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 多速欧洲”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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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欧盟成员国发展趋同性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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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 罗马条约» 缔结 ６０ 周年、英国脱欧之际ꎬ欧盟面临往何处去的选择ꎬ由

来已久的“ 多速欧洲” 概念被作为欧洲一体化未来可能发展的选项之一由欧盟正式提出ꎬ
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ꎮ 本文详细梳理了“ 多速欧洲” 的理念沿革、法律制度
安排和相关实践ꎬ并使用成员国层面的宏观经济数据ꎬ从实证层面检验了成员国在经济
上趋异的事实ꎮ 这与其他导致民众“ 欧洲认同” 下降等相关因素一起构成了当前“ 多速欧
洲” 被提出的客观背景和原因ꎮ 由此看来ꎬ它更多的是基于对目前现状的默认和无奈的
选择ꎮ “ 多速欧洲” 既有可能成为推进渐进式一体化的良方ꎬ也有可能导致欧洲实质上的
分裂ꎮ 因此ꎬ欧盟领导人应审时度势ꎬ积极稳妥地推进欧洲一体化ꎮ
关键词:“ 多速欧洲”

经济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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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ꎬ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 克劳德容克( Ｊｅａｎ － 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 在欧

洲议会就« 欧盟的未来» 白皮书发表讲话ꎬ阐述了欧盟在英国脱欧后未来可能面临的
五种发展前景ꎮ① 这五种发展前景中的第三种ꎬ即“ 多速欧洲” ( Ｍｕｌｔｉ － ｓｐｅ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选项因较符合现实状况并受到德国、法国等大国的赞同而广受关注ꎮ 从« 欧盟的未
来» 白皮书来看ꎬ②当前阶段的“ 多速欧洲” 是指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可以在防务、货
币、税收等领域的一体化道路上先行一步ꎬ无能力或无意愿的国家不强求同步进行ꎻ欧
盟内不同国家间的一体化深化程度、成员国向欧盟让渡权力的范围可以不同ꎬ但欧洲
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能改变ꎮ
∗ 本文为欧盟优秀让莫内中心项目( 项目编号:２０１５－ ２６２９) 的阶段性成果ꎮ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
议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自设课题基金的支持ꎬ文责自负ꎮ
①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ＥＣＨ－１６－３０４３＿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ｅﬂ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２７ ｂｙ
２０２５” ꎬ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多速欧洲”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ꎬ此次“ 多速欧洲” 的提出之所以备受瞩目ꎬ一方

面因为这是欧盟首次在战略层面将其作为欧盟和一体化未来的五个选项之一在白皮
书中正式提出并加以讨论ꎻ另一方面在接连遭遇一连串危机、“ 欧洲认同” 空前下滑、
英国脱欧、“ 去一体化” 、“ 疑欧” 民粹主义空前高涨之际ꎬ“ 多速欧洲” 的提出普遍被外
界视为欧盟凝聚共识、重聚队伍、防止脱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以退为进” 的最后努
力ꎮ 本文将详细梳理“ 多速欧洲” 的相关理念沿革、法律制度安排和具体实践ꎬ从政
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分析当前提出“ 多速欧洲” 的现实背景和原因ꎬ并探讨“ 多速
欧洲” 的实施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ꎮ

一

“ 多速欧洲” 的理念沿革、制度安排与实践

( 一) “ 多速欧洲” 的理念沿革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为了解决一体化扩大和深化中遭遇的瓶颈ꎬ“ 多速欧洲” 的相

关理念相继出现ꎮ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ꎬ在实施了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之后ꎬ« 维
尔纳报告» ( Ｗｅｒｎ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 提出了建立经货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计划ꎬ其中的举

措之一就是缩小成员国的汇率波幅ꎮ 按照该计划ꎬ各国保证使欧洲各国间汇率波动幅
度大大低于欧洲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ꎬ实行“ 蛇形浮动” 汇率制度ꎮ
但该汇率制度并不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全部成员都参与ꎬ加入“ 蛇形浮动” 的成员
国也可以随时退出ꎮ 在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濒临崩溃等冲击下ꎬ成员国间的汇
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ꎬ英国、丹麦、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相继退出协议ꎬ“ 蛇形体制” 退
化为德国与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组成的“ 马克区” ꎮ 经货联盟进展的不顺利使欧洲政

治家进一步意识到ꎬ成员国间在推行货币一体化方面ꎬ很难完全实现政策协调ꎮ 因此ꎬ
１９７４ 年ꎬ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 Ｗｉｌｌｙ Ｂｒａｎｄｔ) 提出了“ 渐进一体化” ( Ａｂｓｔｕ￣

ｆｕｎｇ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的主张ꎬ即认为德、法、卢、比、荷经济上的趋同性更强ꎬ这些经济强
国应当进行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合作ꎬ经济弱国则视情况渐进加入其中ꎬ当然经济上
的强弱差距在长期内必须加以弥合ꎮ①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ꎬ欧共体首脑会议正式委托比利
时首相里昂廷德曼斯( Ｌｅｏ Ｔｉｎｄｅｍａｎｓ) 负责起草建设欧洲联盟的报告ꎮ 廷德曼斯在
部分吸取了勃兰特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 廷德曼斯报告» ( Ｔｉｎｄｅｍａ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 ꎮ 报告
提出:“ 所有成员国必须在每一个领域同时达到某种一体化程度” 的做法将使一体化
①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ｅｂｂꎬ “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ｐｅ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４ｔｈ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Ｒｉｇａꎬ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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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步不前ꎬ与其如此ꎬ不如赋予有能力的成员国“ 先行一步的责任” ꎬ其他国家在先行

国家的帮助下逐渐跟上ꎮ①但廷德曼斯的多速一体化倡议仅局限于经济和货币领域ꎬ
这种“ 先富帮后富” 的一体化倡议实际上就是“ 多速欧洲” 理论的体现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也增加了成员国之间政策协调的难度ꎬ新加

入欧共体的英国是欧共体政策协调的主要障碍之一ꎬ欧共体经济合作的缓慢发展使英
国对继续深入一体化持消极态度ꎮ 同时ꎬ法德两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法国坚持以“ 政府间主义” 作为指导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思想ꎬ而联邦德国则将“ 超国家
主义”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ꎮ 为了保证欧洲一体化进程不陷入停滞ꎬ１９７９ 年ꎬ
联邦德国政治家拉尔夫达伦多夫( Ｒａｌｆ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 提出了“ 菜单式一体化” ( Ｅｕｒｏｐｅ

