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笔笔谈

　 　 编者按: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稳步发展的背景

下ꎬ中国与中东欧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正在走向深化ꎮ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

交流与合作网络”(简称“１６＋１ 智库网络”)的组织协调下ꎬ中欧学界有关“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等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ꎮ 基于这些成果ꎬ中国社

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１６＋１ 智库网络”秘书处与«欧洲研究»编辑部联合组织了本次

笔谈ꎬ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视角ꎬ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解读ꎬ以飨读者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主编前言

黄平

(«欧洲研究»主编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举行的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议通过了«苏州纲要»ꎬ其明确表示“欢

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 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举行了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暨 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

作网揭牌仪式ꎮ 从此ꎬ在“１６＋１ 合作”框架下ꎬ一个新的智库合作与交流机制和平台

建立起来了ꎮ

在此之前ꎬ人们对于“１６＋１”恐怕也知之甚少ꎮ

虽然ꎬ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ꎬ可以说是传统友谊深厚ꎬ而传统友谊无疑是中国

同中东欧国家在长期交往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ꎬ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的独特优

势和有利条件ꎮ

∗ 本组笔谈为“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框架下的前期研究成果ꎬ因版面所限ꎬ所选文章是在作者学术论
文的基础上编译而成ꎮ 编译者为鞠维伟、马骏驰、计奕、邴雪、严嘉琦、吴筱钰ꎬ译审为刘绯、李靖堃ꎮ 感谢他们为
本组笔谈付出的辛勤劳动ꎮ



但是ꎬ只有传统友谊肯定是不够的ꎮ 而且ꎬ连布鲁塞尔方面也似乎有人觉得怎么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要走得更近? 其实ꎬ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ꎬ比如中国一直以来与德

法就走得很近ꎬ今年尤其与英国的双边关系有了极大的提升ꎬ欧盟并没有感觉有什么

不妥ꎮ 放眼看去ꎬ中国与欧洲国家(包括已经入盟的成员国)的关系越好ꎬ与欧盟的关

系也会越好ꎬ反之亦然ꎮ 三年来ꎬ“１６＋１ 合作”稳步推进ꎬ对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ꎬ只

是在加分ꎮ

另一方面ꎬ也不得不承认ꎬ直到 ２０１２ 年“１６＋１ 合作”倡导并实施以前ꎬ在中国的国

际问题研究领域中ꎬ中东欧还是一块冷僻之地ꎮ 就在我们筹备上述高级别智库研讨会

和揭牌仪式时ꎬ我们自己也还在为究竟如何用英语表述“中国与中东欧”而踌躇ꎬ更有

很多人在电话中还以为我们在谈“中国与中东”!

在欧洲研究所ꎬ或者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ꎬ我们自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一直是保有

一席之地的ꎬ所以也敢于主动承担牵头组建“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的工作ꎬ甚

至为了这次研讨会而出版了两份专门的«国家智库报告»(孔田平主编:«维谢格拉德

集团的嬗变与中国 Ｖ４ 合作»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版ꎻ刘作奎著:«欧洲

与“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更重要的是ꎬ这

个“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ꎬ如果要建成共享的交流平台与合作机制ꎬ就必须首

先对国内各研究机构与智库开放ꎬ“牵头组建”不是独自享用ꎮ 而且ꎬ一个巴掌拍不

响ꎬ要想推动并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如果没有来自中东欧

国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积极参与ꎬ充其量只能是一头热ꎮ 一头热的东西ꎬ不可能持

久ꎮ

所以ꎬ我们也约了来自欧洲的学者们的这一组笔谈ꎬ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中东

欧与中国关系ꎬ谈“一带一路”ꎬ谈他们对未来的认识和感言ꎮ 作为一组来自域外的笔

谈ꎬ在«欧洲研究»发表ꎬ应该是首次ꎬ挂一漏万在所难免ꎬ而且ꎬ即使没有篇幅限制ꎬ它

们也只是学者的个人之见ꎬ而不代表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机构ꎬ更不表明我们对这些文

章的作者们的观点的赞同或是反对ꎮ

这方面的文章ꎬ今后希望有更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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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合作”平台下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及其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斯洛伐克】理查德图尔克萨尼

(斯洛伐克亚洲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提出的与中东欧 １６ 国开展对话的倡议引发了一系列反

响ꎮ 布鲁塞尔和西欧国家的最初看法是ꎬ中国此举可能会引起欧盟成员国的分裂ꎮ 但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爆发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ꎬ中东欧国家急切地想获得来自

中国的投资ꎬ争相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经济门户”ꎮ 中国强调“１６＋１ 合作”将是双赢

的ꎬ于所有参与方都是有利的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１６＋１ 合作”平台已经成为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间建设相对成熟的合作平台ꎮ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合称“一带一路”)的倡议ꎮ 与古丝绸之路相似ꎬ“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致力于实现亚

欧之间在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的互联互通ꎮ

本文的重点是分析“１６＋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关系ꎮ

一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１６＋１ 合作”平台

２０１１ 年ꎬ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布达佩斯并参加首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

经贸论坛期间提出ꎬ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应加强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

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ꎮ 这一倡议为“１６＋１ 合作”框架奠定了基础ꎮ 在 ２０１２ 年于

华沙举行的首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ꎬ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了“１６＋１ 合

作”框架ꎬ宣布了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ꎬ并向中东欧国家

提供价值 １００ 亿美元的专项贷款ꎬ用于支持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和绿色经济等领域

的项目ꎮ 促进双方合作的其他措施还包括设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ꎬ支持科

学研究和文化交流ꎬ推动旅游业与私人投资等领域的合作等ꎮ 布达佩斯和华沙会议的

最后文件体现了中国邀请中东欧国家参与相关合作的倡议ꎬ而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于

２０１３ 年达成的«布加勒斯特纲要»和于 ２０１４ 年达成的«贝尔格莱德纲要»则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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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中东欧国家达成的共识ꎬ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具体合作方向和措

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上述两个纲要都明确指出ꎬ“１６＋１ 合作”与中国—欧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相一致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的全面、均衡和可持

续发展ꎮ 双方强调ꎬ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推动中欧之间四大伙伴关

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发展ꎬ落实«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ꎮ

由此可见ꎬ“１６＋１ 合作”正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更紧密、更深化、更具体、更机制化

的合作平台ꎮ 这个合作平台的建设和合作框架的发展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取得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成就ꎮ①

然而ꎬ“１６＋１ 合作”项目迄今取得的经济成果却相对有限ꎮ “１６＋１ 合作”平台主

要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方面的务实合作ꎬ②中东欧国家也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吸引中国

方面的投资、增加对中国的出口ꎮ 但自平台建立以来ꎬ双边的贸易投资总额并未像预

期那样显著增长ꎮ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ꎬ可能是由于中国在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专项贷款

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国内的情况ꎬ且一些投资计划发展周期较

长ꎮ 以上两个因素使得来自中国方面的投资增长缓慢ꎮ 目前ꎬ欧盟内部出现了一些不

同的声音ꎬ认为预期的中国大规模投资并没有实现ꎬ所以应该更加谨慎对待与中国的

合作ꎮ③ 不过ꎬ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仍然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助于填补金融危机引

发的资金空缺ꎬ缓解西欧对本地区投资减少的不利影响ꎮ 同时ꎬ中方邀请欧盟有关代

表参与系列峰会也有助于缓解欧盟机构对中国将欧盟“分而治之”的担忧ꎮ

二　 “一带一路”倡议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倡议ꎮ 该倡议主要致力于实现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ꎮ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穿越中

国、中亚、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ꎬ最终到达西欧地区ꎮ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从南

中国海、印度洋延伸至非洲海岸和欧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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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观点主要基于作者与中国及中东欧官员和学者的访谈ꎮ
自从“１６＋１ 合作”平台启动以来ꎬ有关中国对此平台的意图和目标的讨论从未停止ꎮ 尽管主流观点认为

