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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溪 2 号”建成，计划于 10 月投入使用 

据德媒报道，经过三年的修建，“北溪 2 号”这一长期备受争议的项目已经完工，

或将于 10月正式投入使用，由此，俄罗斯的天然气将通过这条管道输入德国。“北溪 2

号”管道是第二条从俄罗斯通往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的卢布明（Lubmin）的天然气

管道。前期工程北溪 1号已于十年前投入运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

阿列克谢·米勒表示，“北溪 2 号”已于莫斯科时间 9 月 10 日上午 8 点 45 分（欧洲中

部时间上午 7 点 45 分）建设完成。未来几周内，技术人员将对其进行准备和测试，以

便顺利运行。这包括利用机器人从内部清洁管道，使气体能够在没有摩擦阻力的情况下

顺利通过管道。压力和松紧度测试大约需要两到三个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计

划今年能够通过新管道向欧洲输送超过 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北溪 2号”管道分为两股，总长 1230公里，建设总成本超过 10亿美元，一半由

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Gazprom 出资，另一半由五家欧洲能源公司出资。“北

溪 2 号”从俄罗斯的维堡（Wyborg）穿过波罗的海到德国梅前州格赖夫斯瓦尔德

（Greifswald）附近的卢布明地区。 

 

“北溪 2 号”能否按期投入使用仍存变数 

“北溪 2 号”要向德国正式输送天然气，还需要获得德国官方的认证。这意味着”

北溪 2号“能否按计划在 10 月投入使用，仍充满变数。《欧盟天然气指令》规定，天然

气公司不能同时生产、运输和分销天然气，以确保市场公平竞争、防止垄断、避免企业

阻止竞争对手使用其基础设施。而“北溪 2号”的运营正是由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公司 Gazprom的全资子公司“北溪 2号”股份公司（Nord Stream 2 AG）承担。为此，

“北溪 2号”股份公司特向德国联邦政府申请作为特例获得欧盟指令的豁免，但该申请

遭到德国联邦政府拒绝。随后，该公司向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8月 25日法

院也驳回了上诉，最终该公司未能获得豁免。作为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将这条管道交给

其他供应商运营，但这将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此外，

在美国制裁压力之下，本应对该管道进行技术认证的挪威企业 DNV也被迫退出，哪家企

业将接替 DNV进行认证，目前仍尚未有定论。 

而德国国内反对“北溪 2号”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许多绿党、自民党人士均明确

表达了反对这一项目的立场。绿党政治家菲克斯（Ralf Fücks）和贝克（Marieluise Beck）

还曾召集著名国际政治家和科学家，共同呼吁暂停“北溪 2号”项目，拒绝管道投入使

用。 

 

地缘政治因素制约项目推进 

三年来，“北溪 2 号”的建设也始终遭遇阻力。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阻

力。由于美方不希望德国在能源供应上依赖俄罗斯，因此多次在外交声明中公开反对“北

溪 2号”的建设，并威胁将对此加以制裁。对此，默克尔总理透露，德美之间曾达成协

议，如果该管道成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武器，美方可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同时，参与

建设的俄罗斯企业和船舶也受到美国制裁。这也导致本该于 2019 年底结束的“北溪 2

号”建设期，硬是延长了一年半。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阻力也同样不可小觑。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不亲俄的中东

欧国家一直对该项目的建设持反对态度。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也试图拉住美国商讨阻止

该项目推进的方案。乌克兰作为俄罗斯天然气重要过境国，每年获得数十亿欧元的天然

气过境费以增加国家收入，俄罗斯建造北溪 1号和“北溪 2号”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

与乌克兰脱钩，能直接向欧洲供应天然气。8月 22日，默克尔总理在与乌克兰总统塞伦

斯基（Volodimir Selensky）会晤时表示，如果俄方确实将输送天然气管道作为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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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武器，德国将在欧洲框架内主张进一步制裁。默克尔还建议将乌境内原本用来转运天

然气的管道用于转运氢气。不过，塞伦斯基并不认同这一建议。在与普京的会面中，默

克尔也表示应尽快延长俄罗斯天然气经乌克兰过境合同的有效期。 

 

环保因素同样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围绕“北溪 2号”的讨论中，环保因素也同样受人关注。该项目曾受到德国国内