à ｌａ ｃａｒｔｅ) 设想ꎮ 他认为ꎬ当时的欧共体在政治上是成功的ꎬ但在机制建设上是失败

的ꎬ严格的一体化政策已成为欧共体进一步一体化的障碍之一ꎮ 而应对这一障碍的解
决方式应该是提出一个一体化领域的项目清单ꎬ让成员国拥有选择合作领域的自由ꎮ
选择不参与的国家不仅不受该领域条约的限制ꎬ也不强制其在规定时间内加入ꎮ “ 菜
单式一体化” 延续了多速一体化的设计理念ꎬ并将其延伸至政治、社会等诸多一体化
领域ꎬ变“ 多速欧洲” 的时间型差异一体化为任务型差异一体化ꎮ②
上述这些理念和设想虽是之后提出的“ 多速欧洲” 的重要思想基础ꎬ但在当时并
没有得到普遍认可ꎮ « 廷德曼斯报告» 遭到了英国、爱尔兰、荷兰、丹麦和意大利的反
对ꎬ报告中的提议几乎没有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被提上议事日程ꎬ既有成员

与新加入成员之间的差距明显ꎬ实施完全一致的一体化政策的可行性大为降低ꎮ 为了
减少这种差异性对一体化推进的可能影响ꎬ欧洲政治家未雨绸缪ꎮ 时任德国总理高级
幕僚的迈克尔梅特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ｒｔｅｓ) 等人提出了“ 同心圆欧洲” (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的设想ꎬ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若干国家组成“ 核心欧洲” ( Ｃｏ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 ꎬ深
入推进经济政治一体化ꎬ而无意深入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则可加入较为松散的“ 外围欧
洲” ꎮ③ “ 同心圆欧洲” 的设想由于对成员国作了“ 核心 － 外围” 划分ꎬ而招致部分国家
的不满ꎻ与“ 同心圆模式” 不同ꎬ梅特斯等人后来提出的“ 奥林匹克五环模式” 未对成员
①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Ｍｒ. Ｌｅｏ Ｔｉｎｄｅｍａｎｓꎬ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ｌｇｉｕｍꎬ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１ / ７６(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 ｔｈｅ Ｔｉｎｄｅｍａ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 ) ꎬ １９７６.
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Ｇ. Ｓｔｕｂｂꎬ “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４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２８３－２９５.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ｒｔｅｓ ｕｎｄ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Ｊ. Ｐｒｉｌｌꎬ „ Ｄｅｒ ｖｅｒｈäｎｇｎｉｓｖｏｌｌｅ Ｉｒｒｔｕｍ ｅｉｎｅｓ Ｅｎｔｗｅｄｅｒ－Ｏｄｅｒ. Ｅｉｎ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ｆüｒ Ｅｕｒｏｐａ“ 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ｒｔｅｓꎬ Ｋｕｒｔ Ｐｌüｃｋꎬ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Ｊ. Ｐｒｉｌｌꎬ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ｕｎｄ Ｗｅｒｎｅｒ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ꎬ Ｅｕｒｏｐａ ｏｈｎ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ꎬ
Ｂｏｎｎꎬ １９９０ꎬ Ｓ.３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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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 核心 －外围” 的划分ꎬ强调成员国在欧盟框架内基于共同关心议题缔结次级联
盟ꎬ推进不同领域的一体化与其他形式的合作ꎮ① “ 同心圆欧洲” 的设想与“ 多速欧
洲” 和“ 菜单式一体化” 一样都是为了避免使成员国间难以调节的差异性成为一体化
的桎梏ꎬ而“ 同心圆欧洲” 所提倡的解决方式是将成员国划分为一体化的核心推动成
员和发展较慢的成员ꎬ是一种空间型差异一体化理念ꎮ
自«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签订后ꎬ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ꎬ同时发
展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并加强司法及内政事务上的合作ꎬ成员国数目也在不断增加ꎮ
一体化领域的拓展与欧盟的扩大促使欧盟内部就一体化机制进行反复讨论ꎮ １９９４
年ꎬ当时的欧洲议会党团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发布了«朔伊布勒－拉莫斯报告»( Ｓｃｈäｕｂｌｅ －

Ｌａｍ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ꎬ其目的就是影响欧盟内部关于一体化未来的讨论ꎬ灌输“ 多速欧洲”

的理念ꎮ 该报告不仅着眼于经济货币领域的一体化ꎬ而且强调在政治、社会等诸多领
域内“ 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在一体化中走得更快的成员国的合作不应当被其他国家所
阻止” ꎬ这些先行国家必须组成一个“ 硬核心” ꎬ“ 以应对未来欧盟扩大后可能产生的离
心力” ꎮ 该报告最具争议的部分即提出由德、法、荷、比、卢五国组成“ 硬核心” ꎬ当然这

种“ 硬核心” 不是封闭的ꎬ随时欢迎任何有意愿并且能达到进入标准的成员国加入ꎮ
“ 硬核心” 国家应当参与所有一体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ꎬ对于欧盟的深化改革采取一
致行动ꎬ同时提倡法、德加强合作ꎮ② « 朔伊布勒 － 拉莫斯报告» 继承了“ 多速欧洲” 一
以贯之的时间型差异一体化的设计理念ꎬ同时部分借鉴了“ 同心圆欧洲” 的思路ꎬ对成
员国进行“ 核心 －外围” 的划分ꎬ不过与“ 同心圆欧洲” 不同的是ꎬ« 朔伊布勒 － 拉莫斯报
告» 强调“ 核心” 的开放性ꎬ缓和了非核心国家的反对立场ꎮ 该报告所提倡的“ 多速欧
洲” 理念在« 阿姆斯特丹条约» 关于“ 更紧密的合作” ( ｃｌｏｓ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条款中有所
体现ꎮ 多数成员国都同意部分成员国应该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推进一体化ꎬ然而西
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丹麦等国仍然反对这一提议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欧盟与拟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展开磋商和谈判ꎬ新成员加入