中国主要通过此平台实现其经济目标ꎬ然而其政治上的考虑也多次成为讨论的议题ꎮ
以捷克为例ꎬ捷克对华政策是很复杂的ꎬ很难一概而论ꎮ 它曾是欧盟内部强有力的对华批判者ꎬ然而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捷克新一届政府出于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经济合作的考虑ꎬ扭转了对华外交的方向ꎮ 但同时ꎬ捷
克媒体对华的总体印象仍较为负面ꎬ很多学术机构认为经济合作并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
益ꎮ



这一倡议提出后ꎬ尽管中国学者首先关注的似乎是中亚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合

作ꎬ①但中东欧国家的学者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ꎮ 由于最初对“一带一路”究竟能

走多远以及会带来何种影响不甚了解ꎬ欧盟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做出反应ꎮ 目前ꎬ欧

盟表示欢迎中国对欧盟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贡献ꎬ欢迎中国企业参与

欧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ꎬ但前提是中国要遵守欧盟的相关法规ꎮ

三　 “一带一路”倡议和“１６＋１ 合作”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和“１６＋１ 合作”平台的发展和落实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协同效

应ꎮ

首先ꎬ两者都是中国发起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外交倡议ꎮ “一带一路”的发展可以

从“１６＋１ 合作”平台建设中吸取经验ꎬ比如欧盟和西欧国家最初对这一机制表示出的

关切ꎬ以及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由于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而对其感

到的遗憾ꎮ

其次ꎬ尽管这两者都是影响力巨大的外交倡议ꎬ但其内涵不尽相同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致力于亚欧非的互联互通ꎬ而“１６＋１ 合作”平台则主要是为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合作框架ꎬ使中东欧国家成为中国通向欧洲的桥梁ꎮ

再次ꎬ两者的对接固然为“１６＋１ 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ꎬ但是ꎬ对于“一带一路”倡

议的期望ꎬ可能会对“１６＋１ 合作”造成消极影响ꎮ 比如ꎬ这一倡议提出后ꎬ中东欧国家

积极响应ꎬ并对这一倡议与本地区的对接进行了研究ꎬ然而中方更为关注的可能是中

亚、东南亚及中国西部地区ꎮ 另外ꎬ中东欧 １６ 国在发挥中国通向欧洲的桥梁的作用上

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ꎬ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ꎬ以及延伸到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的铁路建设等ꎮ

最后ꎬ需要强调的是ꎬ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可能存在一个误解ꎬ即这些国家基本都是

发展中国家ꎬ那些适用于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的合作方式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国家ꎮ

事实上ꎬ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完全不同于非洲、拉美和中亚国

家ꎮ 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问题上ꎬ还是在“１６＋１ 合作”平台的建设问题

上ꎬ中国都应消除这种误解ꎬ并重视对中东欧国家不同的具体国情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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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论点主要基于笔者 ２０１４ 年在中国乌鲁木齐参加的经济带战略研讨会上的讨论ꎬ当时大部分的议题都
集中于中亚地区ꎮ



四　 中国和欧洲外交倡议的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和“１６＋１ 合作”平台在促进亚欧互联互通ꎬ以及贸易、金融和文

化合作等领域有着很多的契合点ꎮ 从地理角度来看ꎬ“一带一路”建设无论在陆上还

是海上ꎬ都将穿越中东欧国家ꎬ这凸显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ꎬ连接贝尔格莱德

和布达佩斯、延伸到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铁路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可以从中欧文化和外交实践的角度来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ꎮ 中欧对于两大倡议

的理解主要受到不同文化及外交理念的影响ꎮ 中国习惯于首先从最高领导层面提出

观念或倡议ꎬ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ꎬ而“１６＋１ 合作”平台是由

温家宝总理倡议的ꎮ 其后ꎬ由各级政府机构、媒体、大学和智库等来逐渐丰富其内涵ꎮ

在国际层面也同样如此ꎬ这些概念的内涵通过不断讨论得以丰富ꎮ 相对而言ꎬ欧洲方

面倾向在一开始就提出清晰规范的概念ꎬ其后在实践中再不断加以落实ꎮ 双方对于彼

此理念的互相理解及更好的沟通将有助于增强在相关倡议框架下的合作ꎮ

总的来说ꎬ中国近期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１６＋１ 合作”平台都是欧洲可以积

极参与的外交倡议ꎬ是中国在外交领域不断创新实践的成果ꎮ 尽管存在误解及文化背

景差异等因素ꎬ但两者均符合欧洲的利益ꎬ因此欧洲国家应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其

中ꎮ

(编译:邴雪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通往欧洲的新丝绸之路

【法】戴维富凯

(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千年之前ꎬ一条条贯穿亚欧大陆、如丝带般飘逸的文明、商贸之路ꎬ将中国同世界

的另一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ꎮ 而今天ꎬ这条丝绸之路再一次焕发了生机ꎮ 它始于东

方ꎬ联结着沿线的各个经济体ꎬ通向遥远的欧洲ꎮ 在陆地ꎬ横跨亚欧大陆的货车满载货

物ꎬ从重庆开往杜伊斯堡和马德里ꎻ在海上ꎬ航行着自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发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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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抵达比雷埃夫斯港的货轮ꎮ 中国和欧洲ꎬ通过 ２１ 世纪的新

丝绸之路ꎬ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一条由铁路、公路、输油管道、电网、港口和各大经济开发区组成的道路ꎬ已经逐渐

延伸至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ꎬ并直达地中海和西欧ꎮ 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

力ꎬ更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战略或将形成ꎮ 中国在不断加强与中亚、中东欧国家联系

的同时ꎬ也在加紧落实一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ꎮ “一带一路”倡议将影响到中国

与欧盟、俄罗斯、美国ꎬ以及相关沿线国家的关系ꎬ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ꎬ中国将会

获得更强大的全球影响力ꎮ

一　 “一带一路”倡议概览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全球性的巨大工程ꎬ５０ 多个国家将会参与其中ꎮ 今年年

初ꎬ这个宏大而壮丽的构想已经开始逐步实施ꎬ为亚欧会议注入了新的生机ꎮ 这个史

无前例的合作发展计划ꎬ不仅在经济和工业领域ꎬ而且也在政治、安全和文化各个领域

产生了影响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中国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协定”(ＴＴＩＰ)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作出的回应ꎮ 一些评论认为ꎬ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ꎬ意在宣示其在政治、经济领域将赶超美国和美元的主导地

位ꎬ并将绕过马六甲海峡等有风险的海上通道ꎬ将自身的过剩产能输出到其他地区ꎮ

同时ꎬ“一带一路”倡议也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建构自己的欧亚伙伴关系网ꎬ试图在国

际关系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ꎮ 相对于过去的被动应对ꎬ中国将提出更多自己的主

张ꎬ特别是在以往话语权不足、参与程度较低的国际金融治理领域ꎮ

有欧洲学者提出ꎬ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努力改变自己在区域领土争端

中表现出的强硬形象ꎬ并希望将之前的双边合作扩大至更大范围ꎬ以增强自己的信誉ꎮ

同时ꎬ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ꎬ中国过去几十年基于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

已难以为继ꎬ急需改革ꎮ 因此ꎬ“一带一路”倡议亦被视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新动力ꎮ

二　 欧洲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从目前来看ꎬ欧洲或许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响应得最积极、最热切的地区ꎬ最能

体现这一点的便是其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积极参与ꎮ 尽管面临

着美国的巨大压力ꎬ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ꎬ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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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申请加入亚投行ꎬ并成为创始成员国ꎮ 欧洲对亚投行的积极参与ꎬ体现了其积

极参与新兴金融机构的愿望ꎬ而亚投行也无疑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极其重要

的作用ꎮ

有欧洲学者指出ꎬ目前亚洲开发银行 ８０％的业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ꎬ如交通、

能源和水利等ꎮ 在未来十年ꎬ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需求将达约 ８ 万亿美

元ꎬ而其中一半以上会来自中国ꎮ 因此ꎬ亚投行在亚洲的基础建设领域拥有极大的投

资潜力ꎮ 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强强联手势必带来更好的融资效果ꎮ

与此同时ꎬ各方也期待亚投行能与现有的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合作ꎬ形成强大合力ꎮ

