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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莱恩被提名，大国交易真的绕过了欧洲议会？ 
 

7月 2日，在欧盟特别峰会上，各成员国首脑终于达成一致，推举德国现任国防部

长乌苏拉·冯德莱恩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这一提名还需经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如

果冯德莱恩顺利上任，这将是 52 年来首次由女性、也是首次由德国人出任可说是欧盟

最重要的职位——欧盟委员会主席。虽然看起来十分圆满，但实际上，对冯德莱恩的提

名不仅一波三折，还引发巨大争议和矛盾，甚至威胁到德国国内政治的稳定。 

 “默克尔麾下最差部长” 

先来看冯德莱恩其人。冯德莱恩的背景和履历十分光鲜。她 1958年出生，成长于

德国政治世家，父亲曾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达 14年之久。她于 1990年加入归属于欧洲

人民党团的德国基民盟，2003年当选下萨克森州议员，出任州政府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部

长，2005年被当时新当选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任命为德国联邦家庭事务、妇女及青年部部

长，后当选联邦议员并出任德国联邦劳动及社会事务部部长，2013年至今担任德国联邦

国防部部长，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部部长。 

她是自默克尔 2005年出任德国总理以来唯一一位留任至今的内阁成员，可谓是默

克尔的忠实盟友。她和同为执业医师的丈夫共养育了七个孩子，可谓是实现家庭与工作

平衡的女性典范。 

但冯德莱恩却是德国口碑最差的政治家之一。虽说德国联邦国防部、联邦国防军

的重重问题非一日之寒，但冯德莱恩出任部长之后问题不减反增，负面新闻不断，新近

又爆出“丑闻级别”的顾问公司不合规交易事件，调查程序迄今尚未结束。在“明镜在

线”的政府成员满意度调查中，冯德莱恩的打分常年垫底，在-200至 200的评分区间中

始终徘徊在-120分以下。“明镜在线”的评论是：德国民众对冯德莱恩的不满已成为常

态。 

但正是这样一位政治成绩单上差评满满、被欧洲议会前议长、德国社民党前主席

马丁·舒尔茨称为“默克尔麾下最差部长”的政治家很可能将成为欧盟最高行政领导。

德国媒体称她是“抛下联邦国防部这个烂摊子，向上逃离”。 

德国人是欧委会主席，法国人是欧洲央行行长 

冯德莱恩此次获得提名之所以出人意料，不仅因为她本身的政治能力和口碑缺乏

说服力，而且因为她根本就不是欧洲议会选举中的“领衔候选人”。 

 



为了加强欧洲议会的作用，提高欧盟的民主程度，2009 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

对《欧洲联盟条约》第十七条进行了修订。修订之后的条款规定：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

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在考虑最近一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基础上，以有效多数提名欧委会

主席人选，获提名者经欧洲议会绝对多数通过后当选。 

2014 年起，欧洲议会选举又引入所谓的“领衔候选人”程序：各党团在欧洲议会

选举时就提出自己的欧委会主席人选，即该党团的“领衔候选人”。结合前述《欧洲联

盟条约》的规定，欧洲理事会提名欧洲议会最大党团的领衔候选人为欧委会主席人选是

顺理成章的。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后，第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的领衔候选人让-克

劳德·容克就获得了欧洲理事会的提名，经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后，顺利上任欧委会主席。 

今年 5 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欧洲人民党仍是第一大党团，其领衔候选人是来自

德国基社盟的曼弗雷德·韦伯，第二大党团是社会与民主进步联盟，领衔候选人是现任

欧委会副主席、荷兰人弗朗斯·蒂默曼。 

根据《里斯本条约》，欧委会主席人选需要得到 28个欧盟成员国至少 72%（即至

少 21国）的支持，并且这些国家应代表欧盟 5亿总人口的至少 65%。而这一次，各成

员国首脑在商议提名人选时形成了若干意见不同的阵营，互不妥协，最终导致韦伯与蒂

默曼先后出局。 

其中的一个阵营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首，他坚决反对任何一位领衔候选人成为欧

委会主席，即韦伯和蒂默曼都不可能获得他的提名。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当前的领衔候