在即ꎬ尽管欧盟对于中东欧国家与老成员国之前的差异性早有预判ꎬ但现实情况迫在
眉睫ꎬ关于这种巨大差异性下的一体化决策机制的讨论骤然升温ꎮ 德国前外交部长、
副总理约施卡马丁菲舍尔(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ｉｓｃｈｅｒ) 在德国洪堡大学的演讲再一次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ｒｔｅｓ ｕｎｄ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Ｐｒｉｌｌꎬ „ Ｅｓ ｗäｃｈｓｔ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ꎬ ｗａｓ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ｇｅｈöｒｅｎ ｗｉｌｌ“ 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９ (１９９４) ꎬ１９９４.
②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äｕｂｌｅ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Ｌａｍｅｒｓꎬ „ Ü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 “ ꎬ ＣＤＵ / ＣＳＵ ｉｎ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ꎬ
１９９４ꎬ Ｓ.１－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ｄｕｃｓｕ. Ｄ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③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Ｇ. Ｓｔｕｂｂꎬ “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４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２８３－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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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多速欧洲” 作为解决欧盟东扩和深入一体化中面临问题的良方ꎮ 菲舍尔倡导一部
分国家组成“ 先锋集团” 以实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ꎬ与早期« 廷德曼斯报告» 仅限于经
济领域的“ 多速欧洲” 理念不同ꎬ菲舍尔强调欧盟应在各个领域ꎬ尤其是政治领域加强
“ 多速” 一体化合作ꎻ而与« 朔伊布勒 － 拉莫斯报告» 不同ꎬ菲舍尔并没有指定应该由哪
些国家组成“ 先锋集团” ꎬ并且强调“ 先锋集团” 向全部成员国开放ꎻ菲舍尔的“ 多速”

一体化倡议格外强调德、法合作ꎬ他认为这是消除法国关于两德统一后德国影响力膨
胀的最好方法ꎻ而关于欧洲的一体化机制ꎬ菲舍尔大胆倡议建立“ 欧洲联邦” ꎬ设立直
选总统和议会ꎬ并赋予其切实的行政权和立法权ꎮ① 菲舍尔的一体化倡议在德国得到
了包括总理科尔在内的政治家的支持ꎬ同样表示支持的还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
及意大利的中左翼政党等ꎮ 在法国ꎬ菲舍尔的倡议也赢得了比« 朔伊布勒 －拉莫斯报
告» 更多的支持ꎬ但英国和北欧国家对这一倡议仍然表示反对ꎮ②

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以及“ 疑欧” 民粹主义的盛行等使得当前“ 多速欧洲” 再次受
到关注ꎬ并被建议在欧盟层面上进行讨论ꎮ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ꎬ“ 多速欧洲” 、“ 菜
单式一体化” 和“ 同心圆欧洲” 等一系列差异一体化理念的提出都根源于一体化进程
中的困境ꎬ尤其是成员国间差异性的增加使成员国间越来越难以就主权让渡的范围与
程度达成一致ꎮ 为保证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因部分成员国的否决而全面停滞ꎬ欧盟必
须采取“ 多速欧洲” 等差异性一体化措施来尽可能克服差异和分歧ꎬ满足不同国家的
特性需求ꎬ以保证一体化进程持续发展ꎮ 相比于任务型的“ 菜单式一体化” 和空间型
的“ 同心圆欧洲” ꎬ时间型的“ 多速欧洲” 将一体化的差异性仅仅理解为速度上的快慢ꎬ
既避免了对成员国“ 核心 － 外围” 的划分ꎬ又强调了一体化的最终目标ꎬ更容易被多数
成员国接受ꎬ这也是此次“ 多速欧洲” 被作为战略选项提出的原因之一ꎮ
( 二) “ 多速欧洲” 的制度安排

“ 多速欧洲” 既有理念上的探讨ꎬ也有相应法律制度上的体现和安排ꎮ 在制度层

面上ꎬ“ 多速欧洲” 的相关概念和理念主要体现在« 阿姆斯特丹条约» 、« 尼斯条约» 和

« 里斯本条约» 中ꎮ １９９７ 年签订的« 阿姆斯特丹条约» 第五部分规定:“ 在特定前提下ꎬ
部分成员国可以相互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 ꎬ从而第一次在制度上为“ 多速” 一体
化提供了可能性ꎮ « 阿姆斯特丹条约» 将紧密合作的领域限定在经济一体化支柱中未
被纳入共同体专属职权的领域以及司法和内务合作领域ꎮ 但« 阿姆斯特丹条约» 规定
了尤为苛刻的“ 紧急刹车” 条款ꎬ即欧盟理事会通过有效多数表决来决定是否授权进
① Ｊｏｓｃｈｋ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 Ｖｏｍ Ｓｔａａｔｅｎｖｅｒｂｕｎｄ ｚｕｒ Ｆö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Ｆｉｎａｌｉｔäｔ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ｄｅ ｉｎ ｄｅｒ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ｍ １２. Ｍａｉ ２０００“ ꎬ ２０００.
②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ｏｕ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é à ｔｒａｖｅｒｓ 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ａｃｅ ａｕｘ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 Ｆｉｓｃｈｅｒ» ꎬ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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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紧密的合作ꎬ但任何成员国均可反对授权ꎮ① 在这种情况下ꎬ即使更紧密合作的
提案被递交至欧洲理事会ꎬ也需一致同意才能通过ꎬ而持异议的成员国在一致表决程
序中必将投反对票ꎬ因此“ 紧急刹车” 条款实际上赋予了任意一个成员国否决更紧密
合作的权力ꎬ这无疑加深了“ 多速” 一体化合作实施的难度ꎮ
２００１ 年欧盟成员国政府代表签署的« 尼斯条约» 规定ꎬ成员国可以在« 阿姆斯特丹

条约» 规定的经济和司法、内务合作领域以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实施“ 加强型
合作”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并且规定启动 “ 加强型合作” 的成员国数目至少为 ９

个ꎬ而且明确禁止了成员国否决“ 加强型合作” 项目的权力ꎬ②这就为“ 多速欧洲” 理念
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ꎬ也极大地提高了“ 多速” 一体化项目实施的可能性ꎮ 事实上ꎬ
自“ 加强型合作” 提出以来ꎬ欧盟范围内开展了多项“ 多速” 一体化的合作项目:第一ꎬ
随着欧盟内跨境离婚人数的增多ꎬ建立欧盟范围内跨国夫妻离婚的统一法律规定被提
上议事日程ꎬ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瑞典的反对( 因其担心影响其一直执行的自由离婚
法案) ꎮ 为了绕开瑞典的反对ꎬ奥地利、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罗马尼
亚、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九国提出了“ 加强型合作” 的建议ꎬ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向欧盟
正式提出统一离婚法的申请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理事会授权这些国家就统一离婚法进行

