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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指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

演進。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正站在新
的十字路口。中歐作為世界兩大力量、兩
大市場、兩大文明，越是面對這樣的形
勢，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持、團結合作的
大方向，越要堅定不移推動中歐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為國際社會抗擊
疫情、恢復經濟、維護正義注入更多正能
量。
習近平強調，中歐要做到「4個堅
持」。
一是堅持和平共處。世界上沒有完全
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同文明文化多元
共生才是常態。中歐和平共處的力量堅定
一分，世界的和平和繁榮就多一分保障。
二是堅持開放合作。中國致力於逐步
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
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方將通
過不斷挖掘內需潛力，實現中歐兩大市
場、兩方資源的更好聯通、更大效益，
推動中歐共同發展更加強勁、更可持
續。
三是堅持多邊主義。中方願同歐方在
雙邊、地區、全球層面加強對話和協作，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維護以
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推
動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四是堅持對話協商。中歐要把握好中
歐關係合作發展的主流，以對話化解誤
解，以發展破除難題，妥善管控分歧。

要打造中歐數字合作夥伴
習近平強調，中歐互為重要貿易和投

資夥伴。雙方應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拿出
更多舉措，釋放更多合作機遇。今天雙方
正式簽署了《中歐地理標誌協定》。雙方
要本着積極務實的態度，加快中歐投資協
定談判，實現年內完成談判的目標，推動
合作提質升級，助力疫情後世界經濟復
甦，共同維護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中
國市場保持對歐開放，歡迎更多優質安全
的歐盟農產品進入中國。要打造中歐綠色
合作夥伴，建設性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
和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多邊進程，相互支
持對方明年辦好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
大會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
方昆明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推動全球可
持續發展作出貢獻。要打造中歐數字合作
夥伴。中方提出了《全球數據安全倡
議》，希望歐方同中方一道，推動制定全
球數字領域標準和規則，促進全球數字經
濟治理良性發展。要妥善解決彼此合理關
切。中方密切關注近來歐方在5G、外資
審查、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方面的一些
動向，希望歐方保持貿易和投資市場開
放，塑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
商環境，保障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中歐就抗疫和全球衞生合作保持緊
密聯繫，展現了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的時代意義和全球影響。下一步，雙方
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配合，維護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共同促進世界
經濟復甦。要加強疫苗研發合作，努力
讓疫苗成為普惠可及的全球公共產品，
充分照顧疫苗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可及
性和可負擔性。要有序恢復人員往來，
為貨物跨境流動提供便利。在充分尊重
非洲國家意願基礎上，積極開展對非三
方合作。中方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多邊
金融機構和商業債權人在非洲減緩債問
題上採取更有力行動。
習近平還闡明了中方在涉港、涉疆問

題上的原則立場，指出涉港、涉疆問題的
實質是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統一，
保護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的權利。中方堅決
反對任何人、任何勢力在中國製造不穩
定、分裂和動亂，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干涉
中國內政。

中方不接受人權「教師爺」
關於人權問題，習近平強調，世界上

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權發展道路，人
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國首先應
該做好自己的事情。相信歐方能夠解決好
自身存在的人權問題。中方不接受人權
「教師爺」，反對搞「雙重標準」。中方
願同歐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則加強交流，
共同進步。
默克爾、米歇爾、馮德萊恩表示，中

國是歐方尊重的重要戰略合作夥伴。當
今世界需要歐中加強團結合作，共同維
護多邊主義，抵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
義，更加有效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這

符合歐中雙方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歐方願同中方加強對話，增進互信，推
動經貿、投資、綠色經濟、氣候變化、生
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等領域合作取得更
多成果。歐方對歐中簽署地理標誌協定感
到鼓舞，歡迎中方放寬市場准入，擴大開
放，致力於年內完成歐中投資協定談判，
給歐中關係注入新能量。歐方願同中方加
強在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
組織內的合作，推動抗疫國際合作，維護
自由貿易，促進歐中和世界經濟早日復
甦。在人權問題上，歐方坦承自身存在問
題，希望同中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
則開展對話，增進相互了解，妥善處理
差異和分歧。
中德歐領導人還就阿富汗、伊朗核等

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一致同意
加強溝通協調，共同致力於維護國際和地
區安全穩定。
劉鶴、楊潔篪、何立峰等參加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昨晚在北京同歐盟輪值主

