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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丑闻：基民盟领导人阿明·拉舍特敦促议员立即辞职 

《时代周报》3月 7日  拉舍特（Armin Laschet）表示，在口罩采购过程中敛财的

联邦议院议员必须立即离开议会。联盟党的其他政治家也一同呼吁道。 

联盟党中呼吁让参与口罩采购交易的议员尼古拉斯·勒贝尔（Nikolas Löbel，基民

盟)和格奥尔格·尼斯莱茵（Georg Nüßlein，基社盟)立即辞职的声音越来越多。基民盟

联邦主席阿明·拉舍特对《南方信使报》说：“任何试图在这场危机中为自己谋私利的人

民代表，必须立即离开议会。任何在危机中敛财的议员都会损害民主内部最宝贵的财富：

信任。” 

拉舍特的前任基民盟主席、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也敦促勒贝尔和尼斯莱茵辞职，她说：“没什么好听的话可说，光

离职是不够的。”克兰普·卡伦鲍尔在推特上说，“勒贝尔和尼斯莱茵必须彻底离职，并

且立即放弃他们在联邦议院的席位”，她要求道。 

联盟党领袖哈弗·布林克豪斯（Ralph Brinkhaus）在德国电视一台的“柏林报道”

节目中表示，他理解大家对两位政客行为的愤怒。同时他还呼吁这两名议员立即放弃他们

联邦议院的席位。不过他说，议会党团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我们能决定谁是议会党团

成员，但对于谁是德国联邦议院成员，我们也无能为力。”布林克豪斯说。“现在这是涉

及两个同事的道德问题。如果他们放弃联邦议院的席位，对议会体制来说更好。” 

基社盟的领导人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认为勒贝尔和尼斯莱茵的辞职也是不

够的：“所有有关的人都应当立即澄清并且得出基本的结论。”巴伐利亚州总理在推特上

说：“其他任何事情都会损害对政治的信任”，“当人民代表把危机转变成了生意，这是

不能容忍的，不符合联盟党的基本价值观”。 

勒贝尔希望在联邦议院待到 8 月底 

口罩事件曝光后，这两位议员都曾宣布，放弃在 9月参加新一轮的联邦议院竞选。勒

贝尔还宣布立即退出联盟党，但他希望将联邦议院的席位保留到 8 月底。他承认自己违

反了职务的要求。“为此我想向给我们国家的所有公民道歉”，勒贝尔说。 

联盟党的副领导人安德烈亚斯·荣格（Andreas Jung）和巴登-符腾堡州基民盟的秘

书长曼努埃尔·哈格尔（Manuel Hagel）认为，这做得还不够。他们敦促勒贝尔立即退出

联邦议院。荣格告诉《斯图加特报》和《斯图加特新闻》说，人们对此不能给予任何理解。

因此，他说，他已要求勒贝尔“立即辞去在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秘书长哈格尔在推特

上说：“分期辞职不是完整的答案。立即交还席位才符合逻辑。” 

勒贝尔的地区协会敦促他尽快退出 

勒贝尔自己在曼海姆的基民盟地区协会也敦促他更快地退出。该区行政长官宣布：

“我们要求他最迟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辞掉所有的公职和任务的授权，以免所有相

关的人和事陷于不必要的僵局。”在这个事件的背景之下，这样做具有“必然性、逻辑性

和一致性”。此前，勒贝尔已经放弃了曼海姆基民盟协会主席一职，但打算继续担任市议

员，直到 8月底。 



联邦卫生部长延斯·史巴恩(Jens Spahn，基民盟)也提出批评：“把佣金装进口袋，

即想在紧急情况下通过中介挣钱，是完全行不通的。这破坏了对我们民主的信任”。同时，

他强调：“议员们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帮助取得联系是合法的，现在也是合法的。” 

口罩丑闻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巴登-符腾堡州等重要州的选举前不久传到联盟党。

巴登-符腾堡州基民盟的头号候选人苏珊娜·艾森曼对二台说：“如果利用职权来做成这

次中介和买卖，那么也要立即辞职。”青年联盟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们说：“任何剥削人

民需要，还能用它填满自己口袋的人，都不属于德国议会，当然也不属于联盟党的议会党

团！”。她还在推特上引用她的主席蒂尔曼·库班的话说：“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就得被

踢出去。” 

勒贝尔的公司据称收取了 25 万欧元的佣金 

上周五，勒贝尔已经被证实参与了涉及新冠防护口罩的交易。据报道，勒贝尔的公司

协助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家供应商与海德堡和曼海姆的两家私营公司之间达成口罩销售

