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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内政部长呼吁推进落实欧盟内难民分摊方案 

2015 年难民危机在欧洲爆发，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欧洲。经过欧盟及其成员国的

多方努力，自 2016年起，入境欧盟国家寻求避难人数连续三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难民危机得以缓解。 

然而近日，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又再次提出警告并呼吁欧盟

各国在难民问题上能够团结一致。他说，由于希腊群岛不断攀升的难民人数，如果欧盟

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希腊等国对欧洲边境实施严格管控，欧洲将面临比 2015 年更

为凶猛的新难民潮。 

对此，泽霍费尔建议应尽快推进落实欧盟内难民分摊方案，实际上，自难民危机

爆发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寻找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够被成员国普遍接受的欧盟内难民

分摊方案，然而这项工作始终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泽霍费尔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按照现有的能力和财力，德国可以接

收四分之一通过水路进入欧盟的难民。这与泽霍费尔在难民问题上一贯的强硬作风并不

相符，有媒体认为泽霍费尔的这一转变是为了挽回其岌岌可危的政治形象，也有人认为

是泽霍费尔年纪大了，不想再走“强硬派”路，亦或者他真的认为分摊方案能够化解难

民危机为欧盟带来的困境。 

对于泽霍费尔提出的建议，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弗雷（Thorsten Frei）

表示，从长远来看，欧盟拟定固定的难民分配比例不一定是好事。他担心，一旦各国将

难民接收比例固定下来，那么，希腊或意大利这些只需要接收一小部分难民国家很可能

会渐渐放松边境管控。弗雷还强调，无论欧盟的联合难民庇护协议做出怎样的改革，都

必须写明“德国有权拒绝难民入境”的法律规定。 



10 月 8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泽霍费尔卖力地介绍着他的“难

民计划”，希望争取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但是只有少数欧盟国家准备参加新的难民分

摊计划。会议结果再次表明，欧盟移民政策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受到各成员国国内

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任何人在前往欧洲的途中淹没在地中海中。

但是没有部长愿意在所谓的“马耳他声明”上签字，因为它规定，所有获救难民应在四

周内在声明签署国完成分配，个别情况下也可根据意愿，分配给其他国家。此前，私人

海上救援人员的船经常不得不等待数天或数周才能获得在意大利或马耳他停靠的许可，

作出四周的时间限定就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与此同时，泽霍费尔于 10月 3日、4日先后访问土耳其与希腊，与两国领导人就

难民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希望能够将进入欧盟/德国的难民人数维持在一个较为安全

的阈值内，以维护欧盟的安全并在欧盟内部顺利推进其“难民计划”。但由于欧盟将土

耳其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开展的军事行动称为“入侵”，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

10月 10日要求欧盟注意措词，并威胁将 360万难民送入欧盟。德国外长马斯对此表示，

土耳其的地区不稳定将因此而加剧，此举还可能导致人道主义灾难和新的难民潮涌入欧

盟。 

 

“反抗灭绝”环保抗议活动蔓延至德国 

起源于英国的“反抗灭绝”环保抗议活动从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发展蔓

延至德国柏林。10 月 7 日起的四天时间内，“反抗灭绝”运动的支持者在柏林多地霸

占道路示威，造成市内交通严重拥堵，多条交通线路停运，通过这种极端手段施加社会

和舆论压力。该组织官网宣称，“反抗灭绝”顾名思义就是对灭绝的反抗，它是一项国



际社会政治运动，目标是实现气候所需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以减少人类灭绝和生态系

统崩溃的风险。 

10月 7日至 8日，胜利柱周边和波茨坦广场被占领了两天，在这两个地方都有超

过 1000 人举行了气候保护示威。10 月 9 日，甚至有 3000 名“反抗灭绝”运动的追随

者参与。自 10 月 7 日以来，世界各国许多城市都同时发生了“反抗灭绝”环保抗议活

动，“反抗灭绝”从只有一小部分成员发展成为全球知名度最高、最激进的气候抗议团

体，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对抗议表示理解和欢迎。但是，各地政府对这些导致城

市秩序混乱的抗议者的态度则完全不同。10月 7日仅在伦敦就有近 500人被临时逮捕。

在今年 4 月的伦敦“反抗灭绝”环保抗议活动中，也有 1100 多名支持者被捕。不过，

与过去气候运动的不同，“反抗灭绝”鼓励其成员被捕，希望以此借助司法系统推动环

保变革。“反抗灭绝”还计划在未来两周在全世界 60 个城市举行活动、封锁和抗议活

动。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德国连续两年经历了极其炎热的酷暑，环保议题重新成为人

们关切的重点，以环保为政党纲领核心议题的绿党也借此吸纳了大量的选民，其支持率

不断攀升，甚至超越了德国传统全民党——社民党，一度在民调数据中成为德国第二大

党。 

10月 9日，德国联邦内阁审议通过德国《气候保护法》和《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

其中，《气候保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德气候保护目标，即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

放量较 1990年减少至少 55%，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该法还确立了德各领域和行业的

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与排放量，并将逐年对结果进行检验。《2030 年气候保护方案》则

详细列出德气候保护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自 2021 年起对交通和建筑征收二氧化碳税



（初始定价 10欧元/吨二氧化碳，到 2025年升至 35欧元/吨，自 2026年起由市场定价）、

推进退煤、增加可再生能源、鼓励电动出行、为轨道交通降价等。 

 

《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发布，德国排名全球第七 

10月 9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对世界 14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了排名，是衡量全球各经济体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程

