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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

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

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

献。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

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

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

好诠释，也是过去 16 年来中德关

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

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希

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

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

关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

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

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德合

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

作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

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

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这

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

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

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

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双方关系发

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

要。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保持高

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

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

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

务实合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

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

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

张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

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

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

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

大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

结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

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地相互认

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

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

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

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共

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

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

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增

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关系和

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任德国总

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

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

一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

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此存

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

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

杂因素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

作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

中建交 50 周年活动，继续加强双

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

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距离圣诞节还有两个多月，

英国农场主帕特里克 ·迪利开始

发愁：节前恐怕招不到充足人手，

他养的几百只火鸡如何加工、打

包并送货？

每逢圣诞节，火鸡需求量大

增。据法新社 13 日报道，迪利的

农场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面

积 61 公顷。往年，他从欧洲大陆

招工，12月中旬通常能雇到 12 名

季节工帮助打包和运送火鸡等。

眼下，迪利从英吉利海峡对

岸一个季节工也没招到。

英国家禽行业面临 “用工

荒”，各地农场主忙于登广告招

工，但应聘者寥寥。

马克 ·戈顿在英格兰东部诺

福克郡经营一家大型火鸡养殖

场。按照他的说法，往年 12 月中

旬前，三四百名季节工已经就位，

可今年的情况非常惨淡。

戈顿说，六周后就要开始加

工圣诞火鸡，眼下“我们还招不到

人”。

“用工荒”迫使一些农场主

减少火鸡产量，一些超市因为缺

少运货司机也减少了订单。迪利

认为，这意味着火鸡价格将上涨，

而涨价成本势必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

对英国猪肉行业来说，屠宰

场同样需要大量来自国外的雇

工，缺人手会使宰杀速度大幅降

低。一些养猪场因此“猪满为患”，

担心违反限制养殖密度的法律，

不得不开始扑杀越长越肥的猪，

却无法把它们送入市场。

全国猪肉生产商协会早些时

候警告，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至

少 12 万头猪将面临这一厄运，构

成数十年来“最大危机”。不少人

担心，英国家庭又一道圣诞特色

菜“培根香肠卷”恐怕就此上不了

桌。

迪利认为，农场今年招不到

季节工的一大原因，在于英国脱

离欧洲联盟，造成“劳动力大量流

失”。

英国“脱欧”已经近 12 个

月，入境政策收紧。受“用工荒”

影响的不止家禽行业。

圣诞树供应商警告说，由于

进口杉木、劳动力和运输成本上

涨，圣诞树可能短缺，价格可能上

涨。新冠疫情拖累全球供应链、导

致集装箱运输成本上涨等因素，

可能推高圣诞玩具价格。英国缺

少运货司机和仓库管理员，意味

着玩具产品运抵英国后的运货和

存储更令商家头疼。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新冠疫情拖累物资运输与供

应，美国部分商品价格上扬且供

应不足。对此，财政部长珍妮特 ·

耶伦 12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

民众“不要恐慌”。

耶伦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新闻部采访，谈及商品价格

上涨时，指出这是“暂时的”。另

外，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部分商品

短缺或将持续，但在即将到来的

圣诞购物季，应该有充足的供应，

消费者没有理由感到恐慌。

“不过，我并不是说，这些压力

会在一两个月内消失。”耶伦说，“这

次全球经济所受冲击前所未有。”

耶伦说，供应链遭遇 “瓶

颈”。“等我们把新冠疫情控制

住，全球经济复苏，这些压力就会

减轻。我认为，届时将回归正常。”

据美国劳工部 9 月发布的数

据，美国 8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 5.3%，仍处历史高位。能源

价格上涨是推动消费者价格指数

上涨的主要原因。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

党和自由民主党（自民党）13日继

续就联合组阁举行“试探性”谈判，

预计本周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现任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所属

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

成）在组阁大战中处于不利地位，

她 12 日拒绝就组阁事宜发表评

论。

在上月底举行的德国联邦议

院选举中，社民党获得 25.7%的选

票，排名第一；联盟党得票率为

24.1%，排名第二；绿党和自民党得

票率分别为 14.8%和 11.5%，排名

第三和第四。

社民党和联盟党都希望与绿

党和自民党结成联盟，从而在联邦

议院占据过半数议席，获得组阁主

导权。本月早些时候，社民党与绿党

和自民党就联合组阁启动三方“试

探性”谈判。由于社民党、绿党和自

民党代表色分别为红色、绿色和黄

色，它们被称为“红绿灯”组合。

自民党秘书长弗尔克尔 ·维辛

12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方现

阶段正讨论分歧最大的领域，“结

果即将揭晓”。过程“非常艰难”，

但已取得成效。按路透社说法，社

民党和绿党执政理念相近，而自民

党与两者差异较大，尤其在经济和

财政政策方面。

维辛说：“我们将评估过去几

天的谈判成果，列出我们可以一起

做什么。”按他的说法，各方希望

在 15 日前将“试探性”谈判结果

形成文件，作为下一步启动正式组

阁谈判的基础。不过，他拒绝就组

阁时间表作推测。

这次谈判各方均未对外公布

谈判内容，称需要私下就分歧达成

一致。

社民党秘书长拉尔斯 ·克林拜

尔 12 日对组阁谈判表示乐观，称

未来两天将是“决定性的日子”。

按绿党资深议员米夏埃尔 ·克

尔纳的说法，各方本周将作出“许

多艰难决定”。

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阁谈

判加速，意味着默克尔所属的联盟

党在组阁大战中处于劣势。新内阁

产生后，她将卸任总理。

默克尔 12 日出席二十国集团

阿富汗问题领导人特别峰会后，记

者问她是否认为德国能在圣诞节

前完成组阁。默克尔回答，她将留

意谈判各方表态，但“我不能说什

么，组阁事宜掌握在谈判者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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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5.9%

据新华社报道 10 月 12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线上

视频新闻发布会。 当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经济

有望持续复苏但势头趋缓，预计全年增长率为 5.9%，较 7 月份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

德国组阁本周迎关键点，默克尔拒绝置评

“用工荒”难解
英国圣诞大餐要凉了？

部分商品变贵变少
美国财长劝民众“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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