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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对
欧盟葡萄酒进行“双反”调
查的当天，法国总统奥朗德
要求欧盟制定统一对华贸易
政策。德语媒体指出，鉴于
巴黎和柏林在对中国光伏产
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问题上立
场截然不同，中方的报复性
做法明显带有针对性。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6
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指
出，欧中贸易争端已逐步演
变为欧盟内部争斗，聚焦点
是欧洲人应否采取统一对华
贸易政策：
 
    法德两国在是否应对中国
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问
题上意见分歧 

    “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三
的表态凸显了情况的严重。
他在巴黎举行的内阁会议结
束后强调，欧盟27个成员国
必须聚首，协调立场，在同
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用一个声
音说话。……奥朗德的要求
在布鲁塞尔获得广泛认同。
欧盟理事会本届轮值主席国
爱尔兰表示，27个成员国的
商贸部长下周五就将磋商欧
盟共同对华政策。欧盟理事
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圈内人士
称，奥朗德有完全的自由，
把对华贸易关系列入6月底举
行的下届欧盟峰会议程。范
龙佩负责峰会的准备工作。
欧委会主席巴罗佐表示，他

　　中新网6月12日电 据法
国欧洲时报网报道，此前，
南欧许多国家开出买房、投
资获居留政策，获大量中国
人追捧，但同时也有不少当
地华人表示，看似宽松的移
民政策其实存在很多限制条
件。有分析指出，这一系列
措施，一方面是要吸引人
才、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
另一方面则在尽可能的降低
政府在移民身上的费用。 

　　荷兰：高科技移民手续
虽简化 门槛却提高

　　荷兰新移民法6月1日正
式生效，尤其在知识技术移
民即“高科技移民”方面出
台了一些新的政策。法律人
士分析说，依据新移民法申
请荷兰居留的程序将会变得
更加快捷，审核时间也会缩
短，但行政费用有所增加，
门槛有所提高。
　　新华社报道，近年来，
通过投资贸易获得荷兰居留
或者由荷兰公司雇请外国员
工而出现的各类知识技术移
民人数出现一定增长。据荷
兰凯拓国际律师事务所中国
事务部总监李琳女士介绍，
新法案规定雇主作为员工的
担保人，在告知、行政、审
核监督等方面需承担更多的
责任与义务；同时也赋予其
更多的权利，例如可以代表
申请人提出居留申请等。

　　“新法案中最重要的内
容，是雇主必须向移民局申
请获得认证担保人资质并缴
纳5000欧元的行政费用，此
认证担保人资质将永久有
效。”李琳说，“在雇主获
得认证担保人资质后，移民
局原则上在两周之内会就员
工知识技术移民的申请做出
决定，而员工在获得临时入
境许可之后，无需另行申请
即可自动获得居留许可，这
大大缩短了知识技术移民申
请的审批时间并简化了相关
的行政要求。”
　　此外，知识技术移民
2013年的年薪标准将维持不
变，30岁以上的知识技术移
民年薪最少需要达到52010
欧元，而30岁以下的知识
技术移民年薪至少要达到
38141欧元。

　　英国：收入不达标 不
能申请“亲人团聚”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英国议会跨党派移民事务委
员会发布报告说，自从新移
民法规定了收入限制以来，
成千上万英国人无法将他们
的非欧盟配偶带入英国，许
多孩子也遭受池鱼之殃，被
迫与父母中的一人分离。
　　根据一年前出台的新法
规，任何希望资助其非欧盟
配偶申请来英签证的英国公
民都必须提供年收入至少

1.86万英镑的证明。如果还
需抚养一个孩子，年收入则
必须在2.24万英镑以上，每
多一个需要抚养的孩子，则
应增加2400英镑。许多英国
人因为无法达到新移民法规
而无法和他们的非欧盟配偶
团聚。甚至不少超过最低工
资水平的全职工作者也无法
达到新法规的标准。根据英
国政府的数字，每年因为不
能达标而无法与其非欧盟配
偶团聚的英国人有1.8万人
之多。
　　而英国内政部则说，新
法规是为了确保不把这些非
欧盟配偶来英国与家人团聚
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纳税人。
　　跨党派移民事务委员会
主席哈姆维男爵说，新移民
法规制造了家庭痛苦，其结
果可能事与愿违，最终将花
费更多公帑解决。

　　西班牙：50万欧元买房
送居留限制多

　　西班牙政府近日通过移
民新法案——购买50万欧元
房产、投资200万欧元设立
公司，均可在西班牙获得合
法居留权。表面看似宽松的
移民政策，背后实际隐藏着
多种限制条件。
　　环球时报报道，据资深
移民律师约瑟夫介绍，如果
中国人来西班牙买房获得
居留后，每年必须在西班