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

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

舉行會晤，會晤以視頻方式舉行。中德

歐領導人就中歐關係深入交換意見，為

下階段中歐關係規劃方向，確定重點領

域，一致同意加強溝通協調合作，確保

今後中歐之間一系列重大政治議程取得

成功，深化互信，實現互利共贏，堅持

維護多邊主義，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推動中歐關係邁向更高水平。中歐雙方

宣布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確認

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實現年內完成

談判的目標。中歐決定建立環境與氣候

高層對話和數字領域高層對話，打造中

歐綠色合作夥伴、數字合作夥伴關係。

地理標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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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歐要做到「4個堅持」
中德歐首腦視頻會晤 擬年內完成投資協定談判

布蘭斯塔德下月卸任美駐華大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
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14日通過社交媒
體平台發布關於他計劃離任的聲明，宣
布將於下個月初卸下美國駐華大使的職
位。他在聲明中說，能在過去三年多來
代表美國總統和美國人民，他感到格外
榮幸。
「離任之時，我和到任時一樣樂觀。

我在中國遇到了非常多了不起的人。我
太太Chris和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熱
情好客。」布蘭斯塔德說。布蘭斯塔德
今年73歲，曾長期擔任美國艾奧瓦州
州長，2017年以來任美國駐華大使。美

國駐華使館14日在一份關於布蘭斯塔
德計劃離任的新聞聲明中透露，布蘭斯
塔德上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話確認了
卸任駐華大使一職的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當美媒昨日流傳布蘭

斯塔德會於 11月大選前離任的消息
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在推文稱讚布
蘭斯塔德過去3年多的貢獻，但卻沒有
明言是否要撤換大使，令事情變得耐人
尋味。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此解讀為

「美方將更換駐華大使」，美聯社也認
為這暗示着「布蘭斯塔德即將離任」。

CNN的報道提到，作為特朗普在2016
年當選美國總統後第一個確定的大使人
選，不論是特朗普當局還是中國方面，
都曾對其出任駐華大使一職頗為歡迎。
特朗普當局認為布蘭斯塔德在貿易、公
共政策和農業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而
且與中方關係不錯。中國外交部也曾在
2016年他被提名大使後，一度將他稱作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布蘭斯塔德在任期間可算是歷史上

中美關係最艱難的時期之一。自從他
被任命以來，特朗普政府已經對數千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這是長

期貿易戰的一部分。它還禁止了華為
等中國科技公司進入該國的通信基礎
設施，禁止其進入美國市場，並收緊
了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官方媒體記者
的簽證限制。

外交部指未收到將卸任通知
在北京時間14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

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向發言人汪文斌
詢問對上述報道有何回應。汪文斌表
示，我們注意到美方發布的有關推特，
尚未收到布蘭斯塔德大使將卸任的通
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有媒體日前報
道，有5名印方情報人員裝扮成獵人非法越界。外交部
發言人辦公室14日回應香港文匯報，證實近日中方邊
防部隊發現5名印方非法越線人員，中方在妥善處置
後，於12日將5人移交印方。
外交部發言人回應香港文匯報，中方對中印邊界東

段地區即中國藏南地區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從
不承認在中國領土上非法設立的所謂的「阿魯納恰爾
邦」。經了解，近日中方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東段實
控線中方一側發現5名非法越線人員。中方根據中國
法律和雙方有關協定進行了妥善處置，詳細調查後已
於12日移交印方。
發言人強調，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嚴格遵守兩

國間的協議協定和共識，以實際行動維護邊境地區的和
平與安寧。

外交部回應本報
證5印方人員非法越線

中國、德國、歐盟領
導人於9月14日通過視
頻方式舉行會晤。研究
歐洲問題的專家指出，

此次會晤表明了歐洲的獨立
性，表明中歐關係基本格局沒

有改變。不過未來中歐關係仍會不斷調
整，在美國等因素影響下，仍會出現很
多新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田
德文 14 日接受採訪時談及會晤意義
指：「這是新冠疫情以來，首次中歐高
峰會談。在疫情衝擊世界經濟、美國拚
命拉攏歐洲國家『站隊』的背景下，此
次會晤表達出兩重含義： 第一，是雙