加强型合作ꎬ目前共有 １６ 个国家参与该合作项目ꎻ③ 第二ꎬ欧盟统一专利提议提出后ꎬ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存在专利语言方面的争论ꎬ２０１０ 年底由 １２ 个成员国提出了“ 加
强型合作” 提议以避开这一争论ꎬ顺利实施单一专利法案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欧洲理事会
授权在 ２５ 个成员国( 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范围内开展“ 加强型合作” ꎬ单一专利法规

定ꎬ由欧洲专利局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的规则和程序授予欧洲专利ꎬ在参与单一专利框
架的成员国内具备统一效力ꎬ意大利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参与到该单一法案规则中ꎻ第三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欧盟委员会在未能就金融交易税( ＦＴＴ) 获得一致支持的情况下ꎬ建议利
用加强型合作原则ꎬ在有意愿的国家征收金融交易税ꎬ该提案在 １１ 个欧盟成员国的支
持下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获得通过ꎮ 目前ꎬ合作
成员国正在就最终协议展开磋商和谈判ꎮ④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ｈ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Ｔｒｅａｔｙ” 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ꎬ １９９９.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Ｎｉｃｅ” 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０１.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 Ａｕｔｈｏｒｉｓ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
④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Ｔ － ９６０２ － ２０１６ － ＩＮＩＴ / ｅｎ /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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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正式签署的« 里斯本条约» 第 ２８ａ 条在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纳入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的同时ꎬ决定于 ２０１７ 年底在欧盟框架下建立“ 永久结构性合作” ( Ｐｅｒ￣

ｍａｎ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联合防务机制ꎬ明确规定军事能力能够达到相关标准和
履行相应义务ꎬ并且有政治意愿的国家可以申请加入持久结构化合作机制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欧盟峰会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欧洲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防务合作架构ꎬ以加
强军民合作和提升欧盟快速应对危机的能力ꎬ并且提出设立欧洲防务基金ꎬ以促进成
员国的防务研发和共同采购ꎬ一种持久结构化合作机制正在形成ꎮ②
( 三) “ 多速欧洲” 的相关实践

尽管“ 多速欧洲” 首次被欧盟作为战略方向之一提出ꎬ但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ꎬ体
现“ 多速欧洲” 理念的相关实践实际上并不少见ꎬ比较典型的如申根区、欧元区的设立
和« 普鲁姆协定» ( Ｐｒü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出台等ꎮ

第一ꎬ“ 多速欧洲” 理念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著名实践之一是申根区ꎮ③ 为了实现

欧盟内部人员、货物、资本和服务四大自由流动中的人员自由流动ꎬ取消内部边界ꎬ增
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信任ꎬ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
卢森堡五国签署了« 申根协定» ꎬ在协定签署国之间不再对公民进行边境检查ꎮ « 申根
协定» 鼓励有意愿的欧盟成员国逐步加入ꎬ但也允许没有意愿的成员国留在外面ꎮ 最
初的« 申根协定» 是独立于欧盟法律框架的ꎬ因此允许非欧盟国家加入ꎮ 随着越来越
多的欧盟成员国加入ꎬ« 申根协定» 通过« 阿姆斯特丹条约» 被纳入欧盟法律框架ꎮ 申
根区分别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０３ 年的扩大中将丹麦、芬兰、奥地利等国以及爱沙尼

亚、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ꎮ 当前仍有少数欧盟成员国没有加入« 申根协定» :
如英国拒绝加入该协议的原因是ꎬ作为一个岛国ꎬ对边境严加管制可以更有效地防止
非法移民入境ꎻ爱尔兰则不希望因加入申根区而丧失与英国的共同旅行区ꎬ也不希望
因此对来往于英、爱两国的公民在陆地边界设立出入境检查制度ꎮ 迄今为止ꎬ申根区
包含了 ２２ 个欧盟成员国以及 ４ 个非欧盟成员国( 挪威、冰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 ꎮ
由此可见ꎬ申根区的设立和扩大也是典型的非齐步走式的“ 多速” 一体化模式ꎮ

第二ꎬ“ 多速欧洲” 理念在货币领域的著名实践是欧元区ꎮ 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ꎬ
建立统一货币区要求成员国经济发展状况趋同ꎮ 因此ꎬ欧盟在推动货币一体化时从政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ｈｅ Ｌｉｓｂ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０７.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 / ｓｊｓ / ｓｊｓ＿ｒｄｊｊ / ２０１７０７ / 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５＿３５６９７３２.ｓ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③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ꎬ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ꎬ Ｓｐａ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Ｆｅｗ Ｄａｔａ”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２ꎬｐｐ.２９２－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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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长期利率、通胀、汇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方面设定了加入欧元区的五项
趋同标准ꎮ １９９８ 年底ꎬ１１ 个达到趋同标准并且有意加入的欧盟成员国成为欧元区的
创始成员ꎮ 未能达到五项趋同标准的国家ꎬ如希腊等国没能成为其创始会员国ꎻ而已

经达标但没有加入意愿的国家ꎬ如英国等始终未加入欧元区ꎮ 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成
员国都能同时达到上述趋同标准ꎬ欧元区实行了开放性的进入机制ꎬ即在欧元区成立
后允许符合标准且有意愿加入的国家随时申请加入ꎮ 此后ꎬ希腊、斯洛文尼亚、塞浦路
斯等国陆续加入ꎮ 迄今为止ꎬ欧元区先后接纳了 １９ 个欧盟成员国ꎬ欧元区的设立和扩
大也是“ 多速欧洲” 一体化模式的生动体现ꎮ

第三ꎬ“ 多速欧洲” 理念在安全和内务合作领域中也有所体现ꎬ如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由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和西班牙签订的« 普鲁姆协定» ꎮ 该协定最
初由德国内政部长奥托乔治舒利( Ｏｔｔｏ Ｇｅｏｒｇ Ｓｃｈｉｌｙ) 提出ꎬ旨在加强跨境合作ꎬ打
击恐怖主义和跨境犯罪ꎮ 根据协定内容ꎬ签署国之间将允许交换相关人员的 ＤＮＡ、指