现有的金融机构包括:金砖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ꎬ以及中国

本土的银行和基金等ꎮ

当前ꎬ中国、欧洲和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探讨加强欧亚间在交通运输和互联互通方

面的合作ꎬ包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ꎬ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ꎬ以及促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交流和文化交流等ꎮ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ꎬ中国同欧亚各国能够加强联系ꎬ激发出双方的发展潜力、

互利共赢ꎬ同时也可以促进中国自身技术的向外传播ꎮ 各国间的紧密合作将会形成巨

大的推动力ꎬ使中国与欧亚各国进行优势互补ꎮ

三　 中国积极同沿线国家展开合作

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东端ꎬ哈萨克斯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ꎮ 双方领导

人的互访使两国的投资、经贸交流日益深化ꎮ 近年来ꎬ中国也一直在深化与俄罗斯的

关系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出访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时ꎬ“一

带一路”倡议再一次在相关地区引起了高度关注ꎮ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是

欧亚经济联盟的三个主要经济体ꎬ而中国同这三国的关系也尤为重要ꎮ 发展和深化与

这些国家的合作ꎬ能够凸显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哈萨克斯

坦、白俄罗斯也希望借此平衡其与俄罗斯、中国及欧盟的关系ꎮ

铁路运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地位举足轻重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４ 年访问欧盟成员国及欧盟总部时表示ꎬ中国将推动横跨

欧亚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互联互通建设ꎮ 铁路也成为了新时期经济发展、可持续互联互

通的象征ꎮ 一条条跨越中亚、连接中欧的铁路ꎬ体现了中国以交通运输为驱动力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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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战略ꎮ 中国的高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中激流勇进ꎬ其中ꎬ由塞尔维亚首

都贝尔格莱德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ꎬ便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分ꎮ 这条

铁路一旦修通ꎬ便可推动整个巴尔干半岛及西南欧的发展ꎬ亦能进一步推动中欧陆海

快线的建设ꎮ

与此同时ꎬ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焕发了新的生机ꎮ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ꎬ将强

有力地推动沿线地区贸易、基础设施、航运以及港口的建设ꎮ 其中ꎬ在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方面参与最多的当属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和丹麦的马士基集团ꎬ两者都在全球

商业航海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中远集团在希腊的业务正蓬勃发展ꎬ但同时也面临着

相关政治风险ꎬ并且时有耽搁ꎮ 一旦中远集团在希腊的业务取得全面成功ꎬ希腊的港

口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ꎮ

四　 “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及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ꎬ必须要立足于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现实基础ꎮ 近几十年来ꎬ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了大量资源ꎬ也付出了环

境恶化的巨大代价ꎮ 因此ꎬ对政治、社会、环境和安全等领域风险的长期追踪分析和监

管就显得愈发重要ꎬ并且应纳入应急计划中ꎮ 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ꎬ需要充分考

虑 ５０ 多个参与国各自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ꎮ

在“一带一路”的早期建设过程中ꎬ一些意外事件时有发生ꎬ例如利比亚、叙利亚和

也门等国的政治动乱ꎬ威胁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ꎮ “一带一路”相当一部分的建

设将在一些政体不成熟、国家治理不完善、偶尔会发生动乱乃至战争的国家开展ꎬ可能会

受到政治骚乱、民族冲突、突发自然灾害、跨国犯罪、恐怖主义ꎬ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影

响ꎮ 同时ꎬ相关国家内部的权力过渡也可能会搁置甚至终止一些项目的实施ꎮ

“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ꎬ另一方面也可能为贩毒

分子、恐怖和极端主义分子提供温床ꎮ 这些安全及犯罪隐患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构成了

不小的风险ꎮ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经贸方面ꎬ但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安全和政治风险也是不容忽略的ꎬ如民族争端、极端组织ꎬ以及正在肆虐的“伊斯兰

国”和“基地组织”对相关地区构成的威胁等ꎮ 因此ꎬ有必要推出应对风险的战略规划

和相关举措ꎬ包括部署安全部队、加强监控、分享情报等等ꎮ 此外ꎬ地中海沿岸国家同

样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ꎮ 地中海沿岸国家普遍尚未从经济危机中走出ꎬ而一些国家

在政治上面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ꎮ 当前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也令地中海沿岸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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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与考验ꎮ 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ꎬ这些问题都

应纳入考虑的范围ꎬ而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相关国家之间的密切沟通与合作ꎮ

(编译:严嘉琦、邴雪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文化认同的

一项宏伟社会工程

【意】玛丽亚切亚拉赞尼尼

(欧洲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荷】吉姆托马斯威廉姆斯图曼

(欧洲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通常被视为一个实现经济利益诉求的项目ꎬ着重于贸易、投资和

经济发展ꎮ 如果确实如此ꎬ它将错失一个获得无形利益的机会ꎮ 换言之ꎬ为成功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ꎬ中国不但需要真正创造出双赢局面ꎬ还要为欧亚大陆带来比单纯经

济利益(公路、铁路、海港)更有价值的无形利益———文明认同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到一个国家开展项目、完工后就抽身离去ꎬ以此方式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是非常危险的ꎮ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

提出该倡议的目的存有戒心和疑虑ꎬ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恐华症”ꎮ 因此ꎬ中国需

要重新研讨新“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发展方式ꎬ进一步了解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这些

国家对中国和老“丝绸之路”的看法ꎬ以及它们对新“丝绸之路”的期望ꎮ

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场认知博弈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ꎬ国家彼此之间的身份①认知包括“自我”和“他者”两个概

念ꎮ 对许多外国学者和政要来说ꎬ回答“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比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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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ꎬ因为在他们眼中ꎬ中国塑造的“自我”和“他者”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ꎬ当

前没有任何一种对中国的认知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ꎮ 在古代ꎬ中国对于自己作为

“推崇儒家文化的中央王国”的定位①十分清晰ꎬ然而当西方国家通过武力打开中国的

大门后ꎬ中国遭遇了认知危机ꎬ此后ꎬ中国的身份形象又经历了多次变化ꎮ 有些学者试

图用“熊猫龙”来描述对于中国时而表现出实力不强、时而表现出大国力量的复杂身

份认知ꎮ② 与此同时ꎬ中国并不认为自身存在身份冲突的问题ꎬ反而根据利益需要ꎬ利

用这种复杂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转换ꎮ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ꎬ中国似乎对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文化没有深入

的了解ꎬ因此ꎬ未来中国需要讲述真实的故事ꎬ除了提供透明的资金机制、明确使用期

限和条件ꎬ并提出可行的项目建设方案以外ꎬ还需要妥善处理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

负面评价ꎬ并为参与合作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不断更新的、连贯的和建设性的信息ꎬ使其

明确能够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什么ꎮ

二　 中亚、印度、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

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均存在着两种认知:对本国的“角色认知”和对中国

的认知ꎮ 只有当这两种认知不相冲突之时ꎬ各国才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积极的

回应ꎮ 因此ꎬ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ꎬ中国必须意识到ꎬ若想与如此之多的国家进

行合作ꎬ就需要塑造一个形象前后一致的“文化身份”ꎬ这是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必要

前提ꎮ 以试图改变他国对自身认知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ꎬ会对中国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产生负面的影响ꎮ

拥有不同自我身份认知的国家ꎬ会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不同的解读ꎮ 例如ꎬ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地处亚洲内陆ꎬ长期面临苏联解体带来的三大挑

战:缺乏综合性经济产业、缺乏过去曾经依赖的援助ꎬ以及强烈依赖于邻国的进出口和

转口贸易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ꎬ为其提供低价产

品ꎬ并直接创造就业岗位ꎮ 因此这些中亚国家往往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ꎬ将

中国视为与其拥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国家ꎬ因此不会对中国在中亚国家不断增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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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产生敌意ꎻ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媒体和民间的形象也始终是积极或者中性的ꎮ 究其

根本ꎬ是因为中国并未威胁到这些国家对于本国作为一个中亚国家的自我身份的认

知ꎮ①

与中亚国家不同的是ꎬ 印度提出了“季风计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ｕｓａｍ)以回应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ꎮ 无论是“季风计划”还是“一带一路”倡议ꎬ都旨在扩大倡议国的文