合同，收取了约 25 万欧元的佣金。这位议员承认了错误，并退出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 

德国的制度性问题 

尼斯莱茵也因为参与口罩交易而退出政坛。他辞去了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的职务，

不会再参加联邦议院的竞选。尼斯莱茵因最初涉嫌与购买口罩有关的腐败行为而接受调

查。 

当局上周在德国和列支敦士登搜查了 13个地点，其中包括尼斯莱恩的联邦议院办公

室和他在施瓦本镇居茨堡的选区办公室。他的律师驳回了这些指控。 

 

住房集团正在寻找新的业务领域：德国住房集团尝试联合办公 

  《商报》3月 7日  未来达克斯集团将在柏林北部提供灵活的工作空间，这是连竞

争对手 Vonovia公司也觉得有趣的一个想法。 

在伦敦、纽约和柏林等城市，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联合办公

（WeWork）、雷格斯（Regus）和卫星办公室（Satellite Office）等共享工作空间提供

商的办公室。他们承诺在一个很酷的氛围和黄金地段工作，并吸引追赶时尚的创业者——

这一形象并不真正地适合房地产集团德国住房（Deutsche Wohnen），因为其投资组合包

括许多来自原来东德库存的预制建筑。 

但柏林人想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从 4 月中旬开始，达克斯集团还将用柏林北部的一

家空着的银行分行来提供协同办公场所。德国住房的租户和其他柏林人一样，当家里太拥

挤或太嘈杂时，可以跑到海勒斯多夫的共享办公室。 

德国住房的董事会成员亨里克·汤姆森（Henrik Thomsen）告诉商报：“对我们来说，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新冠疫情结束，移动办公仍将是一个话题。”作为达克斯集团董事

会的“首席发展官”，这位出生在丹麦的高管负责组合投资、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和数字化

等领域，这也是他负责联合办公项目的原因。 



过去人们可以存钱或取银行对账单的地方，将来会是配备全能技术设备的工作站--

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初期会有很长的空档期。 

由于曾经作为银行使用，300平方米的面积适合各种工作场合的要求。后面的区域和

小型会议室保证了安静；面朝前方，对面是没有车流的广场，大面积的窗户建立了与外部

的联系，并且能够促进交流。 

概念旨在为该地区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这让集团有机会使前海滨长廊中不太受欢迎的地面区域变得活

跃，并为附近地区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自从近几十年，新的海勒斯多夫中心与地铁连接

起来以及购物中心在附近开业以来，“海勒斯多夫林荫道（Hellersdorfer Promenade）”

周围的无车区域一直在博取关注。 

在新冠疫情大爆发之前，德国住房公司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但这场疫情更加速了人

们的思考。汤姆森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注意到，在办公室外也可以很好并且

高效地工作。”未来移动办公也将继续存在。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带书房的大公寓，这位高管强调，“我们都需要思考如何才

能满足雇员和客户的需求。”而住房集团将其在德国的 162000多套公寓的租户视为客户。 

然而，由于防疫要求的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的规定，他们不得不修改计划。在收到政

府的进一步通知之前，原定的 27 个工作场所现在只开放了 16 个，它们可以作为固定或

灵活的场所预订，租户申请固定场所的费用每月低于 125 欧元，德国住房的租户只用支

付一半。 

 

新冠疫苗：欧盟各国不久之后都会自行购买吗？ 

 《时代周报》3月 3日  托盘装载运输的俄罗斯疫苗：一架载有“Sputnik V "疫苗

的飞机在斯洛伐克降落。 

  周一晚上，禁忌被打破了。斯洛伐克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前往科希策机场，接受

俄罗斯用军用专机运来的首批 20万支疫苗。另有 180万剂很快就会陆续投放。马托维奇

毫无疑问地选择了退出欧盟的联合采购计划，用自己的名义购买更多的疫苗。 

而他并不是唯一自己实施计划的政府首脑。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也从中国和

俄罗斯订购了疫苗。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也是如此。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了，俄罗

斯或中国的疫苗不是什么核电站。”他用这样的说辞来转移对其做法的批评，因为这两种

疫苗都没有得到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批准。 

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该行为。委员会发言人周二在布鲁塞尔表示：“我们并没有声称

来自俄罗斯或中国的疫苗不安全或无效。”他补充说，每个欧盟国家在联合购买疫苗的同

时，也可以自由地购买自己的疫苗。但如果其他欧盟国家也效仿东欧国家政府，欧盟疫苗

战略的核心，即联合采购，可能很快就无法进行。波兰也已经计划从中国购买更多的疫苗。 



新冠疫苗的接种——通过 mRNA 疫苗在体内发生作用 

首次开发的 mRNA疫苗针对新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它们是如何工作的，是什么让

