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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习主席访欧收官之作将在 欧洲政治家摇篮 上演 面向 国年轻人发出中国声音

欧洲学院期盼 面向未来的演讲
本报布鲁日 月 日电 驻欧记者 王钰深

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的收官之作 是在位于比
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并发表主题演讲 校长
约尔格 莫纳尔和师生们都非常期待 这将是
一次面向欧洲未来的演讲

据了解 习近平此次演讲的主题是中欧关系
的发展 中国如今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欧盟
则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方的关系近年来也
从外交 贸易逐渐拓展到安全合作和人文交流等
多个领域 莫纳尔表示 这是习近平成为国家主
席后首次到访欧洲 人们都在猜测他对中欧关系
未来的考量以及会带来怎样积极的信号

此次演讲的听众名副其实是 欧洲的未来
欧洲学院被誉为 欧洲政治家摇篮 年成立
至今 欧洲学院共有 万多名毕业生 其中近半
进入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工作 现任的欧盟机

构公职人员中约有 人毕业于欧洲学院 丹
麦现任首相施密特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 欧盟对
外行动署首席运营官奥沙利文都是校友 学院
如今虽然只有 多名学生 却来自包括欧洲
各国在内的 个国家 在这里演讲等同于面
对 个国家的年轻人发出中国声音 莫纳尔
说 这些年轻人是最关注国际和中欧事务的群
体 很可能是未来欧洲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欧洲学院由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等致力于欧
洲一体化事业的政治家共同创立 也因此成为
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先驱者 莫纳尔坦言目前欧
洲一体化正遭遇困境 如今的决策者没有当年
摆脱战争的紧迫感 很多人安于享受眼下的红
利 也不愿将更多权力让渡给欧盟机构 莫纳
尔希望 中国等欧洲以外的大国能够理解支持
欧洲一体化 这将会为一体化进程带来巨大推

动作用 也会给稳定的世界秩序带来好处 莫
纳尔以贸易谈判为例 每次中方代表只有一个
而这边却有 个成员国 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将
提高欧盟效率 也会让中国省事很多

欧洲学院高度重视中欧关系的发展 从
年起专设了 中欧关系 教授一职 并开始

向中国提供全额奖学金名额 中国学生的到来
有双向的积极意义 可以增进双方学生对中国
和欧洲的了解 消除国际间的隔阂 不过 欧洲
学生提出的问题更多些 而中国同学只有 个
这可有点不公平 莫纳尔笑道 就在习主席发
表主题演讲的同一天 欧洲学院将正式成立 中
欧研究中心 与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四川
大学等展开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几天前 欧洲学院里的 中国馆 开张了 这
个由中国国新办和学院共同建立的图书馆里

陈列着约一万册的多语言出版物 内容涵盖了
中国政治 经济 历史 文化等方方面面 莫纳尔
说 中国馆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欧人文交流
的重视 尤其是对年轻学子们的重视 回顾习近
平整个欧洲之行 莫纳尔认为这也将增进中欧
人文对话 中欧政治或经济合作都需要建立在
互相理解 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而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理解可以减少很多摩擦

建校 多年来 欧洲学院每年的开学典礼
上都会邀请一位欧洲政要前来演讲 英国前首
相撒切尔 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委会主席巴罗
佐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都曾是台上嘉宾 学
院的门镜教授告诉记者 去年的开学典礼有嘉
宾临时爽约 让大家觉得非常遗憾 此次习近平
主席作为首个欧洲以外的领导人前来演讲 不
少学生觉得这是个 迟到的惊喜

消费税今起上调
安倍 饮鸩止渴

陈子雷

日本从 月 日起将消费税率从 上调
至 同时 根据今年的经济形势 明年 月
还将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

一杯 首相毒药
日本的消费税法成立于 年 月 于
年 月开始正式实施 成立当初 当时的

日本首相竹下登即迫于舆论压力而辞职
年 月 桥本内阁决定将消费税率从原来的
上调至 却因增税引发经济衰退致使自民党
在参议院选举中落败 桥本龙太郎被迫引咎辞
职 同样 年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因决定消
费增税而引发党内分裂 年野田内阁因成
立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相关法案 即消费增
税法案 而使民主党在 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一
败涂地 野田佳彦也因此引咎辞职 可以说 从
日本消费税法案成立到几次增税的历史风波
中 人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的不断衰退和此起
彼伏的倒阁运动