化、经济和战略影响ꎮ 印度如此回应的原因在于ꎬ它将中国视为当前的威胁ꎬ与中国存

在信任缺失和战略竞争问题ꎮ 中国在印度媒体中的“他者”形象也往往与中印领土争

端等问题联系在一起ꎮ②

与中亚国家的积极响应、印度的明确竞争态度相比ꎬ欧洲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

态度则是模糊不清ꎮ 尽管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终点ꎬ③欧洲国家显然能够从中获得

实实在在的经济、贸易和安全利益ꎬ但它们在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时仍然表现出犹豫

的态度ꎮ 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ꎬ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不能仅凭一

国之力单独行动ꎬ且“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与 ３１５０ 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容克计划)

对接的可能性ꎻ另一方面ꎬ欧洲国家无法明确对于中国“他者”身份的定位ꎮ

有鉴于此ꎬ中国应当认识到ꎬ当前其在传递身份认知信息方面的举措仍存在缺失ꎮ

中国若要成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ꎬ就应该发出更加明确的信息ꎬ强调“一带一路”倡

议在文化层面上的含义能够帮助中国加强自身形象建设ꎬ增进他国对自己的了解ꎮ 在

历史上ꎬ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事实上远远超越其商贸意义ꎮ 当代中国应该以此为

鉴ꎬ将古丝绸之路这一文化遗产传承下来并加以充分利用ꎮ

三　 “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成为联系各国的文化桥梁

“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合作范例ꎬ即通过增进不同民族、文化和宗

教之间的交流而加强联系ꎬ从而建构一种超越现实边界的文化身份ꎬ打造命运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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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这种文化身份应该是一个变化而非固定的概念ꎬ①这样有助于鼓励“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逐渐加入该文化身份概念下的群体ꎬ从而构建一个多样性、不断完善和

进化的社会ꎮ

在打造这样一种文化身份时ꎬ应保持敏感性ꎬ妥善利用文化影响力ꎬ以避免不同文

化在碰撞之际产生摩擦、误解甚至敌意ꎬ从而导致外交政策的失败ꎮ 在具体落实“一

带一路”倡议时ꎬ中国需接受、尊重和了解各国的独特文化ꎬ并重视各国内部的敏感问

题ꎮ 只有重视文化的敏感性ꎬ才能够实现和平共处ꎻ只有开展建设性的互惠对话ꎬ才能

为获得贸易和基础建设投资等更多有形的利益奠定基础ꎮ

为了超越差异、构建能够带来双赢结果的文化认同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

先是建立文明之间的对话ꎬ典型的例子是由阿塞拜疆总统倡导建立的机制化对话———

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巴库进程ꎻ其次是发展旅游业ꎬ构建各国均认同

的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描述体系并推而广之ꎬ避免历史文化的冲突ꎬ并将古丝

绸之路遗迹作为旅游景点加以推广ꎻ最后ꎬ还应为外国游客办理签证提供方便ꎬ以鼓励

人民之间的交流ꎬ并推动科学和教育交流ꎮ 在人文交流层面ꎬ中国在为外国学者和学

生提供资助方面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ꎬ而欧洲也有推广教育交流的伊拉斯谟项目等ꎮ

在科学交流层面ꎬ双方应优先考虑突出的前沿问题ꎬ持共同立场与合作精神寻求解决

当前困扰人们的问题的方案ꎮ

四　 总 结

为了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落实ꎬ开展文化对话(例如民间往来、科学和教

育交流)、推广古丝绸之路遗产ꎬ以及发展旅游业都至关重要ꎮ 交流和对话能够促进

共同愿望和相同身份认同的构建ꎬ有利于确立共同的目标和相同的价值观ꎬ这些均是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项目必不可少的根基ꎮ 不同国家、宗教派别、民族之间的交

往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落实的关键ꎮ 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往来都应建立在文化元

素之上ꎬ“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宏伟的社会项目”ꎮ

当前ꎬ中国正处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期阶段ꎬ因此尚有机会进一步塑造

“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征和发展方向ꎬ并向各国政府和人民阐释“一带一路”倡议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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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理论(历史、政治和经济层面)和共同目标ꎮ 如此才能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所言的那样ꎬ打造命运共同体ꎮ

(编译:计奕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中国如何成功调整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

———对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经验和潜在影响的分析

【马其顿】阿纳斯塔斯范格利

(波兰科学院社会研究学院博士候选人)

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ꎬ西巴尔干地区的综合实力相对较弱ꎮ 历史上ꎬ它一直是全

球政治博弈的焦点所在ꎬ但很少有人将巴尔干国家视为独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ꎮ 唯一

的例外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ꎬ它的存在使巴尔干半岛成为世界关注的焦

点ꎬ同时它在塑造该地区的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但除了

南斯拉夫案例以外ꎬ再无类似情况出现ꎮ 西巴尔干地区在很多方面受制于它与其他主

要外部力量之间的关系ꎮ 因此ꎬ笔者在本文中以哈德菲尔德(Ａｍｅｌｉａ Ｈａｄｆｉｅｌｄ)的“庇

护者”理论为依据ꎬ①首先分析外部利益相关者影响下的西巴尔干地区建构ꎬ接下来回

顾该地区的经济转型ꎬ并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该地区的利益和经历ꎮ

在结论部分ꎬ本文将得出一些综合评价ꎬ并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经验和

建议ꎮ

一　 巴尔干:国际行为体的“游乐场”

历史上ꎬ“巴尔干地区”往往与战争、不稳定和恶政等概念联系在一起ꎮ 这片曾属

于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土地ꎬ自 １９ 世纪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能否保持独立国家身

份的问题ꎮ 但是ꎬ２０ 世纪众多独立国家的诞生ꎬ使得巴尔干地区的政治系统、文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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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归属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冷战之后ꎬ南斯拉夫的解体使西巴尔干地区成为了

多种力量、利益和全球议题的交汇地ꎬ外部利益相关者及其行动和相互作用成为了该

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ꎮ

纵观整个 ２０ 世纪ꎬ巴尔干一直是欧洲和国际强权争夺利益的焦点地区ꎮ 尽管由

于问题的复杂性ꎬ我们不能断言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不结盟状态和今天巴尔干地区的

战略格局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ꎬ但无视历史则是更严重的错误ꎬ因为过去的历史与当

前的形势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种路径依赖关系ꎮ

南斯拉夫解体后ꎬ欧洲强国和美国率先把握机遇ꎬ成为了该地区的主要利益相关

者ꎬ随后发生的地区战争导致了更多国际行为体更大程度的介入ꎮ 就巴尔干地区今天

的战略版图而言ꎬ有多种力量在其中发挥着影响ꎮ 欧盟和美国的影响力最大ꎬ而西巴

尔干国家则是它们的追随者ꎮ 巴尔干国家时常被作为欧盟扩大进程的“被动主体”ꎬ

同时也是国家建构、民族自决、经济改革和民主化等各种国际观点聚集的“游乐场”ꎮ

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将加入欧盟作为本国的优先战略ꎬ除塞尔维亚以外的各国还渴

望加入北约ꎮ 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民众都曾怀有亲西方情结ꎬ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ꎬ

这一情结有所减弱ꎮ 但民众既未去寻求其他力量来填补这一真空(以俄罗斯或土耳

其为首的亚欧主义)ꎬ也没有去寻求主权独立的道路ꎬ而是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结ꎬ即对

由过去的南斯拉夫提供的安全、稳定和强大国家的怀念ꎮ

二　 失败的经济转型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巴尔干国家与利益相关者(该地区的“庇护者”)之间的关系ꎬ

这里还必须提到 １９８９ 年以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往来ꎮ

政治混乱和战争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ꎬ不仅打破了

原有的贸易关系ꎬ造成前南斯拉夫市场更加碎片化ꎬ还使生产能力急剧下降ꎬ大量技术

工人移民海外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ꎮ 造成经济形势恶化的种种内在变化不可避免地与

全球化进程交织在一起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外部行为体和利益相关者发挥了特定作用ꎮ

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ꎬ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超

过了社会主义ꎮ 欧盟、欧洲国家、美国和巴尔干国家内部的亲西方行为体在这一过程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所有重要政府决策都需要经过西方政府、跨国或超国

