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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任外長貝爾博克自就任以來，多次
權」條件下與中國合作。她日前又公開呼籲歐
盟，對所謂中國新疆「強迫勞動」產品實施進口
禁令。德國工業巨擘西門子總裁博樂仁（Roland
Busch）對此發出警告，指德國勿對中國採取對
抗式外交，呼籲以「尊重的方式」與中國相處，
不要貿然挑起衝突。若實施貿易禁令，勢將影響
中德之間的交流，德國的能源轉型亦會受到威
脅。

德國《南德意志報》上周四刊出博樂仁的專訪，他在訪
問中首先肯定中國的成就，「中國當然是一個非常有
自信的國家。在這 20 年裏，中國讓 10 億人擺脫了貧困，並
建立起真正的中產階級，這非常了不起。」

憂德無法實現能源轉型
博樂仁指出，儘管他是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貝爾博
克卻從未與他就進口禁令問題進行交流。在他看來，對抗性
的外交政策並不能解決問題，若對中國實施貿易禁令，反而
會帶來不良後果，「這或導致我們再也無法從中國購買太陽
能電池，屆時便無法實現能源轉型目標。」
貝爾博克所屬的綠黨倡導環保，致力推動交通、運輸、建
築和氣候保護等問題，博樂仁對新政府的環保政策持樂觀態
度，但也希望相關政策保持適當分寸。他以燃煤發電為例分
析，指德國最快可於今年內便淘汰煤炭，但短期內缺少煤
炭，勢必導致電力短缺。即使是現時力推的電動車，亦非完
全使用綠色電能充電，「相關政策只有不那麼教條，才能迅
速取得進步。」

中方籲「建橋」非「建牆」
貝爾博克就任前後屢次倡導所謂「價值導向外交」抗衡中
國。早在上任前，她談及對華外交時便聲稱，計劃將對話和
強硬立場相結合，歐盟需要統一的經濟影響力與中國交流。
在上月的七國集團（G7）外長會議期間，貝爾博克還將中
國稱作競爭者和對手，但亦肯定中國是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
的合作夥伴。
對於貝爾博克此前就對華政策發表強硬言論，中國駐德國
大使館上月初回應稱，當前中歐、中德之間差異分歧並非較
50年前更大，相較彼時，今日雙方合作面和利益交集顯然更
廣闊，希望德方個別政客客觀全面地看待中國和中德關係，
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把精力用在推動雙方各領域務實合
作上，做兩國之間的「建橋者」而非「建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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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德自主制訂經濟方針
免成中美「皮球」
57 歲的博樂仁於 1994 年加入西門子，2005 年曾調往中國
上海，擔任西門子汽車亞太區總裁，直至 2007 年調回德
國。與德國新任外長貝爾博克等政界人士對華態度強硬相
反，博樂仁一直倡導中德合作，反對用政治議題綁架經濟活
動。他去年 11 月接受德國《商報》訪問時便表示，德國應
自主制訂經濟方針，才不會成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皮
球」。
博樂仁指出，亞洲擁有約 40 億人口，未來數年間將貢獻
全球逾半經濟發展總量。若要應對氣候變化、科技發展、抗
擊新冠疫情和調整人口結構等議題，歐洲必須制訂務實的經
濟產業政策，尤其與中國合作規劃建設性經濟措施，保持亞
太地區國家重要合作夥伴地位，「在這個面對諸多嚴峻挑戰
的時代，問題的答案只能在與亞太地區國家合作中尋得，尤
其是與中國合作。」
作為德國以至全球工業巨擘，西門子與中國已有逾 150 年
合作關係，截至前年在中國擁有3萬名員工，下設21間研發
中心，業務遍布電氣化、自動化及數碼化領域。在博樂仁之
前，西門子前任總裁克澤爾亦曾擔任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
席，他在任內也與中國企業溝通，一直維持良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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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樂仁大讚中國在 20 年裏
讓 10 億人擺脫貧困，成就非
常了不起。
網上圖片

● 博樂仁指若德國對中國
實施貿易禁令，
實施貿易禁令
，反而會帶來
不良後果。
不良後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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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總裁籲尊重中國

●德國新任外長貝爾博克多次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政策。
網上圖片

肯定華經濟成就 批德新外長對抗式外交

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政策，宣稱要在「尊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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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1970年代曾爆發反對進口車示威。圖為一輛 ●柳井正稱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日本汽車被砸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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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LO創辦人：
美專打壓潛在對手產品

