这次会晤是对双方
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
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确认
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承诺深化绿色经济、
气候变化、科技等领域合作，表明双方致
力于发展可持续和建设性的关系。

塞尔维亚总理：

国际社会有必要重温
联合国成立的目的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4 日电 美国库恩
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 14 日说，近年来
不断增长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全球
化和多边主义构成严峻挑战，适逢联合国
成立 75 周年，国际社会有必要重温联合国
成立的目的。
库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做出这
一表态。他说，1945 年人类历史上最具破
坏性的战争刚刚结束，国际社会当时普遍
认识到，人类永远不能再允许民族冲突和
战争给世界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有必要
成立一个多国组织，践行集体安全。
库恩说，75 年过去了，虽然没有再发
生新的世界大战，但世界各国争议领域非
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新冠疫情更加剧
了各国争议，损害了各国经济。
“全球地缘政治（问题的解决）既需要
国际组织，也依赖双边关系。联合国可能
提供不了全部答案，但它肯定是答案的一
部分。”库恩说，
“ 国与国之间分歧难以避
免，最重要的是，应在通过不断接触管控
潜在冲突的同时，寻求共同的合作机会。
”
库恩认为，和平并非着眼于过去的问
题，而应着眼于未来的机遇，各国在科学
技术、医疗保健和商业方面的合作可以造
福各国人民。

▲
▲

普京：

将与华为展开多领域合作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9 月 14 日电 塞
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14 日说，塞尔维
亚将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多领域与华
为公司展开合作。
布尔纳比奇当天与中国驻塞尔维亚
大使陈波、华为西巴尔干区域总裁李孟群
等在贝尔格莱德出席华为数字化转型创
新中心及 5G 测试实验室揭幕仪式。她在
致辞中说，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塞尔维亚政
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其目的是让塞尔维亚
经济向更具创新和创造力发展。华为创
新中心的成立将帮助塞尔维亚进一步加
快数字化转型。

库恩：

▲
▲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
晚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
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以视频方式共同举行会
晤。欧洲多国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加速
世界格局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
行径抬头的当下，此次会晤有助于中欧双
方凝聚团结合作共识，坚持多边主义，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关系迈向更
高水平。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
《新团结》报
主编克里斯蒂娜·比埃认为，习近平主席
在会晤中提出的“四个坚持”客观理性，为
欧中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释放出积极信号。
作为世界两大力量，欧中双方围绕继续深
化合作提出一系列具体安排，充分表明多
边合作才是时代发展潮流。
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胡兰
波认为，这次会晤在多边主义遭到破坏之
际举行尤显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
坚持”，表明中国对发展中欧关系的立场，
顺应民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靠文明
力量、坚持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增进互
信，必定有助于国际社会早日战胜疫情，
进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希腊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国项
目负责人乔治·措戈普洛斯认为，这次会
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欧中双方向国际社
会宣示了团结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
决心和行动力。习近平主席“四个坚持”

布尔纳比奇说：
“ 对于经济的数字化
转型、我们的教育体系以及当地创新和创
业公司的发展，大型国际企业发挥着巨大
作用。这些合作伙伴对我们来说至关重
要，华为是其中最大也是做得最好的合作
伙伴之一。
”
她表示，塞尔维亚正与华为在人工
智能、教育数字化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展
开合作。在未来 5G 建设招标时，塞尔维
亚将秉持公开、透明原则，不歧视任何合
作伙伴。
陈波说，华为是令中国人民感到骄傲
的企业，拥有世界顶级的技术。很高兴看

到华为公司在开放、公平的环境中积极拓
展同塞尔维亚伙伴的合作，为塞尔维亚的
数字化建设贡献力量。
她说，高新技术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
域和两国合作新的增长点。数字化产业
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塞尔维亚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
中国企业愿同塞方共享技术和经验，助力
塞经济社会实现更大发展。
据李孟群介绍，华为创新中心包含 5
大核心定位，即人才孵化、生态发展、智慧
解决方案、本地化和敏捷创新。华为将助
力塞尔维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

俄罗斯将履行对
白俄罗斯所有承诺
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14 日电 俄罗斯总
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4 日在
俄罗斯旅游城市索契举行会晤时表示，白
俄罗斯是俄罗斯亲密盟友，俄方将履行与
白方所有协议中做出的所有承诺。
普京祝贺卢卡申科赢得白俄罗斯总
统选举，并表示俄罗斯支持白俄罗斯人民
在不受外界压力影响情况下，通过对话解
决问题并达成共识。普京还宣布，俄罗斯
将向白俄罗斯提供 15 亿美元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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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高专：

英国实施防疫新举措
9 月 14 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塔
桥前的绿地上休闲。
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的
疫情防控新举措，自 9 月 14 日起，
除少数情况外，日常社交场合中的
聚集人数不得超过 6 人，室内室外
均 适 用 ，违 者 可 能 面 临 罚 款 等 处
罚。不过，学校和工作场合等并不
受影响。
据新华社

好的人权保障举措
能够减少疫情
带来的冲击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14 日电 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14 日在
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5 次会
议开幕首日举行的新冠疫情专题讨论会
上表示，好的人权保障举措能够减少疫情
带来的冲击。
巴切莱特说，一些国家成功的做法表
明，只有拥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
在关键时刻提供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确
保民众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一些
国家则应采取切实措施，建立更加公平的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