家机构ꎬ以及全球金融组织的协助甚至审查才能完成ꎮ

现在ꎬ许多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ꎬ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改革是否成功这一问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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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值得商榷ꎮ 因为在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ꎬ该地区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出

现了恶化ꎬ①直到 ２１ 世纪才有所回升ꎮ 然而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延缓了巴尔干

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ꎬ使其仍然无法摆脱欧洲“超级边缘”的地位ꎮ

在贸易方面ꎬ由于市场竞争力下降ꎬ巴尔干国家不得不大量依赖产品进口ꎬ从而引

发了巨额贸易赤字ꎮ 与欧盟的贸易占到了巴尔干国家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ꎮ 在巴尔

干国家其他领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ꎬ欧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其中ꎬ来料加工使西巴

尔干地区成为了欧盟跨境价值链的一部分ꎮ 由于劳动力和产品价格低廉ꎬ地理位置邻

近ꎬ且贸易壁垒不断降低ꎬ大量西欧国家的生产商到西巴尔干国家开设工厂ꎬ再将制成

品输出到西欧市场ꎮ 尽管这对本地的经济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ꎬ但最大的赢家

仍是那些外国公司ꎬ本地生产商的获利十分有限ꎬ且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并未得到改

善ꎮ②

在投资方面ꎬ低迷的经济形势使得西巴尔干国家十分渴望外来投资和财政支持ꎬ

并将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视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ꎮ 但是ꎬ政治局势不稳以及其他

一些因素抑制了外来资本的进入ꎮ 该地区的传统投资者是欧盟和欧洲国家ꎬ在银行业

也是如此ꎬ银行业的投资者还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的银行ꎮ 然而ꎬ绝大部分国外直接

投资都进入到了服务业ꎬ使得“去工业化”趋势更加明显ꎬ这种时机尚未成熟的转型带

来的服务业的扩张是以牺牲工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的ꎮ

另外ꎬ外国直接投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通过企业并购或者是通过对原有的

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形式实现的ꎮ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ꎬ很多战略部门的投资者均为

外国公司ꎬ且欧洲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占领了本地市场ꎮ 但这一现象在巴尔干

地区的分布并不均衡ꎬ有些国家的经济开放幅度更大ꎬ速度也更快(如克罗地亚、马其

顿)ꎬ有些国家则相对比较缓慢(如塞尔维亚)ꎮ 但到 ２０１５ 年ꎬ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已

经完全开放ꎬ并且实现了越来越大程度的私有化ꎮ 外界正在密切关注这里的新进展和

新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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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巴尔干国家关系和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中ꎬ劳工问题受到的关注度较少ꎮ 部分原因在于ꎬ新自由主
义范式掌控着主流话语权ꎬ忽视了劳工作为一个特有范畴的分析ꎮ 然而ꎬ研究劳工问题是十分重要的ꎮ 几乎所有
的西巴尔干地区国家都面临着有关劳动市场的关键性结构问题ꎮ 从表面上看ꎬ其特点是失业率水平居高不下(超
过 ３０％)、就业率低(５０％左右)ꎬ以及出现真正的灰色 / 非正规劳务市场ꎮ 这可能造成社会中出现不安全工作、贫
穷、不平等、雇主逃税等一系列问题ꎮ



三　 影响巴尔干地区的利益相关者

(一)“一级庇护者”:欧盟

巴尔干地区的建构离不开欧盟ꎬ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ꎬ还是地区和平、国

际关系等问题(包括该地区与中国的关系)ꎬ欧盟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ꎮ

到 ２０１５ 年ꎬ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都表示出了对加入欧盟的渴望ꎬ而欧盟也对所有满足准

入条件的国家表示欢迎ꎮ

在广泛的政策领域ꎬ欧盟均将自己定位为巴尔干地区的利益相关者ꎬ尽管依事务

的性质不同其参与的程度也不相同ꎮ 欧盟不仅为巴尔干地区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以解

决其债务危机ꎬ它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执行的警务援助任务也为实现安全和

法治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同时ꎬ欧盟还致力于重塑巴尔干国家的治理体系及国内政治体

系ꎮ 然而ꎬ近年来出现了所谓“扩大疲劳”现象ꎬ而且ꎬ希腊危机、乌克兰危机和移民潮

等问题使得欧盟政策更加内向ꎮ 因此ꎬ有些智库和专家认为ꎬ欧盟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不可

能再接收新成员ꎮ 但是ꎬ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已经从西巴尔干地区撤退ꎮ 相反ꎬ它仍然

对该地区的发展保持着高度关注和参与ꎮ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的欧盟扩大战略ꎬ欧盟将以法

治和强有力的经济治理为核心ꎬ将西巴尔干国家改造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体ꎬ推

进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建立与发展ꎬ保持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和地区合作ꎬ并解决双边冲

突ꎮ

在外交事务上ꎬ欧盟也将自己视为西巴尔干国家的重要利益相关者ꎬ并试图通过

理顺巴尔干国家的外交政策来缓解乌克兰危机ꎬ但有些国家并不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

制裁ꎮ 同样ꎬ欧盟也密切关注中国和巴尔干国家关系的进展情况ꎮ 有些欧盟官员认

为ꎬ“１６＋１”倡议是对欧盟规范和标准的挑战ꎬ担心中国会从欧洲公司手中“抢走”一些

项目ꎮ 另外ꎬ欧盟也担心中国在该地区更大程度的参与可能会削弱欧盟通过财政援助

和贷款而产生的影响力ꎮ 当然ꎬ尽管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ꎬ欧盟逐渐认同中国可能

为该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ꎬ并使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ꎮ

除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以外ꎬ欧盟成员国也在西巴尔干地区有着各自的利益和

关系ꎮ 其中ꎬ德国与巴尔干地区事务的利益关系最为密切ꎬ因此它也是该地区最活跃

的利益相关者之一ꎮ 其他一些欧盟国家ꎬ如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也在该地区

的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甚至与欧盟的声音同等重要ꎮ

(二)“一级次等庇护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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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欧盟ꎬ美国对巴尔干事务的介入时间较晚ꎮ 它第一次对巴尔干地区事务发

声是在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即冷战结束之后ꎮ 当时美国认为保持南斯拉夫的完整至

关重要ꎬ而这一主张与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欧洲大国的主张是相悖的ꎮ

南斯拉夫解体后ꎬ克林顿政府调整政策ꎬ加大了对该地区事务的干预ꎬ比如对波斯尼亚

战争和科索沃危机等事件的参与ꎮ 但“９１１”事件后ꎬ美国的外交政策再次调整ꎬ减

少了对巴尔干地区事务的介入ꎮ 因此ꎬ除了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间ꎬ在巴尔干事务中ꎬ美国

绝大多数时候只是辅助欧盟ꎮ 尽管如此ꎬ美国对巴尔干地区事务的介入不仅对该地区

的形态和未来产生了持久影响ꎬ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对比ꎬ同时也影响了欧洲处理巴

尔干事务的方法ꎮ 到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欧洲的巴尔干政策得到了重新定位ꎬ优先关注

和平建构、和解和稳定ꎮ

与欧盟国家、土耳其和俄罗斯不同ꎬ尽管美国名义上对于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改革

以及全球金融机构在该地区的工作有一定的关切 ꎬ但该地区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ꎮ 近年来ꎬ能源问题在美国对巴尔干国家的政策中逐渐占有了一席之

地ꎬ但美国对该地区的核心关注仍是安全问题ꎬ特别是恐怖组织问题ꎮ 另外ꎬ美国担心

巴尔干地区落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ꎬ这一点可能是美国至今仍然保持对巴尔干事务影

响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软实力也不可忽视ꎮ

(三)“二级庇护者”:俄罗斯和土耳其

尽管俄罗斯和土耳其没有像欧盟那样为巴尔干地区提供一种能够实现稳定、安全

和一体化的框架ꎬ但它们为该地区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认同和归属感的选择ꎮ 此外ꎬ

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是该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ꎬ俄罗斯还是其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ꎮ