选人程序，认为该程序并未写入《欧洲联盟条约》，而且最重要的是，各党团的领衔候

选人并不是由所有成员国选民跨国选举出来的。马克龙曾主张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但

欧洲人民党党团在 2018 年阻止了改革，而当时的党团主席正是韦伯。意大利总理孔特

也对马克龙表示支持。 

对蒂默曼的反对则主要来自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为首的东欧国家阵营，其中还包

括一位社会党人——斯洛伐克总理佩列格里尼。原因是现任欧委会副主席蒂默曼曾“无

情地”对匈牙利和波兰启动法治国家调查，而且这些国家不喜欢他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场。

而意大利也明确反对提名蒂默曼，反对意见来自孔特在国内强硬的联合执政伙伴——意

大利副总理、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再加上马克龙的拒绝，以及若干属于欧

洲人民党的政府首脑们本来就反对提名社会与民主进步联盟的候选人，蒂默曼彻底出

局。 



最终，马克龙提出了冯德莱恩这个人选。他不希望反对提名韦伯的举动被解读为

反对德国，不希望因此影响提名法国人拉加德为欧洲央行行长，而冯德莱恩显然是最合

适的人选，她是德国人、属于欧洲人民党、是默克尔多年的盟友，而且是一名女性。于

是，在各方僵持之际，冯德莱恩戏剧性地成为妥协方案，获得了欧洲理事会的正式提名。 

欧委会主席是欧盟行政部门的最高执行官，对欧洲议会负责。但这个重要岗位的

人员遴选过程却长期缺乏透明度，几乎众所周知是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在各种闭门会议中

进行利益协商和交换的结果。2009 年《里斯本条约》对选举制度的改革、2014 年引入

的领衔候选人程序，包括马克龙对当前领衔候选人制度的反对和有关跨国选举的改革主

张，都是希望提升欧洲议会的重要性、加强欧盟的民主性，但从这次对冯德莱恩的提名

可以看出，欧盟仍然深陷在各方利益的牵扯之中，民主改革举步维艰。 

德国执政党之间爆发骂战 

而在德国国内，冯德莱恩获得提名不仅没有引来欢呼，反而引发了执政伙伴之间

的一场骂战。社民党表示不能接受欧洲议会各党团领衔候选人均未获得提名的结果，他

们认为对冯德莱恩的提名是在玩“政治花招”，并呼吁欧洲议会的所有议员在表决时给

政府首脑们一个“教训”。社民党认为默克尔和基民盟难辞其咎，前党首加布里尔甚至

说：“这是社民党离开执政联盟的理由”。 

而韦伯所属的基社盟虽然没有过分攻击来自姐妹党基民盟的默克尔，认为她“已

经尽力”，但认为对冯德莱恩的提名是欧洲民主的巨大倒退，令 2亿欧洲选民十分失望。

基社盟表示“出于理智，心情沉重地同意”对冯德莱恩的提名，“但并不会欢呼”。而

基民盟党首卡伦鲍尔则指责执政伙伴们——尤其是社民党只专注于自己党派的政治利

益，而置整个德国的利益和欧洲的利益于不顾。 

正因为德国执政联盟内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于激烈，默克尔在欧洲理事会

对冯德莱恩的提名进行表决时不得不投了弃权票。 

冯德莱恩是否能当选，将在 7月 16日欧洲议会表决之后揭晓。最近几天，她必须

努力争取议会的信任，因为她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张选票上，议员们对她的提名普

遍心存不满。欧委会主席人选是否能通过欧洲议会的表决，好像第一次有了悬念。一位

彻底绕过欧洲议会、在政治交易和妥协中产生的候选人竟第一次让欧洲议会在决定欧洲

高层领导人时体现出了存在感，这无论如何都有点讽刺的意味。 

 

 



从 IMF到欧央行，拉加德将如何守护欧元？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被欧洲理事会提名

为下一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如果提名在欧洲议会的表决中获得通过，她将于今年 10