自 年 月底安倍组阁以来 依靠安倍
经济学的 话筒效应 日本经济出现股市上扬
日元贬值 个人消费回暖等现象 随着经济形势
开始好转 消费增税又开始成为世人关注的话
题 从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看 迫切需要上调
消费税率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不断
膨胀的公共债务 一个是透支严重的社保支出

一根 救命稻草
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

溃和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日本经济开始告
别战后一度高歌猛进的高速增长期 潜在经济
增长率开始不断下滑至 左右 一般来说 在拥
有人口红利的高速增长期 由于整个社会对未
来生活的良好期待 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也随
之不断增加 但是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少子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日本的消费者和企业也相
应调整了对未来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预期 老百
姓开始节衣缩食 企业开始减少国内投资 转而
向海外进行生产转移 因此 日本在高速增长期
所形成的巨额个人消费信贷和企业融资 随着
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也迅速转
变成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 在经历了前后十余
年的清算之后 这些不良资产又开始逐步演变
成政府的公共债务 目前 日本公共债务的
占比已经攀升至 居发达国家之首 而从
日本的国家财政预算来看 其债务偿还支出已
占预算支出的 左右 而社保相关支出也占
到 成以上 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如要偿
还巨额公共债务 填补社保透支 其方法不外乎
增税和营造通货膨胀来让国民承担债务 从安
倍经济学的本质来说 其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
为了营造通胀预期 而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 面对
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规模和越来越大的社保 窟
窿 唯一能够作为 救命稻草 的也仅剩消费税了

下一道 鬼门关
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 目前日本 的消费

税率还有很大的上调空间 据日本政府测算 在
经济保持正增长的情况下 其消费税率如能上
调至 左右 那么社保透支现象将得到
缓解 而公共债务也能够降到现在发达国家的
一般水平 因此 这次的消费税率上调虽然只是
万里长征第一步 但是对安倍来说却不但 任
重道远 而且风险巨大 如果任内第一次消费
增税就立刻对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带来冲击
使经济迅速下滑的话 那么安倍或将难逃和其
前辈一样的下场 非但如此 按照消费增税法
案 安倍还必须作出明年 月是否实施第二阶
段增税的决定 也就是说 即使安倍经济学能够
从 月 日第一阶段消费增税中幸免于难 也
难以逃脱明年 月第二阶段增税的 鬼门关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 日本的贫富差距正
在不断扩大 根据日本媒体近日的报道 在消费增
税之前日本的超市卖场已开始出现排队 争购 现
象 可以说 出入超市卖场的消费群体多为老年人
和低收入群体 这部分人将是受消费增税冲击最
大的消费群体 总而言之 安倍的当务之急应
该是积极推动其第三支箭 即增长战略的实施
来实现日本的结构改革 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以经济增长实现税收增长 而
尝试实施通货膨胀税和消费增税的方式 只能
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增加日本国民的负担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亚经济研究
中心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韩方开炮回应朝鲜海上射击演练
中方对半岛局势升温表示担忧 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防止形势轮番升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李良勇 韩国联合参
谋本部 月 日说 朝鲜当天在半岛西部海域
北方界线 附近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韩国军方
开炮予以回应

朝鲜暂时没有作回应 朝方当天事先已告
知韩方这次演练

炮弹未射特定目标
联合参谋本部说 当天下午 时 分 朝

鲜开始在 北方界线 以北射击演练 发射多枚
炮弹

朝方几枚炮弹落入 北方界线 以南韩国海
域后 韩国军方用 自行榴弹炮开炮回应
同时派出多架 战斗机前往这一海域

暂时没有迹象显示朝韩双方朝着任何特定
目标开炮 联合参谋本部一名发言人说 截至
目前 双方炮弹落入海中

韩国军方官员说 在靠近这片海域的韩国
白翎岛上 作为预防举措 居民暂时躲进掩体
岛上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当局官员告诉法新社
记者 我们敦促所有居民立即转移至掩体内
一些人已经那么做了