纹和车辆登记信息等ꎬ以及加强在航空武警、联合巡逻和警力跨境打击犯罪等方面的
合作ꎮ 目前ꎬ该协定签署国已经逐步扩大到 １４ 个ꎮ①

二

“ 多速欧洲” 正式提出的现实背景和原因

( 一) 经济背景和原因

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趋异性制约了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ꎬ客观促成了
“ 多速欧洲” 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ꎬ各成员国宏观经济发展指标( 如经济增长、失
业、物价、国际收支以及财政收支状况等) 的趋异性决定了欧盟制度设计的非同一性
和多层次性ꎮ 如果制度设计完全不顾经济发展趋异性ꎬ过分追求整齐划一ꎬ并将高标
准作为统一要求ꎬ必将反噬欧盟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ꎮ
对于共同体内成员国经济存在趋异发展的可能性ꎬ较为权威的理论解释来自保
罗克鲁格曼的中心 －外围理论:统一市场和欧元区降低了成员国之间要素流动的壁
垒ꎬ使得制造业由生产率较低的区域( 如希腊) 向生产率较高区域( 如德国) 集中ꎬ成员
国之间经济失衡ꎬ出现马太效应的威胁ꎮ② 在以往研究中ꎬ学者们对于趋同性的检验
结果不一ꎬ鲍莫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ａｕｍｏｌ ) 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ꎬ欧洲一体化经济
① １４ 个协议签署国为: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卢森堡、荷兰、罗马
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ꎮ
②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ꎬ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９９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４８３－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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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同在实践中几乎观察不到ꎮ① 博尔德林(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Ｂｏｌｄｒｉｎ ) 和卡诺瓦( Ｆａｂｉｏ Ｃａｎｏ￣

ｖａ) 认为ꎬ欧盟地区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主要是收入的再分配ꎬ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各国收
入水平趋同几乎没有影响ꎮ② 当然ꎬ也有学者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欧盟经济趋同发展
的结论ꎮ 库莱斯玛( Ｊｅｓｕｓ Ｃｒｅｓｐｏ Ｃｕａｒｅｓｍａ) 等指出ꎬ欧洲一体化对经济的趋同有正向
和长期的影响ꎮ③ 据此ꎬ我们采选描述成员国经济的相关宏观指标ꎬ从经济发展的多
个方面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后这种经济趋异性是否存在ꎮ
(１) 实证模型和数据选取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Ｊ巴罗(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Ｂａｒｒｏ)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的 β 趋同

模型ꎬ通过变量系数的符号来判断经济趋同或者趋异是否存在ꎬ该方法被广泛运用于
检验经济指标的趋同性ꎮ④ 本文对该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拓展ꎬ用以研究经济增长率、
失业率、物价水平、国际收支以及财政收支状况是否存在趋同ꎮ 经典的 β 趋同方程为:
ｙ
é
ù
ê ｌｎ( ｉꎬｔ ＋Ｔ ) ú / Ｔ ＝ α ＋ βｌｎ( ｙ ｉꎬｔ ) ＋ γＸ ｉꎬｔ ＋ φ ｉ ＋ φ ｔ ＋ ε ｉꎬｔ
ê
ú
ｙ
ë
û
ｉꎬｔ
其中ꎬＴ 为年份跨度ꎬ本文取 Ｔ ＝ １ꎮ ｙ ｉꎬｔ＋Ｔ 为 ｉ 国 ｔ ＋Ｔ 年的经济变量ꎬｙ ｉꎬｔ 为初期(即 ｔ 年)的
各类经济变量ꎬＸ ｉꎬｔ 为控制变量ꎮ φｉ 和 φｔ 分别表示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ꎬ为了控
制欧盟各国的初期技术水平、技术进步率和稳态人均产出等国家特征对回归结果的影
响ꎬ我们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以控制这些国家异质性ꎬ为了控制不同年份的特征及其对
经济的影响ꎬ我们又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ꎬ其中 ε ｉꎬｔ 为误差项ꎮ 模型主要通过 β 的正负
来判断经济变量的趋同趋异性ꎬβ 为负时所考察的变量趋同ꎬβ 为正时变量趋异ꎮ
本文选取欧盟 ２８ 国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 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网

站) ꎬ数据基期为 ２００５ 年ꎮ⑤ 之所以选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ꎬ是因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及随后欧债危机发生后ꎬ成员国经济发展格局受到较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当前“ 多速欧洲” 的选择ꎮ 关于危机前的情况ꎬ丁纯和李君扬在详细研究了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危机前后的经济趋同状况后发现ꎬ危机前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和就业水平整体存在趋
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ａｕｍｏｌꎬ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ꎬ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６ꎬ Ｎｏ. ５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１０７２ － １０８５ꎻ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Ｖｏｌ.４ꎬ １９９３.
②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Ｂｏｌｄｒｉｎ ａｎｄ Ｆａｂｉｏ Ｃａｎｏｖａꎬ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６ꎬ Ｎｏ.３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２０５－２５３.
③ Ｊｅｓｕｓ Ｃｒｅｓｐｏ Ｃｕａｒｅｓｍａꎬ Ｄｏｒｉｓ Ｒｉｔｚｂｅｒｇｅｒ－Ｇｒüｎｗａ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Ｓｉｌｇｏｎｅｒꎬ “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４０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６４３－６５６.
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Ｂａｒｒｏꎬ “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ꎬＶｏｌ.１００ꎬ Ｎｏ.１００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２２３－２５１.
⑤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ꎻ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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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趋势ꎬ政府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不明显ꎬ新成员国的债务差异在 ２００６ 年之前还存在
不断扩大的趋势ꎮ①

(２) 实证检验结果

宏观经济的主要观测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国际贸易收支和通货膨胀
率ꎮ 此外ꎬ政府债务问题在欧盟成员国内也较为突出ꎬ本文将从上述方面进行趋同
( 异) 检验ꎮ
表１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ｉ.ｔ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欧盟经济的趋同( 异) 性检验
(１)

ΔｌｎＧＤＰ ｉ.ｔ
０.０８９９

(２)

(３)

ΔＵｅ ｉꎬｔ

(４)

ΔＮｘ ｉ.ｔ

ΔＨＩＣＰ ｉꎬｔ

(０.０５２８)

０.１８０ ∗∗∗

(０.０３４０)

Ｎｘ ｉ.ｔ

０.１３４ ∗

(０.０８０２)

０.３３５ ∗∗∗

ＨＩＣＰ ｉꎬｔ

(０.０３４９)

Ｄｅ ｉꎬｔ

控制变量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ａｒ Ｆ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５７

ΔＤｅ ｉꎬｔ

∗

Ｕｅ ｉꎬ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

∗

０.０１３７

１０.９０

∗∗∗

０.３３６

∗

∗∗∗

０.７９３ ∗∗∗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２１９ ∗∗∗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３１３)

(５.６２３)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４３８)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５０