它们如此有效和安全。 

但对欧盟来说，更危险的可能是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和丹麦首相梅

特·弗雷德里克森的举动。本周，两人计划前往以色列，与同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讨论

联合开发和生产疫苗的问题。此前，库尔茨通过《图片报》等媒体宣布，他的国家希望今

后在购买疫苗方面“不再单纯依赖欧盟”。单从媒介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有人在寻找直

接的对抗。但欧盟委员会宁愿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奥地利和丹麦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我们

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布鲁塞尔的声明让局势有些紧张。 

但是，委员会也注意到，在许多成员国中，责任人都很恼火。比如在上周的欧盟政府

首脑视频会议上，意大利新任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就异常强烈地呼吁对疫苗实施出口管

制。然而他很清楚，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希望放弃管制。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在疫苗

采购问题上的公开的争执，在当时已经一触即发，而如今尽管有针对迟到的疫苗采购的批

评，这样的争执已经得以避免。同样，当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才将欧盟订购

的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描述为“可能无效”，后来他又收回了这一说法。不过，似乎很清

楚的是，德拉吉和马克龙的突然爆发并非出于他们批评的具体场合，而是出于对欧盟战略

的普遍失望。 

突变体的研究 

“危险的变异病毒的比例明显上升。” 

更糟糕的是，变异的毒株正在欧洲各地蔓延。在爱尔兰和葡萄牙爆发后，现在已经传

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导致感染数据急剧上升。这让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政府面临巨

大的行动压力。目前，捷克是欧盟中新冠感染率最高的国家，而斯洛伐克是死亡率最高的

国家。 

然而，在布鲁塞尔，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紧急情况几乎就不是一个议题。在这方

面，如果继捷克和斯洛伐克之后，其他欧盟国家很快就会在没有获取布鲁塞尔方面允许的

情况下购买他们的疫苗，或者像奥地利一样，寻求从欧盟疫苗接种战略中获得更大的独立

性，那么大家都不必感到惊讶。 

 

对宪法保卫局的批判：多嘴的秘密守护者 

《法兰克福汇报》3 月 7 日  试图对选择党进行监督的做法使联邦宪法保卫局遭到

了批评。细节再次被泄露。但这些工作本应当是保密的。发生什么事了？ 

周五，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CSU)再也坚持不住了。这位联邦内政部长

对《明镜》周刊说道：“沉默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美德。但这次这种美德不幸被忽略了。”

他说，法院有明确的指示，不要把选择党列为怀疑对象来谈。但“当然”又会有喋喋不休

的声音，泽霍夫说，不管是谁，“那都会令我十分的愤怒。”自从前总统汉斯·格奥尔



格·马森（Hans-Georg Maaßen）临时退休后，泽霍夫还没有对联邦宪法保卫局如此愤怒

过。 

这已经是泽霍夫对此事的第二次表态。当年初，媒体报道联邦宪法保卫局将很快把选

择党列为怀疑对象，甚至公开引用一位州内政部长的评价时，泽霍夫对各州的同僚进行了

谴责。一位女发言人说，泽霍夫尤其批判了信息从各州的内政部长中被传给媒体一事，他

认为必须对这些做法进行必要的酌情处理。 

今后必须要谨言慎行的命令不仅仅是针对联邦各州的内政部长，而是针对所有属于

所谓安全圈范围的人——也就是联邦和各州的宪法保卫者。毕竟，联邦内政部已经对宪法

保卫局局长托马斯·哈尔登旺在秋季更大一轮的内政部长会议上报告的监察计划提出了

异议。 

但第一次的正式声明已经不起作用了。周三上午，就在联邦宪法保卫局与各州的宪法

保卫局的视频会议结束后几分钟，就传来了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那就是已经做出了监控

德国选择党的决定。至少有一名与会者泄露了信息。显然，人们需要极为谨慎。早在 1月

份，选择党就已经针对这些传言提起诉讼，并希望实现联邦宪法保卫局暂时不要将选择党

列为怀疑对象。 

然而，科隆行政法院驳回了该申请。法官们认为，各方的平等机会得到了保护，因为

联邦宪法保卫局向法院保证，在作出决定时，它不会公开披露是否将选择党列为可疑对象

或将其作为可疑案件处理。 

然而，在周三的报道之后，选择党再次转向法庭。上周五，科隆法官发现了非常明确

的字眼。现在，他们禁止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将选择党列为怀疑对象

或进行处理，并“重新宣布此事”。法院指责联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欺骗行为。该局没有遵