月 31日接替德拉吉成为欧央行的新行长。 

欧央行首位女行长的挑战 

拉加德出生在巴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是精英学生。18 岁时，她曾作为

交流学生前往华盛顿，在著名的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办

公室做助理。之后，拉加德攻读了经济法、英语语言文学和社会法，大学毕业后于 1981

年加入专业从事经济法业务的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律师。1999年，她当

选为事务所主席，并前往芝加哥工作。在她的整顿之下，这家一度士气不振的事务所面

貌一新，2002年营业额突破 10亿欧元，成为行业老大。 

2005 年，拉加德进入政界，先后在希拉克和萨科齐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和财政部

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救助濒临国家破产的希腊，拉加德与时任德国财长的朔

伊布勒于 2010年 5月联手推出危机救助基金。2011年 6月，她正式获得 IMF任命，后

于 2011年 7月成为 IMF第 11任总裁。 

拉加德的着装和举止得体优雅，在生活上非常自律，她是严格的素食者，滴酒不

沾，练习瑜伽，热爱游泳和潜水，喜欢干园艺活来解压。德国媒体称这位两个孩子的母

亲是“穿香奈儿的女魔头”。 

如今，继成为 IMF首位女性总裁之后，拉加德又有望成为欧央行的首位女行长。

那么走马上任时，拉加德面对的将是怎样的局面？ 

欧元区目前实行的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极低的利率。拉加德一直被认为是欧

央行的危机政策和德拉吉的零利率策略的重要拥护者。2016年春季，当欧元区指导利率

连续两年跌至零点以下，拉加德曾赞扬说，“德拉吉行长和欧央行所采取的措施改善了

欧元区的信心，这将进一步支持经济的复苏”。她认为，负利率对世界经济“总体而言

是积极的”，“假如没有负利率，我们如今的境况要糟糕得多，通胀率和增长率都会更

低”。 

有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危机过去之后，应当尽快回归正常的货币政策。但拉

加德在过去几年中屡屡警告不要过早退出低利率政策，以免损伤经济界的信心。如今，

欧央行的存款利率已经超过三年维持在-0.4%的超低水平，经济界对低成本资金已经习



以为常，而银行和储蓄者则长期为低收益所苦。无论是基于拉加德之前的立场，还是基

于欧央行货币政策的延续性要求，目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拉加德将在欧央行继续奉行

低利率政策。 

然而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目前虽然执行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欧元区的

通胀率却始终低迷，难以达到“接近 2%”这个全球各大央行普遍执行的目标。当然，

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并非欧元区独有，这已经成为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普遍问题。

为何通胀率不能如愿上升？被学界视为最大的谜团。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在货币政策

掣肘最多的欧央行拿出有效的方案，以避免欧元区陷入通缩和衰退的漩涡，这是拉加德

必须面对的挑战。 

欧央行收购成员国国债，这是拉加德需要面对的又一个问题。2012 年夏天，当德

拉吉说“不惜一切代价”救欧元，拉加德称他无限度购买危机国家国债的承诺是“向正

确的方向发出信号”。现在，欧央行持有的欧元区成员国国债已达 2.2万亿欧元。因此，

如同低利率政策，欧央行的国债购买量也已逐步靠近极限。一旦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欧

央行还有多大的行动空间，还有多少资源可以动用？拉加德掌门的欧央行必须形成新的

货币政策战略。 

虽然拉加德在执掌 IMF期间，也一再呼吁那些债务高企的欧洲国家施行经济改革，

但她也屡次对时任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一味勒令危机国家紧缩财政的执念提出批评。而未

来作为欧央行行长，她和德拉吉一样，并不能对那些债务国家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

不可能强迫意大利紧缩财政、改革劳动力市场或是更新基础设施。一旦意大利又一次陷

入像 2012 年那样的危机，她又必须马上做出决策，是否无限收购意大利国债，以避免

欧元的崩溃。当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拉加德也会采取德拉吉那样“不惜一切代价”