０.８３２

是

是

２１６

０.６４６

注:∗表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ꎬ∗∗∗ ｐ<０.０１ꎬ

是

１３４

∗∗

０.５３６

ｐ<０.０５ꎬ

２１６

∗

０.７６５

ｐ<０.１ꎮ

是

２１６

０.６０９

第一ꎬ检验欧盟成员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存在趋同( 异) 性ꎬ被解释变量为成员国
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 对 数 增 长 率 ( ΔｌｎＧＤＰ ｉ.ｔ ) ꎬ 解 释 变 量 为 实 际 人 均 ＧＤＰ 的 对 数 值

(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ꎬ控制变量包括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速度( 用各国总资产形成速度) 、
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增长率( 用各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 ꎮ 从(１) 列的回归结果

① 丁纯、李君扬:“ 欧债危机的表现、影响、治理与展望” ꎬ«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第
２４－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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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诸多因素之后ꎬβ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ꎬ这说明危机后
欧盟成员国间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趋异性ꎮ 可见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各国的冲击
以及危机后经济恢复速度存在较大差异ꎮ 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收入、改善财政状况和
稳定就业的基石ꎬ经济增长的趋异性从根本上导致了欧盟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步调的
不一致性ꎬ这是危机后不得不实施“ 多速欧洲” 的重要依据ꎮ
第二ꎬ检验 欧 盟 成 员 国 就 业 情 况 的 趋 同 ( 异 ) 性ꎬ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失 业 率 变 动

( ΔＵｅ ｉꎬｔ ) ꎬ即失业人 口 占 劳 动 人 口 ( １５ － ６４ 岁) 的 比 重ꎬ 解 释 变 量 为 初 期 的 失 业 率
( Ｕｅ ｉꎬｔ ) ꎮ 考虑到就业状况主要受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ꎬ控制变量设置为人均 ＧＤＰ 的
对数增长率ꎮ 同样通过观察 β 系数的正负来判定失业率的趋异或趋同性ꎮ 列( ２) 是
失业率趋同性检验的回归结果ꎬ回归系数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失业

率在这个阶段呈现出趋异性ꎬ初始失业率低的国家就业情况趋好ꎬ初始失业率高的国
家就业情况趋于更差ꎮ 这与南欧国家在危机期间失业率高企ꎬ且至今没有明显回落有
关ꎮ 就业市场状况关乎国计民生ꎬ部分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ꎬ民众就会对欧盟的危机
和经济治理能力产生怀疑ꎬ进而形成一体化的离心力ꎮ
第三ꎬ检验欧盟成员国间贸易收支状况的趋同性ꎬ被解释变量为各国在欧盟内部
贸易的经常账户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变化( ΔＮｘ ｉ.ｔ ) ꎬ正数表示该国在欧盟内部贸易中
处于顺差地位增加或者逆差减少ꎬ解释变量为各国欧盟内部贸易的经常账户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Ｎｘ ｉ.ｔ ) ꎬ控制变量选取本国 ＧＤＰ 对数ꎬ欧盟其他国家 ＧＤＰ 之和的对数以
及单位劳动成本平减的实际有效汇率ꎮ 列( ３) 显示了成员国在欧盟内部贸易中的收
支状况趋同( 异) 性的检验结果ꎮ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

正ꎬ说明存在趋异趋势ꎮ 欧盟内部贸易失衡的原因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因欧元启
动事实上承担了实际汇率升值的代价ꎬ德国等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则因欧元启动获得了
贬值的好处ꎬ而统一的欧元又限制了逆差国通过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手段ꎮ 贸易长期
失衡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的趋异性ꎮ
第四ꎬ检验欧盟成员国间通胀水平的趋同( 异) 性ꎬ被解释变量为调和消费者物价
指数的变动( ΔＨＩＣＰ ｉꎬｔ ) ꎬ解释变量为初始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ＨＩＣＰ ｉꎬｔ ) ꎬ控制变
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 对数增长率和广义货币 Ｍ２ 的增长速度ꎮ 列(４) 显示了对通胀水平
趋同性检验的结果ꎬ解释变量回归系数都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说明成员
国通胀水平存在明显的趋异性ꎬ初始通胀率较高的国家ꎬ通胀水平越来越高ꎮ 相似的
通胀水平也是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之一ꎬ目前的欧盟和欧元区显然并不满足这一条
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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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ꎬ检验欧盟成员国财政收支状况的趋同( 异) 性ꎬ被解释变量为政府净借贷占
ＧＤＰ 的比重的变化( ΔＤｅ ｉꎬｔ ) ꎬ正数表示财政盈余占比增加或者财政赤字占比减少ꎬ解

释变量为政府净借贷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Ｄｅ ｉꎬｔ ) ꎬ控制变量设置为人均 ＧＤＰ 对数增长率ꎮ
列(５) 是欧盟成员国间财政收支状况的趋同性检验结果ꎬβ 系数显著大于零ꎬ财政收支

状况都呈现出显著的趋异性ꎮ 欧债危机爆发后ꎬ政府债务较重的南欧等国赤字率急剧
上升ꎬ动辄超过 １０％ꎬ加剧了各国财政收支状况的趋异性ꎮ 鉴于这种趋异性ꎬ一刀切
的财政纪律可能不适用于欧洲全体成员国ꎬ甚至还可能加剧危机的严重程度ꎮ 尤其是
在危机期间ꎬ过于严格统一的财政纪律引起了希腊等外围国家民众的极大不满ꎬ因为
该规定对于这些国家走出危机没有起到正面作用ꎮ 财政状况的趋异性也是选择“ 多
速欧洲” 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以上通过实证检验欧盟成员国在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国际贸易收支和通货膨
胀率等方面的趋同( 异) 性不难发现ꎬ成员国经济在 ２００８ 年危机后存在显著的趋异

性ꎬ这意味着成员国的经济差异性将越来越强ꎬ这更加不利于在欧盟全体成员国范围
内实施步调一致的一体化项目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经济发展差距的
扩大ꎬ这将降低欧盟民众ꎬ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成员国民众对欧盟和自己国家
参与一体化的认同感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欧洲晴雨表的统计ꎬ９７％的希腊( ＥＬ) 民众对本国
经济表示悲观ꎬ８４％的意大利( ＩＴ) 民众对本国经济表示悲观ꎮ 相反ꎬ德国( ＤＥ) 、荷兰
( ＮＬ) 等国则对本国经济充满信心( 见图 １) ꎮ
图１

欧洲民众对本国经济的看法

资料来源:“ 欧洲晴雨表” ꎬ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ｆｒｏｎｔ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 Ｓｕｒｖｅｙ /