环境保护组织的抵制，例如德国环境援助组织（DUH）和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Nabu）

曾尝试通过法律制裁“北溪 2号”项目。DUH联邦执行主任克莱恩纳（Sascha Müller-

Kraenner）曾在柏林表示，“北溪 2 号”是一个大型天然气输送项目，这将巩固未来德

国几十年对化石天然气的依赖。NABU 组织的海洋保护代表亨里希斯（Anne Böhnke-

Henrichs）则表示，管道施工期间的海床疏浚扰乱了海洋生境，其恢复期甚至比“北溪

2号”在其施工申请中声称的时间更长。这无疑会对波罗的海沿岸水域的海洋生态造成

不利影响。该管道的 50公里水下沟渠在某些地方宽达 80米，必须疏浚 250万立方米的

沉积物。她认为，这一过程带来了富营养化的风险:“由于储存在这些沉积物中的营养

物质，疏浚工作调动了大约 250吨的磷，从而推动了波罗的海的藻类繁殖。当这些藻类

沉入海底时，它们会进行生物降解并消耗大量的氧气，在海中形成所谓的缺氧或 ‘死

亡区’”。 

相比之下，联邦议院经济事务和能源委员会主席恩斯特（Klaus Ernst，左翼党）则

多次对“北溪 2号”建设表示支持。他认为“北溪 2 号”的建设对气候有好处。如果没

有“北溪 2 号”，为了弥补能源供应缺口，欧洲必须进口更多美国天然气。但美国开采

天然气所采用的压裂法，对环境破坏更为严重，成本也相对昂贵。俄方也曾发表声明表

示，通过乌克兰转运天然气比新管道对环境的破坏更大，破旧的运输网络和旧压缩机产

生了大量对环境有害的气体。 

 

大选前的三场交锋：从电视辩论看总理候选人们的一致与分歧 

联邦议会大选进入倒计时，来自联盟党的拉舍特、社民党的肖尔茨和绿党的贝尔伯

克这三位德国总理候选人先后举行三次电视辩论，对德国发展的重要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在电视上播放德国总理候选人的竞选辩论已有近 20年的传统，自 2002 年起成为德

国大选前的固定节目。电视辩论为德国民众近距离观察总理候选人提供了最佳平台，各

位政治家在节目中尽力呈现其执政理念、个人风格与特色，以此争取赢得更多的选民支

持，并最终获得选民在大选中的投票。值得一提的是，2002 年、2005年、2009 年、2013

年和 2017年的电视辩论都是两人对决（Duell），而今年，德国首次以三人对决（Triell）

的方式邀请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的三位总理候选人举行电视辩论。 

第一场电视辩论 

德国时间 8 月 29 日晚，三位总理候选人进行了首场全国电视直播辩论。三人就包

括税收政策、气候政策、疫情和安全政策等在内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针对税收问题，拉舍特坚持联盟党不会增税的立场，而肖尔茨坚决反对减税，且认

为应对高收入人群增加 3%的税收；贝尔伯克则承诺，如果自己当选总理，今后拥有两个

孩子的单亲家庭每年可以减少 2000 欧元的税收，为德国五分之一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

子谋福利。 

在气候政策方面，绿党的要求更为激进。贝尔伯克指责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现

任内阁“毫无作为”，提出绿党希望推行在新的建筑物屋顶强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措

施。虽然拉舍特和肖尔茨对此均表示反对，但三人都承诺要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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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政策问题上，三人都明确表态“不会采取新的封锁措施”，同时也呼吁民众

尽快接种疫苗，以遏制新冠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关于安全政策，面对阿富汗局势的重大变化，三人均认为，应扩大德国在国际安

全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拉舍特再次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同时加强德国联邦国

防军的战备；肖尔茨则表示，在自己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已经增加了超过 500亿欧

元的国防预算。 

在第一场电视辩论结束之后，德国民调机构的即时数据显示，肖尔茨的观众支持

率遥遥领先，获得了 47%的支持率，拉舍特和贝尔伯克的支持率分别为 24%和 20%。 

 