部分西方國家近年以涉及所謂「
部分西方國家近年以涉及所謂
「強迫勞動
強迫勞動」
」
為由，施壓對中國新疆產品實施禁令
為由，
施壓對中國新疆產品實施禁令，
，引來許
多商界人士不滿。《
多商界人士不滿
。《日經亞洲評論
日經亞洲評論》
》上周四刊
登大型連鎖時裝店UNIQLO
登大型連鎖時裝店
UNIQLO創辦人
創辦人、
、日本零售
業巨擘迅銷集團董事長柳井正的專訪，
業巨擘迅銷集團董事長柳井正的專訪
，他在訪
問中強調，
問中強調
，UNIQLO
UNIQLO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
「美國的做法是迫使企業效忠
美國的做法是迫使企業效忠，
，我不會玩這種
遊戲。」
遊戲
。」
柳井正指出，
柳井正指出
，中美雖存在分歧
中美雖存在分歧，
，但在經濟領
域擁有密切合作，
域擁有密切合作
，中國對美國出口近年維持增
長，美國金融資本亦流入中國投資
美國金融資本亦流入中國投資。
。他指美國
以種種理由打壓中國產品，
以種種理由打壓中國產品
，對華態度與過去對

待日本相若，「當年美國不少由日本進口的汽
待日本相若，「
當年美國不少由日本進口的汽
車被砸毀，
車被砸毀
，豐田汽車還因回收產品
豐田汽車還因回收產品，
，在有罪推
定下被美國國會傳召，
定下被美國國會傳召
，美國對潛在對手也有這
種傾向。」
種傾向
。」
柳井正強調面對帶有政治傾向的議題，
柳井正強調面對帶有政治傾向的議題
，他的
企業會保持中立。
企業會保持中立
。他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
他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
，日
本必須保持開放才能生存，
本必須保持開放才能生存
，日企也要積極吸引
全球人才。
全球人才
。如今日本因新冠疫情自我封閉
如今日本因新冠疫情自我封閉，
，高
技術人才難以入境，
技術人才難以入境
，若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
若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
，
出口產品大減，
出口產品大減
，民眾紛紛出國謀生
民眾紛紛出國謀生，
，日本只會
成為一個滿是老年人口的國家。
成為一個滿是老年人口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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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經貿合作無間
德新總理料拒盲從美抗華戰略

德國去年大選後，
德國去年大選後
，迎來社民黨
迎來社民黨、
、綠黨及自由
民主黨三黨聯合執政時代，有政治智庫分析指
民主黨三黨聯合執政時代，
出，雖然執政聯盟中的綠黨主張對華強硬
雖然執政聯盟中的綠黨主張對華強硬，
，但
新任總理朔爾茨過去 3 年擔任財長的經歷
年擔任財長的經歷，
，讓
他深知中國在經貿領域對德國的重要性，
他深知中國在經貿領域對德國的重要性
，預計
新政府將延續前總理默克爾的對華策略，
新政府將延續前總理默克爾的對華策略
，對中
國繼續保持務實態度。
國繼續保持務實態度
。
歐洲外交及安全政策研究組織「
歐洲外交及安全政策研究組織
「卡內基歐洲
中心」
中心
」資深研究員丹普西早前在
資深研究員丹普西早前在《
《日本經濟新
聞》撰文
撰文，
，指出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
指出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
，德
國政府始終希望基於歐洲利益制訂對華政策，
國政府始終希望基於歐洲利益制訂對華政策
，
而非局限於德國本身。
而非局限於德國本身
。雖然新任外長貝爾博克
希望德國領導歐盟向美國靠攏，
希望德國領導歐盟向美國靠攏
，但相信朔爾茨
不會支持美國的與中國對抗戰略。
不會支持美國的與中國對抗戰略
。這一考慮與
中歐經貿領域合作不斷加強不無關係，
中歐經貿領域合作不斷加強不無關係
，中國龐
大的消費市場及穩定的疫情防控，
大的消費市場及穩定的疫情防控
，都會持續吸
引歐洲商界與中國交流。
引歐洲商界與中國交流
。
《外交家
外交家》
》雜誌的評論文章亦指出
雜誌的評論文章亦指出，
，雖然德
國新政府外長一職由綠黨人士出任，
國新政府外長一職由綠黨人士出任
，但總理仍
主導政府的政策方向，
主導政府的政策方向
，歷任總理多將布局外交
戰略作為提升聲望、
戰略作為提升聲望
、 強化執政能力的重要方

式，朔爾茨普遍被視為延續默克爾成功執政方
針的接班人，
針的接班人
，他不大可能放棄德國傳統上與中
國的密切關係，
國的密切關係
，緊緊跟隨美國的步伐
緊緊跟隨美國的步伐，
，否則可
能影響自己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
能影響自己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
。
事實上，
事實上
，朔爾茨在上月中發表就任後的首份
政府報告，
政府報告
，便明確指出中國是德國的重要經濟
夥伴。
夥伴
。即使雙方存在分歧
即使雙方存在分歧，
，德國亦需與中國進
行公平且互惠互利的經濟競爭，
行公平且互惠互利的經濟競爭
，在氣候問題
在氣候問題、
、
疫情危機和軍備控制等全球議題上，
疫情危機和軍備控制等全球議題上
，德國更需
要與中國合作。
要與中國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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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爾茨（右）被視為延續默克爾成功執政方針
的接班人。
的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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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華貿易禁令恐阻德國能源轉型
對華貿易禁令恐阻德國能源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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