ｉｎｄｅｘ＃ｐ ＝ １＆ｙｅａｒＦｒｏｍ ＝ １９７４＆ｙｅａｒＴｏ ＝ ２０１６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下方柱体表示“ 好” ꎬ中间柱体
表示“ 不好” ꎬ上方柱体表示“ 不知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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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治、社会等其他背景和原因

除了经济发展趋异在蚕食民众对欧盟的信心外ꎬ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诸多因素也
在压低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认同ꎮ 第一ꎬ英国脱欧也是此次提出“ 多速欧洲” 的重要
诱因之一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在脱欧公投前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ꎬ以脱欧倒
逼欧盟改革ꎮ 卡梅伦对欧盟改革的要求:一是欧盟的单一市场要保护英国及其他非欧
元区成员国的利益ꎻ二是制定一个具体的、手续简化的目标从而提高竞争力ꎻ三是允许
英国不参与“ 建立一个更紧密的欧盟” 计划ꎻ四是限制欧盟移民领取诸如低工资税收
补贴等英国就业福利ꎮ 其中第三点集中体现了英国谋求在一体化方面保持自己的节
奏和速度的强烈愿望ꎮ 除了英国已经确立脱欧ꎬ目前并不能保证其他成员国没有类似
的“ 多速” 一体化的意愿ꎮ 因此ꎬ为了防止脱欧“ 多米诺骨牌” 效应ꎬ必须允许成员国
“ 多速” 参与一体化合作ꎮ

第二ꎬ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也是一体化继续前进必须面对的障碍ꎮ 民粹主义者认

为ꎬ欧洲民众正受到来自移民、社会不平等的直接威胁ꎬ传统政治势力无法就此提供必
要保护ꎬ而欧盟在解决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时更是无法采取高效的解决办法化解危
机ꎮ 因此ꎬ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基本都坚持反建制、反欧盟的主张ꎮ 其中ꎬ法国极右翼政
党“ 国民阵线” 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 更是扬言让法国退出欧洲

单一货币ꎬ并就法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ꎮ 令欧盟担忧的是ꎬ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
民众中的支持率并不低ꎬ勒庞甚至还进入了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ꎮ 这一切都表
明ꎬ欧洲民众对当前一体化的进程和速度并不完全认同ꎮ 因此ꎬ“ 多速欧洲” 在当前具
有一定的民意基础ꎮ
第三ꎬ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加剧欧洲社会的分化ꎬ全球化竞争引发欧洲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重构ꎬ中低端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ꎬ欧洲本土则
日益专注于高端制造、知识密集产业和服务业ꎬ低教育、低技能水平的欧盟公民面临激
烈竞争ꎬ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下降ꎮ 大量中东欧移民涌入西欧发达经济体ꎬ加剧了劳
动力市场的竞争ꎮ 而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国际化经营资本成为全球化的主要
受益者ꎬ财富不断增值ꎮ ２００８ 年以前ꎬ欧盟消除贫富差距的努力取得进展ꎬ基尼系数
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０.３６８ 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３３ꎮ 但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欧盟基尼系数
的下降陷入停滞ꎬ甚至还略有提升ꎮ① 而欧盟低效的决策效率在应对这种社会分化局
面中显得捉襟见肘ꎬ建立更为灵活高效的合作和决策机制势在必行ꎮ
经济趋异、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政党的煽动、社会分化ꎬ加之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
①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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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恐怖袭击ꎬ使得欧洲一体化出现“ 认同危机” ꎬ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ꎮ 而在接二连三

的危机中ꎬ欧盟的应对相当低效且失当ꎬ这也加剧了民众的不满ꎬ欧盟正在丧失推进一
体化的民意基础ꎮ 此外ꎬ特朗普上台后批评北约“ 过时” 、抨击德国操纵欧元汇率、赞

赏英国脱欧并鼓动其他国家仿效ꎬ以及对欧洲一体化前景态度冷漠等ꎬ都成为分裂欧
洲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６ 年欧洲晴雨表的统计显示ꎬ２００５ 年以来对欧盟表示信任的欧盟
公民的占比总体大幅下降( 见图 ２) ꎮ
图２

欧盟国家公民对欧盟的信任度( ％)

资料来源:“ 欧洲晴雨表” ꎬ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ｆｒｏｎｔ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 Ｓｕｒｖｅｙ /

ｉｎｄｅｘ＃ｐ ＝ １＆ｙｅａｒＦｒｏｍ ＝ １９７４＆ｙｅａｒＴｏ ＝ ２０１６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欧洲一体化原来的设计路径是通过一体化项目的实施ꎬ使民众普遍从中受益ꎬ并
提升民众的“ 一体化认同” ꎬ以此为基础推动成员国向欧盟让渡权力ꎬ逐步实现“ 欧洲
统一” ꎮ 权力让渡中包含财政权力的让渡ꎬ通过在欧盟范围内实施转移支付ꎬ消除地
区贫富差距ꎬ巩固一体化的民意基础ꎮ 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正好相反:经济趋异ꎬ社会分
化ꎬ“ 欧洲认同” 下降ꎬ一体化陷入恶性循环( 见图 ３) ꎮ 可以说ꎬ“ 多速欧洲” 从来不是
欧洲一体化的“ 初心” ꎬ而更多是基于现实的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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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当前欧洲一体化困境示意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三

“ 多速欧洲” 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 多速欧洲” 作为一体化战略选项提出后ꎬ各国反应如何? 事实上ꎬ德、法、意、西

等国领导人已经表达了对“ 多速欧洲” 的支持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ꎬ四国领导人在法国

凡尔赛宫举办小型峰会ꎬ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必须有勇气承认部分国家走得更
快” ꎬ人们需要接受欧洲各层面合作进展速度不一的现实ꎬ“ 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建立