１. 俄罗斯

冷战时期ꎬ苏联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比较混乱ꎮ １９８９ 年之后ꎬ俄罗斯

急于解决国内和周边问题ꎬ无暇顾及巴尔干这个相对较为遥远的地区ꎮ 直到科索沃危

机爆发ꎬ俄罗斯公开表示支持米洛舍维奇政权ꎬ这意味着俄罗斯开始介入巴尔干地区

事务ꎮ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ꎬ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利用其能源优势ꎬ开始寻求海外利益ꎬ并

强化了与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关系ꎮ 作为油气运输的重要通道和出口目

的地ꎬ巴尔干被俄罗斯定义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区域”ꎮ 俄罗斯及其支持者通过强调

共同的斯拉夫文化和东正教教义ꎬ希望借此吸引巴尔干地区那些并不认可西方的社会

群体ꎬ以及那些希望摆脱自由民主主义印迹的政治精英ꎮ 除此之外ꎬ俄罗斯在巴尔干

地区的能源业、银行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也有大量投资ꎮ 特别是能源业ꎬ几乎所有巴

尔干国家都依赖俄国的天然气ꎬ这不免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担忧ꎮ 俄罗斯已经成为了

８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西巴尔干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ꎬ但与欧盟相比ꎬ其影响仍然要小得多ꎮ

乌克兰危机使得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断恶化ꎬ也成为了俄罗斯在西巴尔干地区

的动议能否成功的一个试金石ꎮ ２０１５ 年ꎬ俄罗斯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处于冷战结束

后的最低点ꎬ巴尔干则是它们之间存在摩擦的主要地区之一ꎮ 一方面ꎬ欧美在该地区

的主导地位使得俄罗斯的立场成为了“颠覆”霸权秩序的代名词ꎮ 另一方面ꎬ全球金

融危机削弱了西方的地位ꎬ加上巴尔干地区对于“西方化”的幻灭ꎬ以及欧盟扩大进程

停滞不前ꎬ俄罗斯仍有机会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ꎮ

２. 土耳其

土耳其与巴尔干的关系建立在双方历史联系的基础之上ꎮ 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

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曾经有过长达 ６ 个世纪的统治历史ꎬ种族纽带、语言和穆斯林文化

因此成为了土耳其进入巴尔干的有力支撑ꎮ

在土耳其当代外交政策中ꎬ其全球和地区战略定位取决于三种观点:新奥斯曼主

义(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凯末尔主义(Ｋｅｍａｌｉｓｔ)和土耳其戴高乐主义(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ａｕｌｉｓｔ)ꎮ①

在所有这些观点中ꎬ巴尔干地区对于土耳其都具有重要意义ꎬ有些土耳其外交家甚至

将本国视为巴尔干的一部分ꎮ

新奥斯曼主义是一种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ꎬ强调土耳其应以软实力为基础ꎬ充分

认识自身在广大邻国地区的角色和目的ꎬ在穆斯林霸权文化系统框架下建构多元文

化ꎬ并强调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作用ꎬ认为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利益相关ꎮ 而凯

末尔主义则认为ꎬ土耳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在国际政治中面临着挑战ꎬ必须在各个强

国之间谨慎行事ꎮ 土耳其戴高乐主义则是上述两者的结合ꎬ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地区定

位、自信和积极务实的行动ꎮ 鉴于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ꎬ这样的外交政

策使土耳其可以成为与中、俄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行为体ꎮ 具体到巴尔干ꎬ土耳其既将

其视为邻国地区的一部分ꎬ也将其作为与其他行为体开展竞争的一个潜在领域ꎮ

作为 Ｇ２０ 经济体中巴尔干国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ꎬ土耳其在该地区拥有大量

投资ꎬ主要涉及交通基础设施、银行业和工业等领域ꎮ 金融危机之后ꎬ与欧盟和美国减少

在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活动这一趋势相反ꎬ土耳其仍然保持着在该地区的积极存在ꎮ

土耳其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就加入欧盟进行谈判ꎬ因此总体上支持西巴尔干国家的入

盟申请ꎻ作为北约成员国ꎬ它也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ꎮ 但它有时候采取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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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并不总是与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ꎮ 目前ꎬ土耳其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等在巴尔

干地区的动态ꎬ因为包括“土耳其管道”(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ｅａｍ)天然气项目和“一带一路”倡

议在内的国际合作与土耳其的发展息息相关ꎮ

四　 结论与建议

在西巴尔干地区ꎬ欧盟无疑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ꎬ它不仅密切关注着中国与巴

尔干国家关系的发展势态ꎬ还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利

益ꎮ 但是ꎬ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对该地区具有同样的兴趣ꎮ 因此ꎬ中国将在巴尔干面

临在其他欧洲地区遇到的相似问题:除作为特殊利益相关者的欧盟之外ꎬ仍有一些欧

洲国家政府的利益与欧盟的共同政策路线不符ꎬ这就形成了一种多重博弈的格局ꎮ

同时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ꎮ 考虑到过去 ２０ 年来中美关系起

伏不断———远至科索沃战争期间的信任危机ꎬ近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型

大国关系”ꎬ而且美国的巴尔干政策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分歧ꎬ因

此ꎬ中国在参与西巴尔干事务时必须十分谨慎ꎬ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战略挑战ꎮ

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也拥有重要利益ꎬ而且近年来表现出了对该地区越来越浓厚

的兴趣ꎬ因而很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地缘政治平衡ꎮ 中国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巴尔干问题

时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作用ꎬ既不可与之过于亲近ꎬ招致欧美反感ꎬ又不能太

过疏远ꎮ

最后ꎬ鉴于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历史渊源ꎬ以及它目前在巴尔干的经济利

益ꎬ尤其是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利益ꎬ土耳其今后有可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

战略框架下的重要伙伴ꎮ

然而ꎬ为了真正实现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互利共赢ꎬ除了要与该地区目前的利

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以外ꎬ中国还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来独立其动议ꎮ 一方面ꎬ为了在

巴尔干地区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ꎬ中国应从过去的市场碎片化中吸取教训ꎬ支持

该地区重新实现经济一体化ꎬ但中国须就此问题与欧盟保持沟通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应

保持和增加在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ꎬ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交通(电

动汽车和铁路)等领域ꎮ 但中国需采取一种地区导向的路径ꎬ这样才能既契合“一带

一路”和“１６＋１”倡议的精神ꎬ同时也符合巴尔干地区国家的需求ꎮ

在政治关系方面ꎬ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以欧盟、美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的教训

为鉴ꎬ应充分认识到ꎬ过多介入巴尔干地区事务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的软实力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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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与当地政治精英的关系等方面可能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ꎮ 中国应成为巴尔

干国家的平等伙伴ꎬ而不是又一个“庇护者”ꎮ

在外交方面ꎬ由于巴尔干地区长期缺乏沟通和统一的声音ꎬ中国也许可以运用更

公平的外交政策ꎬ以改变这一现象ꎮ 例如ꎬ可以发起成立“中国—巴尔干国家论坛”ꎬ

并承担“调停人”而不是“领导”的角色ꎬ以便帮助该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和交流ꎬ同时

发掘自身需求的潜力ꎮ 另外ꎬ中国还可以在公共外交和“软实力”方面进行创新ꎬ与非

政府行为体(特别是智库和高校)开展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的交流活动ꎬ促进中国

和巴尔干地区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ꎮ

最后ꎬ中国需要为那些尽管为数不多ꎬ但曾在中国大学学习过、熟悉中国或对中国

充满热情的人提供一个平台或机制ꎬ使这些人有机会团结起来ꎬ并为促进中国—巴尔

干关系增添动力ꎮ

(编译:吴筱钰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

从社会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西巴尔干

国家对华发展经贸投资关系的态度

———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斯洛文尼亚】 马悟

(斯洛文尼亚卢布雅纳尔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斯洛文尼亚】 达沃尔伍切科夫斯基

( 斯洛文尼亚卢布雅纳尔大学经济系硕士)

【斯洛文尼亚】 波斯蒂安乌多维奇

(斯洛文尼亚卢布雅纳尔大学社会科学系博士)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１６＋１ 合作”平台框架下的合作日渐深入ꎬ而西巴尔干国家