牙居住6个月零一天才能获
得第二年的居留延续许可。
房主在西班牙不能工作。若
违反规定，居留作废，如来
西班牙要向使领馆重新申请
签证。此外，买房者居住在
西班牙不能享受任何福利待
遇，就医必须自己上医疗保
险，孩子上学也要向所在地
学校缴纳学费，不能得到社
会的补贴。
　　对买房人也有苛刻规
定，比如没有刑事处分纪
录，不涉及正在审理的案
件。购房者在西班牙买房必
须一次性付清款项，不能向
西班牙银行申请按揭。买房
者必须向西班牙银行提交房
款已付税金的证明。房款必
须通过中国的银行汇入西班
牙银行等。

　　瑞士：严格难民法 使
馆将不接任何避难申请

　　在9日举行的全民公投
中，瑞士人以78.5%的支持
率通过一项旨在严格难民法
的动议。北京国际在线的消
息称，这意味着在越来越多
难民涌入的背景下，瑞士开
始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瑞士的难民法自1981年
起开始生效，30年来这部
法律已经经历了大小7次修
订。大多数修改的目的是为
了给避难申请者制定更加严
格的措施。

‘完全同意’，在全部27个
成员国范围内讨论贸易问
题，……。”
    “奥朗德的要求是对中
国商务部一项宣布的直接
反应。根据这一宣布，中
方将对欧盟葡萄酒生产商展
开涉嫌倾销调查。布鲁塞尔
立即驳回中方的指控。欧
盟农业委员乔罗什（Dacian 
Ciolos）称，‘我们相信，
在中国市场上不存在欧洲葡
萄酒倾销行为’。这位来自
罗马尼亚的委员没有直接回
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布鲁
塞尔是否认为中方的调查是
对向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
性关税的报复？
    法国爱丽舍宫5月28日拍
卖一批总统府酒窖藏品，其
中价格最高的一瓶佳酿拍到
5000欧元以上，由中国人购
得 
   “高级外交官指出，中国
的调查所涉及的国家都是那
些鼓励欧委会在光伏争端中
持强硬立场，不惜征收惩罚
性关税、直至中方转变态度
的国家，这耐人寻味。这些
国家中有法国、意大利以及
西班牙。德国则不在其中。
2012年，中国从欧洲共进口
2.9亿升葡萄酒，占中国葡
萄酒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是法国的第三大葡萄酒
销售市场。去年，法国对华
葡萄酒出口收益几达8亿欧

元。”
 
     挑拨离间？

   《日报》也认为，中国宣
布对欧盟葡萄酒进行双反调
查是报复措施，首当其冲的
是法国，德国则得以置身度
外，考虑到欧盟对华贸易政
策，这令人深思：
    “以牙还牙，以眼还
眼：这一圣经箴言从本周三
起也适用于欧中贸易关系。
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电池板
征收惩罚性关税后一天，北
京政府周三启动针对欧盟葡
萄酒生产商的调查。它的主
要对象是受到倾销指控的法
国酒商。德国制造业则可暂
时高枕无忧。
   “这是否与此有关：德

国强烈反对欧盟征收惩罚性
关税，法国则支持欧委会？
贸易委员德古赫特的发言人
不愿回答这一问题。他只表
示，将‘严密观察’北京进
行的针对欧洲葡萄酒的调查
程序。一名法国记者追问，
（中方）是否在报复，这位
发言人不予作答。
   “然而，这一怀疑是有道
理的。毕竟，法国是最重要
的对华葡萄酒出口国。根据
欧盟提供的数字，去年，欧
盟向中国出口了总值7.63亿
欧元的葡萄酒，法国的份额
几乎为72%，总额5.46亿欧
元。法国总统奥朗德作出愤
怒反应，并要求全部27个欧
盟成员国聚会磋商。他称，
（欧盟）不能让人家给挑拨
离间了。”

  希腊媒体工会罢工抗议政府
       关闭国家广播电台
   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希腊媒体工会星期三举行为期
24小时的罢工，以表示对星期二晚上希腊决定关闭国
家广播电视台的抗议。这一机构的2600名职工都被解
除职务。由保守党人萨马里斯领导的希腊政府宣布采
取这一措施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此前，政府谴责
公共电视台的记者因对政府在危机以及重要国家访问
期间对他实行的政策提出批评而表现出的怠工行为。