第二场电视辩论 

德国时间 9月 12日晚，即在联邦议院选举前两周，三位总理候选人再次就联邦政

策问题进行辩论。此次辩论的重点话题分别是阿富汗撤军、抗疫政策、税收政策与社

会公正、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三位总理候选人在不少议题上的主张差别不大，在环

保和税收问题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冲突。 

针对税收问题，肖尔茨提出要给高收入者加征 3个百分点的所得税，但不考虑提

高增值税；贝尔伯克强调要给低收入者减轻税负，高收入者要承担更多；拉舍特坚持

联盟党的路线，抨击加税的做法十分“愚蠢”。 

面对环保议题，当拉舍特和肖尔茨一致表示推进环保需要兼顾稳定时，贝尔伯克

毫不犹豫地攻击对方的保守，并提出整场辩论里唯一的具体措施：2030 年起只允许无

排放汽车上路。这是一条对传统汽车的明确禁令。 

而与其他党派组成的政府的可能性也是此次辩论的重点之一。所有这三个党派都

明确拒绝了与另类选择党的合作。基民盟领导人拉舍特也排除了与左翼党结盟的可能

性。贝尔博克则批评拉舍特，她认为将左派和另类选择党等同起来是极其危险的。肖

尔茨在被问及是否会与左翼党联合执政时强调，对北约和欧盟的承诺对他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然而，他并没有排除与左翼党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次辩论结束后，民调结果显示，41%的观众支持肖尔茨，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

舍特获得了 27%的支持率，而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的支持率最低，只有 25%。 

 

第三场电视辩论 

德国时间 9 月 19 日晚，德国大选三名候选人参加了选前最后一场电视直播辩论。

辩论过程中，拉舍特显然比上一次电视辩论时更为平静，而贝尔博克则表现的更加具有

侵略性。 

在被问及计划在哪些方面投入最多的精力时，肖尔茨强调，他更重视人们的生活水

平，希望提高最低工资和保障养老金。他还希望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工作的重点。拉

舍特承诺不会给经济带来更多负担，并将改善德国的内部和外部安全。贝尔博克表示：

“政治必须超越自身，最终解决未来的重大任务”，这首先包括气候保护和社会正义。 

肖尔茨和贝尔博克同意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2欧元。拉舍特反驳说：“在许多行业中，

已经有了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其由政治家制定一刀切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如在各

行业进行集体谈判，根据职业的不同加以区分。贝尔博克责备拉舍特：“你又陷入了 90

年代（的误区）。我认为这对整个社会是不公正的。” 

关于气候灾难，肖尔茨认为必须加快建设太阳能、风力公园和高效的电力网络。拉

舍特则强调，这个问题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如此巨大的成就只有在“欧洲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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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有可能实现，他对过早放弃核能感到遗憾。因此，政府在煤矿开采方面的回旋余地

较小。贝尔博克警告说，环境灾难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应真正采取行动和改变，当下的

努力将为未来创造自由和繁荣。拉舍特则对绿党的“禁止思维”提出批评，他说：“如果

我们现在禁止所有的内燃汽车，那么汽车工业就会衰败”。他认为，给二氧化碳定价是

一个不错的主意。 

针对新冠疫情，肖尔茨向民众呼吁：“几乎只有未接种疫苗的人才会最终进入重症

监护室。所以请大家接种疫苗！”在提到学校教育时，拉舍特解释说：“我们必须尽一切

努力保持面对面线下教学，从而稳定乃至缩小社会差距。”此外，他认为强制疫苗接种

是错误的。贝尔博克则建议，在超市和公共场所提供疫苗接种服务，还需要在学校提供

空气过滤器。 

关于国内安全，拉舍特希望对种族犯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并宣布必须驱逐伊斯兰

教的危险分子。贝尔博克强调，司法机构必须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她也

认为应关注伊斯兰教的危险性，要对他们进行 24小时监控。 

关于德国的数字化，肖尔茨承认，德国应做出更快的反应，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

贝尔博克指出，特别是在学校和农村地区的扩建必须更快，“我们需要在国家的每个角

落都有快速的互联网”。 

在候选人总结发言中，肖尔茨表示支持社会正义和现代工业，德国可以凭此来应对

气候变化。拉舍特也强调了气候政策的重要性，他希望将欧洲的凝聚力作为政策的重点。

贝尔博克宣称，气候保护方面不能半途而废，而需要真正的一以贯之。此外，她指出，

儿童和人权必须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 

此次电视辩论是 9月 26日德国大选前，三名候选人最后一次“拉拢选民”的机会。

民调机构对观众进行的即时调查显示，社民党候选人肖尔茨维持前两场辩论后的优势，

以 42%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基民盟候选人拉舍特（27%）和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25%）。 