美联社援引联合参谋本部官员姜明星 音
译 的话报道 附近延坪岛上的居民也躲入掩体
他在岛上没有看到任何战机 但能听到炮火声

朝罕见设 禁航区
日晨 时 朝鲜人民军西南前线司令部

经由传真告知韩国海军第二舰队 朝方当天晚
些时候将在西部海域边界附近 处地点举行实
弹射击演练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 朝鲜要求 在举行
实弹射击演练前 韩国对这 处海域的韩方船
只进行管制 尽管这些区域位于 北方界线
以北 为了居民和海员的安全 我们已经禁止船
只进入演练区域

韩联社评述 朝鲜举行实弹射击演练并不
罕见 但把整个西部海域边界附近设为 禁航
区 且事先告知韩方演练的情况较为少见

朝 硬对 韩美军演
宣布举行实弹射击演练前一天 朝鲜外务

省 日发表声明说 针对美国借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进行 孤立扼杀 朝鲜不排除进行 新形
式的核试验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 日说 如果朝方
进行新的核试验 当然会付出沉重代价

他敦促朝鲜做出正确选择 朝鲜是否进行
核试验 最终取决于朝鲜领导层 的决定 但他
们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朝鲜的未来

朝鲜领导层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相孤立或是迈向
与国际社会 更多合作之间做出选择
另外 韩联社 日援引韩国军方一名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 朝鲜最近在首都平壤附近调动
军队和火炮 据信是准备举行大规模火力演习

报道说 朝鲜军方自去年 月初以来一直
进行冬季训练 发射一系列导弹和火箭弹 在朝
韩边境附近举行渗透演练 其间 部分部队和火
炮调至平壤附近的美林空军基地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说 朝鲜军方据
信正准备大规模火力演习 包括使用多管火箭

炮和自行榴弹炮 按韩联社的说法 朝方每年
冬季训练最后阶段都会举行大规模火力演习

韩国军方另一名官员说 火力演习后 朝鲜
还可能举行登陆演习 以回应韩美截至 月
日结束的 秃鹫 联合军演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日就朝鲜半岛局
势答问时表示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有所升温
中方对此表示担忧 中方反对任何损害半岛
和平稳定的行为 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谨
言慎行 防止形势轮番升级 共同维护半岛和
平稳定

日官员妄评我领导人在德演讲

中方严斥日方无理态度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在 日的中国外

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报道 针对习近平主
席访问德国时在演讲中提及日本侵华历史和南京大
屠杀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 中国领导人在第
三国发表有关言论不具建设性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对日方采取的无理
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他说 包括南京大屠杀在
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普京签署命令成立克里米亚事务部 制定并协调落实有关该地区发展的国家计划

俄总理访克里米亚 宣布建经济特区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惠晓霜 俄罗斯总理

德米特里 梅德韦杰夫 月 日访问克里米亚
地区 宣布当地将建立经济特区 承诺改善民生
和基础设施

一批内阁成员随同梅德韦杰夫访问 包括
第一副总理伊戈尔 舒瓦洛夫和副总理德米特
里 罗戈津 梅德韦杰夫在克里米亚地区首府辛
菲罗波尔召开特别内阁会议 克里米亚地区政
府官员也参加

梅德韦杰夫在会议上宣布 将在克里米亚
建立经济特区 实行优惠税收和关税制度 精简

行政审批手续以吸引投资者 另外 俄罗斯政府
将帮助克里米亚开发旅游业并采取措施鼓励更
多俄罗斯人前往当地旅游

他还承诺 克里米亚地区的道路和其他基
础设施将升级改造 当地政府雇员薪水和民众
养老金将提高至俄罗斯平均水平 他强调 克里
米亚地区一旦电力供应中断 俄罗斯政府能确
保提供后备供电 而且将研究克里米亚用电长
期解决方案 比如并入俄罗斯电网或者在当地
建设电站