更协调、更强大的欧洲” ꎮ 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则表示:“ 成员国也可按自己的愿望ꎬ
不仅在防务方面ꎬ也可在税务或社会福利协调、 研究、 文化或青年事务方面走得更
远ꎮ” ①相比而言ꎬ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维谢格拉德集团( 波兰、捷克、匈牙利和
斯洛伐克) 等中东欧国家ꎬ它们担心“ 多速欧洲” 会使得德法等大国主宰欧盟ꎬ因此要
求在欧盟内的所有问题上拥有同等的话语权ꎮ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就“ 多速欧洲” 理念及“ 加强型合作” 等制度对各欧盟成
员国 １００ 多位政府官员、大学和智库学者开展的调查研究结果ꎬ欧洲国家的态度大体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多速欧洲” 的先行者ꎬ坚持各类灵活合作必须限定在欧盟法律框
架内ꎬ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芬兰和瑞典八个国家ꎬ它们支持
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ｕｓｈｉｎｅｔ.ｃｏｍ / ｅｕｒｏｐｅ / ｏｔｈｅｒ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７ / ２５６９２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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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速欧洲” 的动力来自于突破低效决策的枷锁以及享受集体行动的好处ꎻ第二类是
被称为“ 反叛者” 的成员国ꎬ包括波兰、匈牙利和英国ꎬ它们认为“ 多速欧洲” 的合作应
当在欧盟法律框架外进行ꎬ其目的在于借此强化本国主权ꎬ减少权力让渡ꎻ第三类是由
其余 １７ 个成员国构成的 “ 摇摆国” ꎬ它们对“ 多速欧洲” 既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ꎬ
这些国家多为新成员国和小国ꎬ它们既赞同“ 多速欧洲” 在成员国异质性背景下推进
一体化的作用ꎬ但也害怕在“ 多速欧洲” 多个领域( 尤其是财政一体化领域) 的合作中
掉队ꎮ 在“ 多速欧洲” 情形下ꎬ这些国家可能难以获得其他成员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支
持ꎬ与大国的差距会不断拉大ꎬ同时“ 多速欧洲” 还可能强化德、法等大国的支配力ꎮ①
笔者认为ꎬ“ 多速欧洲” 对于当前的欧盟来说是一个基于现实情况的无奈选择ꎬ但
在诸多选项中也是比较现实、理性的ꎮ 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是在成员国经济发展状况
分化、难以取得广泛一致的状况下ꎬ以“ 退两步ꎬ进三步” 的方式推进一体化ꎬ避免一体
化进程陷入停滞甚或解体ꎻ二是在后危机时代的欧盟面临移民问题、恐怖主义威胁和
“ 民粹主义” 等问题的情况下ꎬ可以有效提高欧盟制度的灵活性ꎬ避免体制僵化阻碍其
应对多重挑战ꎻ三是贯彻“ 多元一体” 理念ꎬ尊重不同成员国现实状况和利益诉求ꎬ回
应疑欧主义ꎬ毕竟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性是现实存在的ꎬ成员国民众存在多样的利益诉
求ꎬ硬性的一体化制度安排容易招致民众不满ꎬ使得疑欧主义有机可乘ꎬ继而扩大影响
力ꎮ
然而ꎬ对于“ 多速欧洲” 的担心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ꎮ 欧盟内部原有的利益平衡
机制本身就不甚健全ꎬ“ 多速欧洲” 很可能加剧这种失衡ꎮ 过去 ２０ 年来ꎬ欧洲一体化
对成员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ꎬ北欧和中欧国家受益程度较高ꎮ 其中ꎬ丹
麦和德国经济受益最多ꎬ德国经济每年因内部市场而受益 ３７０ 亿欧元ꎬ相当于每人每

年 ４５０ 欧元ꎻ丹麦则相当于每人每年受益 ５００ 欧元ꎻ南欧和中东欧国家受益最少ꎮ②
此外ꎬ德国在中东欧的产业布局甚广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推行“ 多速欧洲” ꎬ相当于是在
“ 背叛” 为其带来巨大利益的中东欧国家ꎮ 中东欧国家必然心存不满ꎬ从而招致民众

对一体化的不信任ꎬ导致欧盟分裂ꎮ 英国脱欧显现了一体化的可逆性ꎬ如果欧盟明确
提倡走“ 多速欧洲” 道路ꎬ那么在未来一体化合作中失利的国家很可能效法英国而选
择脱离欧盟ꎮ
不过ꎬ在当前形势下ꎬ正式提倡“ 多速欧洲” 很可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ꎮ 首先ꎬ欧
洲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ꎬ数据显示欧元区综合 ＰＭＩ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初值从 ２ 月的 ５６.０ 攀
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ｆｒ.ｅｕ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 / 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② 资料来源:中国驻欧盟使团经济商务参赞处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ｑｆｂ / ２０１４０８ / ２０１４０８００６８３４
５５.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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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５６.７ꎬ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以来最高ꎬ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综合 ＰＭＩ 初值也
双双超过预期ꎬ创出近六年高位ꎮ① 与此同时ꎬ欧元区通胀水平也正在逐渐接近目标

水平ꎬ２０１６ 年全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１.９％和 １.７％ꎬ这意味着欧元区
经济复苏势头强劲ꎮ 借助这一有利时机ꎬ欧盟应当专注于完善经济治理机制ꎬ提高经
济增长的趋同性和包容性ꎬ弥合发展差距ꎬ而非在这个时候提倡多速发展ꎮ
其次ꎬ政治局面趋于稳定ꎬ法国大选中马克龙击败极右翼的勒庞当选法国总统让
饱受英国脱欧影响、难民危机困扰和失业率高企、社会治安不稳的欧盟看到希望ꎬ荷兰
和奥地利的选举中也没有飞出“ 黑天鹅” ꎬ“ 民粹主义” 大规模兴起的趋势得到遏制ꎮ
欧盟应当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有利时机ꎬ审时度势、深化一体化ꎮ 高举欧洲主义旗帜赢
得法国大选的马克龙也应顺势而为ꎬ强化法德轴心ꎬ继续推进一体化进程ꎬ并借此恢复
法国的大国影响力ꎮ 没有了英国在财政一体化、移民等领域的掣肘ꎬ２７ 国应当更加专
注于加强一体化ꎮ
显然ꎬ目前情况下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只做不说” 或许才是最好的策略ꎮ 近期
欧盟在联合防务领域的“ 永久结构性合作” 方面的进展就很好地体现了“ 多速欧洲” 的
一体化机制ꎮ 但“ 多速欧洲” 一旦被正式提出ꎬ成员国多样性的利益诉求也会纷纷出
现ꎮ 在当前的民主治理框架下ꎬ欧盟很难就各类问题达成一致ꎬ而经济、财政、防务等
领域过多以及过于复杂的次区域合作集团ꎬ也会损害欧盟的凝聚力ꎻ后进国家的不合
作心态和先进国家的“ 过度超前” 趋势容易相互强化而引发恶性循环ꎬ加速分裂ꎮ 我
们必须认识到ꎬ“ 多速欧洲” 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妥协和过渡性策略ꎬ只是“ 亦步亦趋”
(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的欧洲一体化巨轮短暂的避风港ꎮ
( 作者简介:丁纯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让

莫内教授ꎻ张铭心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ꎻ杨嘉威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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