 

德国抗疫新规：未接种疫苗者将无法获得隔离期间薪资补贴 

9月 22日，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恩（Jens Spahn）表示，最迟从 11月 1 日起，

全德范围内，未接种疫苗且处于隔离期者将不再获得政府发放的收入损失补贴

（Lohnersatz）。该决定已在当天举行的联邦和各州卫生部长会议上通过，各州部长也

对此达成一致。施潘恩对此解释说，这关乎已接种疫苗者的公平问题，没有人愿意为不

接种疫苗的人承担费用。 

联邦和各州达成一致 

此前，该规定已在一些联邦州获得通过并且实施。例如，巴登符腾堡州已于 9月 15

日在该州范围内停止对未接种者发放薪资补贴，而在 9 月 22 日举行的联邦和各州卫生

部长会议上，各部长讨论的重点则在于如何将其作为全国性的措施加以推行。担任卫生

部长会议主席的巴伐利亚州卫生部长霍莱茨切克（Klaus Holescheck）表示，联邦和各

州部长达成一致，认为现在已经具备实施这一规定的条件。因此，最迟从 11月 1 日起，

在整个德国，对于那些作为密切接触者或旅行回国人员而不得不被隔离的未接种疫苗者，

以及那些具备接种疫苗条件，却不愿接种的人，政府将不再为其发放薪资补贴，补偿他

们因隔离而损失的薪金。 

继续补贴“不利于团结” 

按照有关规定，只要雇员因为隔离规定而必须呆在家中，同时无法进行在家办公，

就能在隔离开始后的六周内通过雇主获得政府发放的薪资补贴，数额与其工资总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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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需要提交任何申请手续。从第七周起，雇员仍能提交补贴申请，补贴额度为工资总

额的 67%。 

霍莱茨切克表示，联邦和各州卫生部长会议的这一决定也释放了一种信号，即未接

种疫苗者也必须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任何符合接种条件，却拒绝

接种疫苗的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指望社会为其收入损失买单。否则就不利于

团结。”不过，该规定并非适用于所有未接种者。对于出于身体原因而不能接种的人，霍

莱茨切克表示，只要出示相应医疗证明，就能继续获得联邦发放的薪资补贴，不受这一

规定的影响。此外，对一些没有获得接种建议的人，薪资补贴也将正常发放，不受新规

影响。最后，无论是否接种疫苗，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将正常从雇主那里获得薪金。 

新规决议获得地方层面的普遍支持 

德国城市协会主席、莱比锡市长荣格（Burkhard Jung，社民党）对媒体表示，根据

《感染保护法》，只有那些不能接种疫苗或没有条件接种的人，才能获得隔离补偿。国

家只应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对未接种者发放补贴，例如因医疗或疾病原因无法接种疫

苗。 

德国城镇协会也支持这一决定。该协会首席执行官兰茨伯格（Gerd Landsberg）在

接受冯克传媒集团的采访中表示，这一规定也让自愿不接种疫苗者意识到他们需要为此

承担的后果，普通民众的确没有理由为拒绝接种疫苗者的损失买单。这一观点与联邦卫

生部长施潘恩的话不谋而合。施潘恩在宣布决议时也提到：“这并非施加压力，而是关

乎公平。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一定会问，为何他们需要为不愿接种疫苗而隔离的人付

费。有人可能会说，接种疫苗是个人自由，但个人决定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相应后果。 

反对者：新规定是对未接种者的进一步施压 

然而，德国一些利益团体和组织对这一规定表示不满。德国社会组织 Vdk 直接表示

拒绝这一规定。该组织主席本特莱（Verena Bentele）表示，这一规定意味着雇员必须

向雇主披露他们的疫苗接种情况，对此她表示非常担忧。她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患有

慢性疾病，却由于当前对此类疾病研究工作不够，他们无法获得相关的证明，他们的正

常生活也会因这条规定受到巨大影响”。 德国工会联合会（DGB）主席霍夫曼（Reiner 

Hoffmann）在德国广播电台的采访中表示，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疫苗接种义务”。在