俄罗斯总统网站 日发布消息说 俄总统

普京已经签署命令成立克里米亚事务部 并任
命奥列格 萨韦利耶夫为部长

根据上述总统令 克里米亚事务部的主要
职能是制定并协调落实有关克里米亚地区发展
的国家计划 对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
尔市当局履行职能的情况进行监督 确保这两
个新联邦主体尽快融入俄联邦经济 金融 信贷
和法律体系之中

此外 美国国务卿约翰 克里与俄罗斯外交
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 月 日在法国巴黎会
面 讨论给乌克兰危机 降温 的办法 只是 会

谈无果而终
会后 两人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 克里强调

俄军从乌俄边境地区撤回才能为对话创造良好
气氛 拉夫罗夫则提议 乌克兰应该采用联邦制

另一方面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新闻处
日宣布 接受总统候选人报名的工作已经结

束 已有 人登记为总统候选人
报名参加本次总统选举的有前总理季莫申

科 富翁议员波罗申科 乌共领导人西蒙年科
地区党领导人之一季吉普科 自由党领导人佳
格尼博克 右区 党领导人亚罗什等

那些年 媒体怎样 愚乐大众
据新华社洛杉矶 月 日电 记者 张超群

愚人节的 虚假 消息经过媒体的传播常常让人
信以为真

在美国 最著名的要数 年总部坐落在
加利福尼亚州的知名快餐连锁企业 塔可钟快
餐连锁店 在愚人节推出的一则广告 年
月 日 美国 家主流报纸同时出现了塔可钟
快餐连锁店的整版广告 声称为帮助美国减少
债务 该公司将买下位于费城 作为美国独立战
争和黑人解放运动标志的自由钟 并将它重新
命名为 塔可自由钟 看到这则消息后 美国老
百姓 炸翻了天 塔可钟快餐连锁店原本计划
中午发消息揭露这一 骗局 但还没到中午 该
公司和负责管理自由钟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就已接到成千上万的电话抗议 国家公园管理
局不得不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让焦虑的民众知
道真相

英国广播公司 作为 愚乐先锋 在
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很多经典的案例 不得不
提的经典案例是早在 年愚人节当天播出
的 意大利面条丰收事件 报道说 瑞士南部提
契诺州一户人家的意大利面树获得大丰收 同
时还展示了一位妇女正从挂满意大利面的树枝
上摘采成熟的意大利面的图像 节目播出后

接到上百个电话 询问如何种植这种意
大利面树 而 的回答则更加雷人 将一
根意大利面插进番茄酱罐头里 然后祈祷最
好的结果

在瑞典 哥德堡邮报 在 年的愚人节
写道 瑞典第二大岛厄兰岛已经脱离海床 正朝
着陆地漂移过来 年 瑞典电视台在愚人
节教观众用一只袜子让黑白电视机里变成彩色
电视机 这也是瑞典几十年来比较经典的愚人
节玩笑

月 日 以色
列前总理奥尔默特
左一 抵达特拉维夫
地区法院

当日 以色列前
总理奥尔默特被上述
法院判处犯有受贿
罪 他被控告担任耶
路撒冷市市长期间
收受房地产开发商的
贿赂 该案被视为以
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
一起腐败案

新华社发

月 日 在韩
国首尔 人们观看
有关朝鲜计划射击
训练的电视节目

韩国国防部副
发言人韦旺燮 音
译 表示 朝鲜 据
信想通过加剧在西
部海域边界附近的
紧张 在朝鲜半岛制
造危机局面

我军方将密
切关注 朝方 演
练 做好应对任何
意外情况的准备

新华社 路透

判 罪

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

法国总理艾罗递交辞呈
据新华社巴黎 月 日电 记者 郑斌 应强

法国总理府 日发布公报说 总理艾罗当天下午已
经向总统奥朗德递交辞呈

法国市镇选举第二轮投票 日结束 选举初步
结果显示 执政的社会党遭遇失败 而在野党人民运
动联盟获得显著胜利 当地媒体普遍认为 鉴于不利
的选举结果 奥朗德可能会改组政府 甚至更换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