守自己的沉默承诺，导致干涉了双方的平等机会。现在，“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 

职责是不再遵守承诺了吗？ 

虽然联邦宪法保卫局也向法院保证，暂时不会通过情报手段对选择党的成员进行监

控，但法院认为，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人们不仅要告诉联邦宪法保卫局，它

有点多嘴多舌，而且告诉它，它不信守自己的承诺。对于一个职责不过是保护自由民主基

本秩序的部门来说，这句话很刺耳。而选择党则欢欣鼓舞。在这场游戏中，似乎很容易把

护联邦宪法保卫局描绘成“老党”的延伸。 

联邦宪法保卫局是否真的公布了选择党受到监控的信息？当局并没有做任何对大众

来说能够理解的公示。与 1月份的计划不同，当局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询问时，

联邦宪法保卫局只发表过一句话：“鉴于诉讼程序正在进行，出于对法院的尊重，联邦宪

法保卫局对此事不作公开评论”。据与会者说，即使在周三，在将选择党列入可疑对象的

报告已经开始后，议会国务秘书君特·克林斯（Günter Krings）在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

上出现了，他只是提到了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而没有提到关于选择党的决定。 

尽管如此，科隆法官还是将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的过错归咎于联邦宪法保卫局。他们

的认为，这不符合保证的要求，即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的公示应该被避免。“公示”是

指“任何造成同等影响的公开告知措施”。 



视频会议是“不明智”的 

关于周三上午的护宪者视频会议，在德国有 16个州的当局参加。人们一直以来都知

道，并不是每一个局的局长都同样保守秘密。就在线会议而言，由于人们永远不知道究竟

哪些同事还在会议室里听着，必要时他们还会给报社的编辑发短信，这种情况就更严重

了。周三的时候已经可以从政府圈层里听说，人们本不必要开这些会议：是的，但让州的

当局参与进来总是好的。 

但是，人们宁可因为自己没有参与而得罪了一个州宪法保卫局的局长，也不能让整件

事在自己面前失败。在确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泽霍夫也表达了这样的评估：他对

《明镜》周刊说，在做出决定之后，立即通过视频会议通知联邦各州的所有办公室主任，

这“并不明智”。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哈尔登旺曾管理过这一轮的工作，但这涉及的是泽

霍夫的专业层面。 

整个事件不仅让联邦宪法保卫局感到尴尬。现在还有人担心，选择党一事会成为联邦

宪法保卫局的败笔。对于宣布最大的反对党为怀疑对象的决定，联邦宪法保卫局需要权

威。据安全界人士透露，目前这已经受到了威胁。 

 

最低工资标准 12 欧？ 

《法兰克福汇报》3月 8日  社民党主席舒尔茨（Olaf Scholz）和海尔（Hubertus 

Heil）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他们的计划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反对派和经济学家批评说，社民党两位部长胡贝图斯·海尔和奥拉夫·舒尔茨将最低

工资提高到 12欧元的计划是竞选中的危险要求。他们说，这将引发“过度竞争”，在当

前的经济危机中，这种竞争尤其危险。 

联盟党的伙伴基民盟也表现出恼怒：联盟党的劳动和社会事务工作组主席彼得·魏

斯强调说：“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共同制定了建立独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委员会的法

律”，最低工资将在那里设定。“如果一个政治家现在想破坏自己的游戏规则，那这种做

法就不能加强对政治的信心。” 

自民党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议会党团副主席迈克尔·陶伊尔（Michael Theurer）

批评说，社民党的提案严重干扰了自主劳资协定的成功模式。“政治规定为选举活动中的

任意性和民粹主义的过度竞争打开了大门。”在经济危机中，社民党的这一举措将危及低

工资群体和低技能人群的生活和就业机会。 

联邦劳工部长海尔和联邦财政部长舒尔茨在各部公布的一份要点文件中概述了他们

重新设计最低工资的计划。这些都是周日得知的。根据该文件，最低工资委员会应该在充

分保障职工最低生活水平“检验标准”的框架内，同时从考虑贫困风险角度考虑，“以进

一步发展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化集体谈判关系”。这包括他们不再希望将津贴和附加费计

入最低工资。迄今为止，最低工资水平是由最低工资委员会根据集体谈判协议确定的。 

“最低工资不是社会政策的工具” 



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主席、截至 2019年底前最低工资委员会科学委员克莱门斯·富