他看来，这一规定将把是否接种新冠疫苗的争议冲突转嫁到雇员和公司之间。此外，德

国服务行业工会 Verdi也批评了这项措施。该协会领导人韦尔内克（Frank Werneke）

在接受冯克传媒集团旗下报社的采访中表示，政治家应该信守承诺，坚持疫苗自愿接种

原则。 

此外，一些反对人士还认为，该规定会导致人们为了不被隔离，而减少检测，从而

带来更大的风险。社民党和绿党的健康专家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和达门

（Janosch Dahmen）就持这一观点。达门在《莱茵邮报》的采访中表示，这一规定可能

促使“隐性大流行病”发展，劳特巴赫则表示新规定颁布考虑得不太成熟。 

对此，世界医学协会主席蒙哥马利（Montgomery）则认为，雇员不太可能规避隔离

要求，因为隔离规定是《感染保护法》中的一项强制性措施。他在《奥格斯堡日报》的

采访中说道：“你不能在自己可能受到起诉的情况下逃避它。同时，这一措施有其合理

性，毕竟目前德国疫苗供应在过去三个月持续保持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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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星期五”环保抗议运动再次在柏林上演 

当地时间 9 月 24 日，约十万人聚集在柏林议会大厦前，再次举行“未来星期五”

（Fridays for future）抗议运动。除柏林外，汉堡、弗赖堡、科隆和波恩也同时举行

了抗议运动。 

“未来星期五”从一群中小学生周五罢课去街头游行抗议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全球

范围内举行的抗议运动，其目的是要求政界和经济界领导者采取措施缓解气候变化，从

使用化石燃料过渡至可再生能源。 

新的时间节点和背景 

与 2020 年的“未来星期五”相似，今年的抗议运动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需要遵

循一定的防疫限制规则。但特别的是，在这次德国各地举行的“未来星期五”抗议运动

中，参与者试图在 26日的周日德国联邦大选前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希望在 9月 26日

的投票前“在街头制造压力”。 

“未来星期五”运动创始人、环保少女图恩伯格（Greta Thunberg）批评说，在应

对气候危机方面，“没有一个政党做得足够好”。部分活动参与者也表示，截至目前，德

国的气候政策令人失望。随着总理默克尔 16 年的任期即将结束，这位曾经被吹捧为“气

候总理”的领导人在过去十年中未能推动任何重要的环境立法。今年 7月，默克尔总理

在德国西部的洪灾现场发表讲话，呼吁她的继任者为应对气候变化做更多工作，但没有

谈到如何处理她自己的“气候遗产”。 

由于绿党的民众支持率在民调中排名第三，他们有可能最终成为下届政府中的执政

小伙伴，尤其是考虑到气候是德国选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然而，绿党的竞选纲领也被

环境专家批评为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不够积极”。 

“未来星期五”运动的德国组织者之一雷姆斯特马（Carla Reemstma）表示，政治

家们“没有把气候危机当作危机来对待，我们要求立即采取行动，降低排放，停止助长

气候危机的行为和停止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资助。” 

另一位年轻的气候保护支持者博尔特斯多夫（Jana Boltersdorf）说，选举前的抗

议运动是为了再次向选民们表明，这次选举是一次气候选举。“我们现在选出的政治家

对于未来四年德国在气候保护方面发生的事情将具有相当的决定性”。她还表示，自己

参加这次活动“是为了给那些因为不够年龄无法进行投票，但将因气候危机而遭受最多

痛苦的人发声”。 

新的规模和抗议形式 

以“一切为了气候”为宗旨，成千上万的德国年轻人和气候保护运动的支持者涌上

街头举行示威游行。2019年至今，“未来星期五”已在 80个国家举行 1400 余场运动，

在德国境内举行了 450 多场抗议运动。环保少女更是在推特上表示，柏林今天有 10 万

人参加了抗议运动，全德国更是有 62万人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运动中出现了新的抗议形式：部分参与者以树屋的形式反对砍