对“１６＋１ 合作”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ꎮ 西巴尔干国家

地理位置优越ꎬ是中国投资和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ꎮ 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众对中国

的了解ꎬ特别是其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和投资关系的态度ꎬ于今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

１２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重要的影响ꎮ
深入分析西巴尔干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ꎬ并从中探索增进其对华认知的方法ꎬ是

我们的重要关切ꎮ 我们将重点关注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的青年人对中国的态度ꎬ聚
焦于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两国与中国的民族差异ꎬ以及他们对双方投资和经贸关

系的看法ꎮ
斯洛文尼亚和黑山是西巴尔干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ꎬ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言:

“麻雀虽小ꎬ五脏俱全ꎮ”这两个国家面积虽小ꎬ但都是开放的经济体ꎮ 中国在建设与

中东欧国家“１６＋１ 合作”平台以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ꎬ往往会忽视这两个规模较

小的国家ꎮ 然而ꎬ这两个小国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ꎬ地理位置十分重要ꎬ对中国发展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欧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ꎮ 斯洛文尼亚人口约 ２０６ 万ꎬ
黑山人口仅约 ６１ 万ꎬ但两国的经济状况良好ꎬ近年来ꎬ两国的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都在

２％—３％左右ꎮ① 在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世界国家竞争力排名中ꎬ两国分别位列第

７０ 名和 ６７ 名(共 １４４ 个国家)ꎻ在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营商调查排名中ꎬ斯洛文尼亚排在

第 ５１ 名ꎬ黑山排在第 ３６ 名(共 １８９ 个国家)ꎮ② 从以上数据来看ꎬ这两个西巴尔干国

家虽然规模较小ꎬ但是经贸和投资环境较好ꎮ
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关系值得关注ꎬ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都处于逆差状

态ꎮ 斯洛文尼亚 ２０１４ 年从中国进口和向中国出口的贸易额比例为 ４.５ ∶ １ꎬ黑山的比

例更是高达 ５１.８ ∶ １ꎮ③ 在投资方面ꎬ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投资额非常小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在斯洛文尼亚的投资总额仅为 ８００ 万欧元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中国在黑山的投资总

额则约为 ７８０ 万欧元ꎮ④

在简要介绍斯洛文尼亚和黑山的概况及其与中国的经贸、投资关系后ꎬ我们再来

讨论社会文化认同的两个概念———刻板印象(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和民族差异(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ꎮ 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通常会彼此持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和观念ꎮ “刻
板印象”不仅针对个人ꎬ也可能针对一个民族或国家ꎮ 在国际经贸和投资关系中ꎬ对
某一个国家的刻板印象ꎬ可能会对另一个国家制定与该国的经贸和投资政策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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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斯洛文尼亚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统计数据: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ｉ / ＳｔａｔＷｅｂꎻ黑山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统计数据: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ｎｓｔａｔ.ｏｒｇ / ｅｎｇ / ｎｏｖｏｓｔｉ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访问ꎮ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５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Ｉｂｉｄ..
Ｔｈｉｌｏ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ｉｋｋｏ Ｈｕｏｔａｒｉ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ＤＩ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ｈｏｄ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ꎬ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ｒｈｇ.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ＤＩ＿Ｅｕｒｏｐｅ＿Ｆｕｌｌ.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响ꎮ① “民族差异”主要是指民族或国家间在种族、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

存在的差异ꎮ 对某一个国家的刻板印象以及国家间的民族差异ꎬ都会对发展与该国的

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ꎬ而这种影响往往具有社会文化认同的特点ꎮ

我们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ꎬ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民

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以及双方民族差异方面的情况ꎬ同时分析了两国民众对发展与中

国经贸和投资关系的态度ꎮ 问卷调查的对象是两国具有经贸或国际关系专业背景的

大学生(斯洛文尼亚 ２４０ 人ꎬ黑山 １１７ 人)ꎮ 这些学生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ꎬ对国

际贸易和投资问题有所了解ꎬ而且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精英ꎬ对未来国家对外政策的

制定产生影响ꎮ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第一ꎬ被调查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很少与中国人互动交流ꎬ仅有 ２.５％左

右的人曾在最近 ３ 年内与中国人有过经常和深入的互动交流ꎬ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仅

与中国人进行过一次或从未进行过交流互动ꎮ

第二ꎬ关于对中国的刻板印象ꎬ斯洛文尼亚被调查者对中国人的主要印象为:工作

努力、身材矮小、聪明机智、人口众多ꎬ以及善良等ꎮ 黑山被调查者对中国人的主要印

象为:身材矮小、工作努力、态度积极等ꎮ

第三ꎬ斯洛文尼亚 ６３.３％的被调查者愿意与中国人成为朋友ꎬ１４.８％的人愿意接纳

中国人成为家庭成员或配偶ꎮ 黑山 ３０.１％的被调查者愿意与中国人成为同事ꎬ２５.７％

的人愿意与中国人成为朋友ꎬ仅有 １.８％的人愿意接纳中国人成为家庭成员或配偶ꎮ

这两组数据说明ꎬ斯洛文尼亚与中国的民族差异性较黑山低ꎮ

第四ꎬ被问及最愿意与哪些国家做生意的时候ꎬ调查结果显示ꎬ中国在两国的排名

都是第四位ꎬ高于塞尔维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ꎮ

第五ꎬ关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关系ꎬ两国的被调查者都强烈地认为西巴尔

干国家应该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ꎬ而且中国将来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最大的经济体ꎬ中国的竞争力要高于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ꎮ 斯洛文尼亚被调查者虽

然对中国的投资表示欢迎ꎬ但同时有很多人认为欧盟应该控制中国对欧洲的投资ꎮ 黑

山被调查者对中国经济力量崛起的担忧程度较低ꎬ认为欧盟应该控制中国投资的人与

斯洛文尼亚被调查者相比也较少ꎮ

第六ꎬ两国的被调查者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１６＋１ 合作”平台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的了解都较少ꎬ在斯洛文尼亚ꎬ８２％的被调查者不知道“１６＋１ 合作”平台ꎬ６０％的被

３２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① Ｎｕｒｉｔ Ｚａｉｄｍａｎꎬ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ꎬ Ｇｒｏｕｐ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４５－６７.



调查者不知道“一带一路”倡议ꎻ在黑山ꎬ７０％的被调查者不知道“１６＋１ 合作”平台ꎬ

６４％的被调查者不知道“一带一路”倡议ꎮ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ꎬ尽管两国民众缺乏与中国民众的直接交流ꎬ但青年人对中国

人的印象较为积极ꎬ两国民众对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工作勤奋ꎮ 斯洛文尼亚与中国

的民族差异性要低于黑山与中国的民族差异性ꎬ这一方面是因为斯洛文尼亚的民族文

化较黑山的保守程度低ꎬ且经济更为开放、国际化ꎮ 另一方面ꎬ斯洛文尼亚与中国的教

育、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ꎬ其中孔子学院的作用不可忽视ꎮ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

那大学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就设立了孔子学院ꎬ而黑山 ２０１５ 年才建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ꎮ

斯洛文尼亚的孔子学院不仅传播中国的文化和语言ꎬ而且还成功开设了“如何与中国

做生意”的课程ꎮ 斯洛文尼亚的孔子学院还在部分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开设了汉语课

程ꎬ超过 ６００ 名小学生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ꎮ 这种跨文化交流和语言的传播ꎬ

极大地促进了斯洛文尼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ꎮ

在经贸和投资关系方面ꎬ调查结果显示ꎬ中国在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最愿意发

展经贸关系的国家中排名较高ꎬ年青一代对中国的投资持较积极的态度ꎮ 斯洛文尼亚

对中国的投资持更为谨慎的态度ꎬ主要是因为它是欧盟成员国ꎬ而它的意愿反映了欧

盟控制中国在欧投资的态度ꎮ 黑山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ꎬ因而更加渴望中国的

投资ꎬ但其基础设施条件较差ꎬ吸引外资的环境有待改善ꎮ 为了更好地发展与中国的

经贸和投资关系ꎬ西巴尔干国家需要加强地区一体化ꎬ联合起来共同发展与中国的关

系ꎮ 这就需要西巴尔干国家建立相关外交和投资协调机制ꎬ更好地对接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ꎬ在教育、旅游、经贸和投资等领域共同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ꎮ