的立场。 

聪明的律师和经验丰富的危机管理者 

与之前的历任欧央行行长不同的是，拉加德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从未正式攻读

过国民经济学，在货币政策方面也并无学术建树。她是一名律师。由法学家出任央行行

长虽然不同寻常，但也并非没有先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是法学出身。 

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担任了四年法国财长和八年 IMF总裁的拉加德，对货币

政策领域的熟悉程度不容置疑。更重要的是，拉加德非常成功地领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这个庞大而一度并不太受欢迎的国际机构。在她的执掌之下，IMF完全改变了上世纪

90年代时的面貌——财政薄弱的国家不再被视为哀求者，不必施行会导致极端社会困难



的改革。如今，甚至许多全球化的批评者和发展援助领域的活动家也因 IMF 的这种姿

态而对其表示认可。 

 

拉加德还在经济包容、性别平等、社会公平、贫困和环保等领域设立基金，而在

她 2011年上任之前，这些话题完全不受 IMF重视。 

懂得平衡不同的利益，这可能是拉加德最大的优势之一。德国媒体对她的描述是：

能够倾听，精明而经验丰富，同时又是一个迷人、可靠、坚定的对话伙伴，哪怕与其观

点完全不同的人都会为她所折服。身为 IMF 总裁，拉加德必须同时与 189 个成员国打

交道，从富裕的工业国到发展中国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他的委内瑞拉对头马杜罗。

2016年底，因“塔皮事件”，巴黎法院判决拉加德在担任法国财长期间“玩忽职守”，

但 IMF的 189个成员国全票同意她继续留任 IMF总裁。拉加德受欢迎和受认可程度可

见一斑。 

拉加德的这种过人的协调能力无疑有助于她当好欧央行行长。欧洲各国在货币政

策上的不同偏好、对低利率政策的不同看法、来自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攻击，

这些几乎每天都需要欧央行行长来协调和平衡。拉加德是一名富有外交技巧的、经验丰

富的政治家，曾在无数次的危机峰会和出访中与欧元区几乎所有决策者进行过面对面的

谈判。 

而且，欧元区首先要进行的也是政治改革：消除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降低失业、

建立共同财政、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协调。作为欧央行行长，拉加德的任务不仅是要获

得市场的信任，更难也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各国政府的接受和认可。这样看来，这位聪明

的律师和经验丰富的危机管理者可能比纯粹的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专家更能胜任欧央

行行长一职。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评论担心，拉加德出任行长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央行的政

治化。而且在欧央行的领导团队中，不仅即将上任的拉加德曾出任法国财长，副行长金

多斯也曾任西班牙经济部长。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进入高层，是否会影响到欧央行制定货

币政策时的独立性？德国《经济周刊》首席国民经济学家马尔特·费舍尔的尖刻评论将

这种德国式的担忧展露无遗：拉加德是新凯恩斯主义异端的化身，她嘲讽遵守规则和信

守责任，将它们视为陈腐的秩序政策的遗产，使中央银行沦为经济政策的仆役——为拒

绝经济改革的政治家打掩护，向不负责任的银行家施以援手，为过度高福利国家的辩护

者提供取之不尽的资金。 

无论如何，对于拉加德的提名，欧洲金融市场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评判：“拉加德

效应”全面拉动股指上扬。 

 

《2019年未来地图》揭示德国各地未来经济发展潜力 

 

德国的 401个地区和市县究竟有多大的发展潜力？Prognos研究所在《2019年未来

地图》中回答了这个问题。2004 年起，该研究所每三年基于 29 项统计指标对德国 401

个地区和城市的未来经济发展潜力进行测算。 

报告显示，德国拥有未来发展潜力和缺乏未来发展潜力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缩

小，所谓的偏远地区正在迎头赶上。莱比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5至 2005年这十年

间，莱比锡流失了近 10万人口，但也正是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莱比锡人决意复兴