斯特（Clemens Fuest）对社民党的举动提出了批评。富斯特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在竞

选活动中就最低工资进行过度的竞价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在深陷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将最低工资提高到 12欧元是可疑的。这将对餐饮和旅游企业造成最严重的打击，目前这

些企业受危机影响最大。 

来自弗莱堡的经济学家拉尔斯·费尔德（Lars Feld），也就是富斯特在最低工资委

员会的继任者，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强调：“最低工资不是社会政策工具”。他说认为，

必须通过税收转移制度与贫困作斗争，而最低工资则是为了“纠正公司作为劳动力需求

者在各个区域内现有的市场力量”。 

费尔德警告说，将标准快速提高到 12欧元将危及就业，特别是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影

响的行业。“社民党这样做，不仅是在否定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共识，反而是在

危害劳动力市场的稳健性和劳动力市场的上升性。” 

“合理和可行” 

对于来自杜伊斯堡的经济学家、除费尔德之外的第二位最低工资委员会科学委员克

劳迪娅·温科普夫（Claudia Weinkopf）来说，社民党的提议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

步。她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她“坚决地”支持“进一步发展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强“集体

工资协议”的基石。 

“我认为，建议的规定中，津贴和附加费不应再计入最低工资，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温科普夫说，“这将使雇员更容易检验最低工资是否在实践中得到遵守”。 

马格德堡的金融学家安德烈亚斯·克纳贝（Andreas Knabe）强调，“凡是最低工资

标准导致工资大幅增长的地方，就业率都有所下降。不过不是指就业人数，更多的是指工

作时间的减少。最低工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到达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与其不成比例地提

高最低工资，她认为，社会政策应该侧重于提高有需要的人的收入而不减少其就业机会的

措施。这将包括，例如，在最低收入保障中提供更慷慨的额外收入可能性，或减少低收入

者的税收负担。”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1 年 2 月 25日～2021 年 3月 10 日） 

2 月 24 日   德国联邦药物与医疗器械管理局（BfArM）首次对 3 款快速抗

原自检试剂予以特别批准。这 3 款自检试剂均可由非专业人员自行操作，

使用棉签从鼻道采集样本，轻松安全地完成检测。德国民众很快能够在家

中自行检测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2 月 26 日  受新冠疫情冲击,德国大众集团 2020 年全球销售新车 920 万

辆，同比下降 16.4%；经营收入 2229 亿欧元，同比下降 11.8%;税后利润

88.2 亿欧元，下滑约 37%。 

3 月 2 日 据德国电器行业协会（ZVEI）的统计，中国成为 2020 年德国电

器产品第一大出口目标国，中国同时也是德国最大的电器产品进口来源



地。2020 年德国电器行业对华出口总额为 233 亿欧元，同比增长 6.5%，

涨幅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美国以 173 亿欧元的出口额成为德国电

器行业第二大出口市场，但较 2019 年大幅回落 9.8%。2020 年德国从中国

进口电器产品总额达到 549 亿欧元，同比增长 5.8%。 

3 月 3 日  德国联邦与地方政府夜达成全国“五步走解封”计划。当晚达

成的包括：第一步，学校、幼儿园、理发店等有条件开放；第二步，若 7

天感染率低于 50，允许该地区所有商店恢复营业，若感染率稳定在 50 至

100 之间，商店仅允许向“预约顾客”开放，根据店铺面积严格控制顾客

人数。；第四步从 3 月 22 日起，餐饮业露天堂食、电影院、音乐厅等将

有条件开放；第五步从 4 月 5 日起，室内运动与大型户外体育活动可恢

复。 

3 月 5 日  联邦统计局公布了 2020 年的新生儿统计数据。在大约 77 万名

新生儿中，头胎约占 47%。超过三分之一是第二胎，总数约为 27 万。 

3 月 6 日  德国联邦议院的数名议员正被卷入口罩内幕交易风波之中。他

们涉嫌向卫生部推荐采购特定公司的口罩，并因此获得佣金。 

3 月 9 日  德国第 13 届移民融合峰会在总理府举行，会议宣布多项促进移

民融入的具体措施，旨在增强移民对德国社会的认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会上表示，德国将采取各种措施系统性促进移民融入社会，以形成社会凝

聚力。真正的社会团结不仅需要消除仇恨和暴力，还需要彼此包容和开

放。 

3 月 10 日  今天是德国 2021 年的“男女同工同酬日”。 2020 年德国女

性去年的平均时薪为每小时 18.62 欧元，比男性低了 18%。德国女性 2021

年到今天之前所上的班，都可以视作“无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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