方在多邊主義框架下，對疫情後經濟全
球化、世界經濟復甦、共同抗疫表達了
正向態度。」

田德文續指：「第二，歐洲作出了重
要表達──對於全球化、多邊主義、中
國問題，仍持開放態度，中方也表達了
重視中歐關係、支持歐洲一體化、支持
歐洲在世界多極化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態
度。這在國際關係層面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義。」

美國實際上已對華宣布「冷戰」，並
拉攏歐洲國家加入。不過近期德國、法
國等歐洲主要國家堅持政策獨立性，並
未完全跟隨美國。此次會晤顯示出歐盟
在中美之間採取怎樣的態度？

田德文認為：「疫情勢必對中歐關
係造成了負面影響，例如雙方經貿關
係受到的打擊很大。歐洲國家內部也
不乏和美國一樣強硬的表態，德法內
部也不乏對華更強硬的呼聲。不過從
歐盟大局來看，幾十年來中歐之間
『開放對話、互利共贏』的基本格局
沒有改變，並通過這次會晤給予了重
新肯定。」

峰會表明歐洲獨立性
田德文續指：「新冠疫情對全世界影

響重大，令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劇
變，中歐關係也面臨升級換代的壓力。
因而，此次會晤，雙方領導人需要就此

作出表態，確定中歐關係未來發展的基
本原則和重點領域。這也是外界期待的
內容。」

歐盟目前的態度，是否意味着美國聯
合西方國家圍剿中國的戰略已經挫敗？
田德文認為：「此次中歐峰會確實打了
美國的臉，表明了歐洲的獨立性。不
過，中歐合作框架永遠在變化中，美國
作為中歐合作之外的第三方，其目前的
對華政策勢必給中歐關係帶來負面影
響。此外，中歐雙方經濟實力的變化、
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都在促成中
歐關係調整。未來中歐在具體政策、合
作方式上，勢必會出現很多新問題。」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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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中歐互利共贏格局未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
新媒體賬號消息，9月14日，在中德歐領
導人峰會召開之際，歐盟方面宣布，中歐
已經在會前正式簽署了中歐地理標誌協
定，將中國和歐盟兩地各100種受到地理
標誌保護的地方名產納入保護範圍。在中
國可以吃到歐洲特產的放心食品，同樣，
在歐洲也可以享用原汁原味的中國地方名
品。
這些被歐盟市場保護的中國地方特產包

括安吉白茶、盤錦大米、郫縣豆瓣、山西
老陳醋、吐魯番葡萄乾等，而歐洲的地方
名品則包括法國香檳、愛爾蘭威士忌、巴
伐利亞啤酒、菲達奶酪、帕爾瑪火腿、葡
萄牙綠酒等等。未來在中歐正規市場上見
到的上述名品，意味着均來自特定產地，
其他國家和地方無法使用受到地理標誌保
護的商標。
據路透社14日消息，2019年歐洲出口

到中國的農產品總值為149億歐元，目
前中國是歐盟的第三大農產品出口目的
地。隨着中歐簽署這一協議，世界其他
國家，包括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國出
口到中國的農產品無法再使用受到地理
標誌保護的商品名稱。
今年中德歐領導人峰會原計劃在德國萊

比錫召開，受疫情影響，改為網絡舉行。
中德歐將在天氣變化、投資合作等一系列
重大議題上加強探討，今年年底前，中歐
還有望在擴大雙方投資上達成一項新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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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地理標誌保護，
1992年，歐盟通過了關於
保護農產品和食品地理標
誌和原產地名稱條例，首
次建立了對歐盟所有成員

國具有約束力的地理標誌單一監管制度。
目前，歐盟的「地理標識體系」

（Geographic Indications）可分為「原
產地保護」體系（Protected Designa-
tion of Origin）和「地理標誌保護」體系
（Protected Geographic Indication），
兩個體系均有各自標誌，這樣既可以鼓勵
農產品的多樣性，又保護產品名稱以防被
誤用和仿冒，為消費者提供關於獲得地理
標識體系產品的相關特徵、長處優點等信
息。截至2020年3月底，歐盟受保護的地
理標誌產品總數為3,322個。

■中國知識產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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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昨晚與多個歐洲首腦舉行視頻會晤習近平昨晚與多個歐洲首腦舉行視頻會晤。。 新華社新華社

■ 郫縣豆瓣是其中一種受歐盟市場保護的中國地方特
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