这座城市，使之重新跻身德国最重要的城市之列。如今，莱比锡已经成为德国人口增长

最快的地区，2011 年至今的增幅达 14%。在 401 个地区和城市未来发展潜力的综合排

名中，莱比锡的位次也在迅速蹿升：2004 年排名第 304，6 年前排名第 218，今年排名

104。 

在未来发展潜力方面，虽然居首位的慕尼黑市和居末位的马格德堡附近施滕达尔

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德国各地的差距正在缩小。主要原因包括：过去几年德国经

济增长稳健；欧盟其他国家劳动力持续流入德国；德国各地失业率普遍降低。在过去的

三年中，德国 98%的地区和城市实现就业人口增长。上述有利因素首先惠及大都市，随

后向都市周边地区和其他地区溢出，慕尼黑和柏林周边地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汉堡首次跌出前二十位这个第一梯队，仅排名 21。一方面的原因是，汉堡财政负

债较高，作为城市州较其他都市有更高的行政开支。另一方面，汉堡是一个商业城市，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与慕尼黑和斯图加特这样的科技型工业城市相比，汉堡依赖转移支

付的人口比例更高。 

首次进入第一梯队的是杜塞尔多夫，从上一次的第 21位跃升至第 12位。报告称，

这座城市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与其他鲁尔区城市不同，杜塞尔多夫很早就开始发展

服务业，先是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前来落户，如今又吸引了中国投资者。华为的德国总

部就设在杜塞尔多夫。 

 

德国近期大事记  （2019年 6月 26日～7月 10日） 

 

6月 26日  德国政府通过一项刑法修正案提案，旨在加强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网络性诱

拐的侵害。根据这项提案，当犯罪嫌疑人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聊天室、网络游戏等途径

接触青少年儿童，并企图施加影响实施性诱拐，一旦被发现，将被认定为触犯刑法。 

6月 27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预测数据显示，德国老龄人口数量将持续增

长，劳动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2018年德国有 5180万 20岁至 66岁的劳动人口，占总

人口的 62.4%；到 2035年，劳动人口预计将缩减 400万到 600万；到 2060年，劳动人

口可能进一步降至 4000万。 

7月 1日  为了报复欧盟补贴空客，美国开出一份价值 40亿美元的原产自欧洲的附加产

品清单，威胁对欧盟出产的橄榄油、奶酪和威士忌等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l 德国联邦政府网站公布，联邦政府今年将投资 500万欧元作为“紧急援助金”，支

持那些人口不足 2.5万人的小镇和村庄的电影院发展，保证即便在远离大城市的地

方，人们也拥有电影院这一文化场所。 

7月 2日  在欧盟特别峰会上，各成员国首脑终于达成一致，推举德国现任国防部长乌

苏拉•冯德莱恩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 

l 德国司法部宣布，美国社交媒体脸书脸书违反了德国《网络执行法》，未能如实上

报平台存在的违法言论投诉情况，对脸书裁罚 200万欧元。 

7 月 4 日  德国电信宣布开通国内首批 5G网络试运行基地城市，并向个人用户开放，

每月上网。德国电信 5G网络将首先在柏林和波恩提供服务，此后分别在达姆施塔特、

汉堡、莱比锡和慕尼黑开通。 

7月 4日  德国联邦能源与水业协会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德国 2019年上半年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为 2900亿千瓦时，占比高达 44%，再创历史新高。 



7 月 8 日  德国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由德国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打击恐怖主义的建

议。德国将延续此前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贡献，包括派遣军机侦察、加油

机支援和军事培训等，但并不包括派遣地面部队。 

7月 9日  德国德意志银行即将进行大规模重组。预计到 2022年全球 20%的工作岗位。

德意志银行将退出全球股票交易业务，着眼于盈利和更有竞争力的领域。德国服务行业

工会 Verdi.和德国银行雇员协会(DBV)着眼于未来都对此次裁员持肯定态度。 

7月 10日  德国内政部公布首批“智慧城市示范计划”名单，入选的 13个城镇将获政

府 1.5亿欧元支持，探索实践城镇可持续、数字化发展，并在日后交流推广经验。首批

入选城镇共计 13 座，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包括索林根、乌尔姆和沃尔夫斯堡。入选城

镇设计执行的计划要满足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并利用好数字化创造的

新机遇。 

l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欢迎芬兰总理林内时再次出现身体颤抖的现象，这是她近一

个月以来第三次出现这一情况，默克尔当天回应称，自己状态很好，能很好地工作，

人们无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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