度的重要参考。报告显示，德国过去一年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包括公共安全在内的许多

领域都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与 2018 年报告中德国的成绩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德国较

2017年上升了 2个位次，成为全球第三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而在一年后的 2019报

告中，德国跌至第七位，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显然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也是德

国自 10年前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最差成绩。 

在第一梯队中，一个国家连跌四位是很少见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GCI）

的评估中，德国获得 81.8 分，较上年减少了 1 分，被其后的四个经济体赶超。而新加

坡则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得分为 84.8分，较上年提高了 1.8分，甚至超过了原本

位居第一的美国。 

全球竞争力指数通过 12 项支柱下的 103 项指标对经济体的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

评估。每项指标采取 0-100分的计分制度，可以展示一个经济体距离理想状态或者“满

分”竞争力之间的差距。在 103项指标中，德国的 53项成绩有所下降，仅 18项成绩有

所改善。但在 12项支柱中，德国仍有 7项在全球排名前 10位以内，除数字化能力外，

均高于经合组织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包括负债和通货膨胀）

方面，德国仍以 100分，居于全球首位。在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方面，德国也以其学术出

版物、专利申请或高质量标准，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不过其整体研发情况居于全球第八。 



相比之下，德国在有组织犯罪领域的得分仅为 60 分，列第 74 位，与匈牙利同属

一个梯队。而芬兰在该领域以 96.4分位居榜首。在税率设定方面，德国更是位列第 99。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的专家们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企业裁员方

面，由于高昂的遣散费，德国在全球比较中排名第 100位；在确定薪酬方面，德国的表

现更糟，排在第 102 位。在工资税方面，德国排名第 99 位。在职场的男女平等方面，

德国的成绩稍好些，在男性和女性的薪酬比较方面失分略多，总体竞争力表现获得了

87.2分，排名全球第 27位。银行业的稳定性也在降低，德国该项排名目前为第 64位。 

尽管德国的排名退步，但它仍然是欧盟各国中的佼佼者。《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法国整体排名全球第 15位，比上年提高了 2位；西班牙排名 23位，比上年

提高了 3位；意大利排名 30位，比上年提高了 1位。而荷兰在 2019年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上升了 2个排位，甚至超过了德国位居全球第四。这份展示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国民

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晴雨表是世界经济论坛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它影响着各大跨国集

团在何处建立新工厂或招聘更多员工的决定。 

 

默克尔发表 2019年德国统一日讲话 

柏林墙倒塌 30 年后，德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生活条件仍有很大差异。德国总

理默克尔近日在 2019年德国统一日讲话中谈到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 30年里，德国已经

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未来仍将面临挑战，她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默克尔举例说，30 年前，东部联邦州的经济实力只能相当于西部联邦州的 43%，

到目前为止，已经上升到 75%。默克尔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不过这些联邦州还有

一段路要走。在许多领域皆是如此。 



默克尔还指出，东西德之间的差异仍需要进一步协调，例如在养老制度方面。她说，

这是整个德国共同塑造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德国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哪里还存

在生活条件的差异，这不只是东部和西部的差异。在德国各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以及

南北和东西之间创造一个同等的生活环境，这是联邦政府的一项重大命题。 

石荷州为今年庆祝德国统一确定的主题“勇气的结合”十分贴切，因为这不禁令人想

起 1989年，当时许多人为“使德国统一成为现实”鼓足勇气。默克尔强调：“即使在今天，

我们都需要勇气，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今年 11月 9日是柏林墙倒塌 30周年纪念，明年 10月 3日是德国统一 30周年纪念，

德国为此专门成立了“和平革命与德国统一”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为相关的各种纪念

活动提供建议。委员会的 22 名成员来自政治、经济、艺术、文化、媒体、经济等不同

领域，其重点是在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伙伴城市之间举行交流与对话。 

 

德国近期大事记  （2019年 8月 11日～9月 25日） 

10月 4日  世贸组织WTO日前裁决称，欧盟成员国向空客提供的一些补贴为非法， 这

使美国有权对每年约 75亿美元欧洲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随后公布了对欧盟飞机及

其他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对此德国外长马斯回应称，欧盟将不得不予以反制，在得到

世贸组织授权后对美加征关税。他强调，欧盟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但欧盟有还

是意愿与美国就制定航空工业领域补贴问题的共同规则展开谈判。 

10月 7日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时表示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

作关系。德国在政治上坚定支持格鲁吉亚，支持格鲁吉亚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努力。 



10月 9日 德国东部城市哈勒发生一起恐怖枪击事件，此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在一处犹太

教堂外用自制武器妄图打开大门血洗教堂，教堂内信徒顽强抵抗直至警方赶到。附近两

人被嫌疑人杀害。 

l 德国联邦内阁审议通过德国《气候保护法》和《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气候保

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德气候保护目标，即到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减少至少 55%，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该法还确立了德各领域和行业的二氧化

碳减排目标与排放量，并将逐年对结果进行检验。《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则详细

列出德气候保护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自 2021年起对交通和建筑征收二氧化碳税

（初始定价 10欧元/吨二氧化碳，到 2025年升至 35欧元/吨，自 2026年起由市场

定价）、推进退煤、增加可再生能源、鼓励电动出行、为轨道交通降价等。 

l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德国过去一年的竞争力

正在下降，包括公共安全在内的许多领域都呈下降趋势。从 2018年的第三位跌至

第七位，这也是德国自 10年前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最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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