涉嫌敲诈勒索恐吓华商意四名警察遭逮捕 
　　中新网6月9日电 据意大利欧洲侨网编译报道，罗
马地方媒体称，罗马省警察总局四名警员被控敲诈勒
索及恐吓华商，四名警员中包括两名督察、一名警司
和一名助理。
　　罗马省警察总局巡警队负责此次逮捕行动，四名
警员均为在职人员，他们在家中遭逮捕，他们所佩戴
的枪支和警徽全部被没收。罗马共和国检察院对四名
警员进行了跟踪暗查，暗查结果显示，自2009年四名
警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权谋私，强迫和恐吓商人缴纳保
证金，否则将查封商店和对违规者进行虚假指控。

  欧盟关注土耳其“乱局”升级 
        或影响入欧盟谈判
　　中新社布鲁塞尔6月12日电(记者 沈晨)两位欧盟高
管对土耳其“乱局”升级表示高度关注，期待土耳其当
局对警方过度使用武力一事进行调查。欧盟的态度引发
外界猜测，认为持续近两周的土耳其“乱局”不断升级
或将影响该国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一直在负责土耳其“入盟”谈判事务的欧盟扩大事
务委员斯特凡·菲勒当天也在欧洲议会谈了他的观点。
他说：“我一直在高度关注土耳其的局势。任何基于对
抗、分化的措施都将引起土耳其社会和欧盟的高度关
注。”

 德国欲驱逐罗、保“经济移民” 

  　据德国《明镜周刊》6月7日报道，德国民众对罗马
尼亚和保加利亚经济移民的抱怨已经持续多年，因为
这些移民滥用了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内政部长
弗利德里克(Hans-Peter Friedrich)于当地时间7日承
诺，将对这些移民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包括驱逐和旅
行禁令。 
　　报道称，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为
了改善生活条件到德国寻找新的机会。由于涌来的人
数过多，一些城市和乡镇已经感到招架不住。地方政
府需要资金安置这些来自东南欧的移民，但是随着移
民数量不断增长，扩大安置移民的财政拨款对地方政
府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欧盟将要求世贸组织介入欧中贸易纠纷 
    据圈内人士周二（6月11日）透露，欧盟将要求
世贸组织介入同中国的贸易纠纷。消息人士称，欧委
会计划就中国对欧盟特种钢管征收惩罚性关税向世贸
组织提出申述，并加入去年12月日本政府提出的一项
类似申诉。此举是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欧盟
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纯粹是报复措施的所有关税这一
立场。相关申诉有可能于本周四或周五向世贸组织提
出。欧盟希望世贸组织作出有利于欧盟的仲裁，以迫
使中国取消相关关税。

欧盟对中国产“Spacub”牌防护鞋
         发出消费者警告
    2013年6月7日，欧盟委员会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
对中国产“Spacub”牌防护鞋发出消费者警告。本案
的通报国为西班牙。此次通报的金属鞋头防护鞋由黑
色荔枝皮制成，防护等级(防滑等级)为Category II, 
S3 SRA。产品包装在纸箱内出售，纸箱上印有该款产
品的编码、CE标志和适用范围说明;款式/型号为Ref. 
407-2. S3 SR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产业分类码(OECD 
Portal Category)为85000000(安全保护) 。
   该款鞋的皮革中含有高达54.9 mg/kg的六价铬
(Chromium VI)，存在化学危险，不符合欧盟不符合个
人防护设备指令和相关标准EN 20345。 
    目前，西班牙当局已对该产品采取拒绝进口的措
施。 
   为此，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建议国内有关生产和出
口企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中国鞋网）

欧盟对中国产“LINIX”女童靴发出警告
    慧聪鞋网6月13日讯，2013年6月7日，欧盟委员会
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对中国产“LINIX”牌女童靴发
出消费者警告。本案的通报国为匈牙利。此次通报的
带拉链合成革女童靴上装饰有人造毛皮、由水钻制成
的水滴状和V型、由金属制成的马蹄形，尺码为25，
颜色有粉红色和紫色，装在一个粉红色纸盒内出售;
款式/型号为905，条形码为2011102060630，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产业分类码(OECD Portal Category)为
63000000(鞋类产品)。 
　　由于该款女童靴上的装饰物易脱落，被儿童吞
食，存在窒息的危险。 
　　目前，匈牙利当局已对该产品采取撤出市场的措
施。 
　　为此，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建议国内有关生产和
出口企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欧洲多国移民政策生变
                 手续简设限多 申请易享福难

欧中贸易摩擦不断升温
                 欧盟内部意见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