伐汉巴赫和丹嫩罗德地区的森林；在慕尼黑国际汽车展期间封锁高速公路；封锁褐煤开

采区、占领硬煤挖掘机；还有几位气候保护活动者出于对气候危机的担忧于八月底开始

在柏林国会大厦前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 

“未来星期五”运动的发言人布伦格（Pauline Brünger）说，采取多样化的行动十

分重要。不过，他认为学生罢课上街示威仍然是“未来星期五”的最主要形式。“我们必

须面对现实，没有一个联盟会签署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的条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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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继续施加压力，以便下一届联邦政府履行其对我们和后代的责任，实施一以贯之的气

候保护措施”。 

总理候选人们的回应 

针对此次“未来星期五”运动，总理候选人也做出了回应。 

德国财政部长、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在推特上对这项运动表达谢意，他认为“未

来星期五”有助于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 

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他在 Instagram 上呼吁采取气候保护

行动。拉舍特说：“基民盟完全清楚，而且早已意识到，德国必须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

快、更好的行动”。 

绿党候选人巴尔伯克意外出现在了科隆的气候抗议运动现场。她在推特上说：“成

千上万不同年龄的人今天在德国各地的气候罢工中走上街头，明确表示：他们想要一个

新的开始，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处于危险之中”。 

 

德国近期大事记 （2021 年 9 月 11 日～9 月 25 日） 

9月 10 日 “北溪 2号”已建设贯通完成。技术人员将对其进行运行前的准备和测试，

包括利用机器人从内部清洁管道，使气体能够在没有摩擦阻力的情况下顺利通过管道。 

9月 13 日-19日  德国启动“疫苗行动周”（Impfaktionswoche）活动，未接种人群可

在商店、地铁、运动场等地获得接种疫苗的机会，无需预约且免费。但是当日全德仅接

种了 11 万余剂新冠疫苗，比上周还少了两万。 

9月 13-14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她表示，德国和欧盟敦促

西巴尔干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将巴尔干国家融入欧盟符合欧盟战略利益。默克尔还对由

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三个西巴尔干国家 7月签署的“开放巴尔干”倡议表

示欢迎。 

9月 16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告别式出访法国。德法两国领导人就阿富汗危机中欧洲应

该吸取的教训、反恐斗争、欧洲缺乏凝聚力、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的核潜艇合同

等进行了讨论。 

9月 20 日  中国房地产集团恒大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引发了德国股市大跌：德国领

先指数跌到 5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下跌约 3%。银行受累最甚，德意志银行的跌幅 6.6%，

德国商业银行跌幅 8.2%。 

9月 20 日 Biontech和辉瑞宣布，针对 5-11 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研究的初期结果是积

极。孩子们只接种了两剂 10 微克的 mRNA 疫苗，约为成人和青少年三分之一的剂量，

其安全性及其免疫应答仍然相对较强。 

9月 21 日  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及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主席拉舍特一同在梅前

州施特拉尔松德市现身，为本周末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做最后宣传。 

 德国七月电子电气产品出口总额为 180 亿欧元，同比增长 6.8%，其中对华出口额 21

亿欧元，增长 5.3%。今年前七月累计电气产品出口总额达到 1267 亿欧元，同比增

长 12.0%。 

 德国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HHLA）与中国码头运营商中远海运港口(COSCO)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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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中远将收购汉堡港 CTT 码头的 35%股份，并把汉堡港设置为中远在欧洲的首

选转运点。 

9月 22 日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恩表示，最迟从 11月 1日起，全德范围内，未接种

疫苗且处于隔离期者将不再获得政府发放的收入损失补贴（Lohnersatz）。该决定已在

当天举行的联邦和各州卫生部长会议上通过，各州部长也对此达成一致。 

9月 23 日  7个主要政党候选人展开了德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这实际上也是

所有主要政党候选人（或主席）第一次共同参加公开辩论。针对对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

辩论。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和自民党候选人林德纳对华政策的强硬派。基民盟候选人拉

舍特和、社盟主席索德尔和德国选择党候选人魏德尔对华政策较为温和。另外，住房短

缺和环境保护等都有涉及。在最新的民调结果之中，联盟党的支持率已经回升至 23%，

接近社民党的 25%。 

9月 24 日  约十万人聚集在柏林议会大厦前，再次举行“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抗议运动。除柏林外，汉堡、弗赖堡、科隆和波恩也同时举行了抗议运动。很

多中小学生周五罢课参与了此次街头游行抗议活动。要求政界和经济界领导者采取措施

缓解气候变化，从使用化石燃料过渡至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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