两国大学生对“１６＋１ 合作”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甚少ꎬ与近两年来中国

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很不相符ꎮ 这种情况与年轻人对媒体的相关

报道缺乏关注有关ꎮ 因此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不应仅局限于经贸和投资方面ꎬ

还需要加强人文交流ꎬ增加互派留学生、访问学者ꎬ以及语言和文化交流项目ꎮ 人文交

流对于年青一代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情况十分必要ꎮ 相较于“１６＋１ 合作”平

台ꎬ两国年轻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更多的了解ꎮ 之所以如此ꎬ主要原因在于该倡议

包括了明确的投资内容ꎬ而年轻人对投资机遇十分感兴趣ꎻ来自国外的投资通常与就

业增加有关ꎬ因而对失业率较高的西巴尔干地区的年轻人来说十分重要ꎮ 在发展与西

巴尔干国家的投资关系时ꎬ中国应强调其投资能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ꎬ这样中国的投

资就会受到这些国家公众更为普遍的欢迎ꎮ

根据以上的调查分析和政策建议ꎬ我们希望西巴尔干国家能够搭上中国和中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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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合作的“列车”ꎬ抓住机遇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关系ꎬ发展本国经济ꎮ

(编译:鞠维伟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

———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匈牙利】塔马斯马杜拉

(中东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德国无疑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ꎬ尤其是在贸易和

投资等领域ꎮ 金融危机之后ꎬ这一趋势更加明显ꎮ 由于德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其经济

“后院”及势力范围ꎬ因此ꎬ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ꎬ特别是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的参与ꎬ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关注ꎮ 德国对“１６＋１ 合作”机制的看法对中国－中东

欧合作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ꎮ

一　 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位

对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ꎬ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就等同于在更大程度上

融入欧洲ꎬ这也有助于欧盟的稳定ꎮ 德国强调其作为中小国家“代言人”的作用ꎬ而且

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更加透明ꎬ从而克服了与中东欧国家建立密切联系的障碍ꎮ
而欧盟其他国家和美国则面临着其他各种问题ꎬ如法国由于国内问题而减少了对中东

欧国家的关注ꎬ英国陷入了是否退出欧盟的难题ꎬ美国的重心则转向了亚洲ꎮ 与此相

反ꎬ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中的成功典范ꎮ① 自从中东欧国家开始转

型以来ꎬ德国便与其开展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流ꎬ为双方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ꎮ
具体来看ꎬ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关系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第一ꎬ德国作

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利益和目标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德国将注意力从西方转移到了中东

５２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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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ꎬ并不断重塑其在欧洲的角色ꎻ第二ꎬ中东欧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促使

其外交政策重点转向西方ꎬ并注重与德国发展关系ꎻ第三ꎬ跨大西洋关系的转变、东欧

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等国际背景的变化加速了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ꎮ

此外ꎬ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促使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特殊关系ꎮ 第一ꎬ历史原

因ꎮ 二战的经历及其后果对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要甚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

关系ꎻ第二ꎬ国内政策ꎮ 德国各政党总体上对其东方邻国持开放态度ꎬ愿意与其开展对

话ꎻ第三ꎬ不对称性ꎮ 中东欧国家在人口、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等方面与德国相比实力

悬殊ꎬ从而决定了德国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ꎻ第四ꎬ“异质性”ꎮ 中东欧各个国家

本身的性质、外交政策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ꎬ这一点决定了中东欧国家与德国的关

系也形态各异ꎻ第五ꎬ欧洲化ꎮ 欧盟和北约等国际机制是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发展相互

关系的主要框架ꎬ也因而减少了双方之间的不对称性ꎮ

二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遍及各个领域ꎮ 在经贸和投资关系方面ꎬ由于德国与中

东欧国家地理位置相近ꎬ中东欧国家因此获得了德国的大量投资ꎮ 就双边贸易而言ꎬ

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ꎬ与德国的贸易对中东欧国家都非常重

要ꎮ 其中ꎬ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对德国的出口份额最大ꎬ但其中大

部分产品都是德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生产后再将产品出口到德国ꎮ 这样一来ꎬ德国就与

中欧国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ꎮ①

德国的经济表现对于那些对德国的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例的中东欧国

家有着巨大影响ꎮ 其中ꎬ维谢格拉德国家的出口对德国的依赖度最高ꎬ其次是罗马尼

亚和保加利亚ꎬ再次是西巴尔干国家ꎮ 波罗的海国家由于和俄罗斯及北欧国家的经贸

关系更加紧密ꎬ对德国的依赖较弱ꎮ 在投资方面ꎬ德国也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

要的投资者ꎮ 很多德国企业都位居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企业之列ꎬ如德国电信在波

兰、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山、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洛伐克等很多国家都

是最大的电信集团ꎻ在制造业领域ꎬ斯柯达公司的营业额在中东欧地区排名第三位ꎮ②

此外ꎬ德国企业共雇佣中东欧本土劳动力 １００ 多万人ꎬ解决了当地的很多就业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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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贸和投资领域以外ꎬ德国还与中东欧国家在安全、能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很

多方面开展了有效合作ꎮ 在苏联解体后ꎬ安全问题成为了中东欧国家外交政策的重中

之重ꎬ为此ꎬ几乎所有国家都寻求加入欧盟或北约ꎬ这也使得“硬”安全(ｈａｒ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的重要性有所下降ꎮ 但在最近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的背景下ꎬ中东欧国家和

德国对安全的关注点却产生了分歧ꎮ 以难民危机为例ꎬ当某些中东欧国家表现出对该

问题的深刻担忧时ꎬ德国政府却宣布对难民采取开放政策ꎮ 与此同时ꎬ德国同俄罗斯

的合作也给德国和波兰等国家的关系蒙上了阴影ꎮ 因此ꎬ虽然德国是欧盟的重要行为

体ꎬ但对中东欧安全问题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和北约ꎮ 而且ꎬ由于历史原因ꎬ德国在短时

间内也不会改变在军事行动方面的自我克制ꎮ

在能源安全方面ꎬ俄罗斯和欧盟是最关键的行为体ꎮ 中东欧国家尤其依赖俄罗斯

的天然气、原油和核反应堆技术ꎮ 而德国在中东欧的优势则体现在可再生能源方面ꎮ

此外ꎬ未来匈牙利和波兰的页岩气开采是一个具有较大潜力的项目ꎬ很可能吸引德国

的大量投资ꎮ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ꎬ德国和奥地利企业对中东欧国家作出的贡献最大ꎮ 这一

市场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ꎬ但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ꎮ 不

过ꎬ由于绝大多数财政支持均来源于欧盟的基金ꎬ因此ꎬ欧盟主要经济体的企业有更大

的机会投标成功ꎮ

三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对“１６＋１ 合作”机制的影响

近年来ꎬ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不断深入ꎬ双边合作也通过领导人峰会和各种

论坛等形式实现了机制化ꎬ欧盟委员会和一些西欧国家在密切关注这一动态ꎮ 德国对

此表现出了一定的疑虑ꎮ 一位德国外交官曾表示ꎬ虽然每个欧盟成员国都有权发展和

维护同中国的关系ꎬ但这不能损害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ꎮ① 此外ꎬ德国还担心中

国目前在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影响力将来会转化为政治影响力ꎬ从而影响这些国家的决

策ꎮ 另一位德国外交官表示ꎬ目前欧盟已经出台了关于如何在双边基础上与中国打交

道的指导方针ꎬ适用于所有 ２８ 个成员国ꎬ但是问题的关键是ꎬ成员国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实践这些指导方针ꎮ 此外ꎬ中国有能力对特定国家施加包括禁止或限制产品进口在

内的外交或经济压力ꎮ 因此ꎬ有位德国外交家指出ꎬ各个国家都要“三思而后行”ꎮ②

７２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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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由于自身规模较小ꎬ且严重依赖外资ꎬ因此大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

和经济关系ꎬ甚至是战略伙伴关系ꎬ例如匈牙利ꎮ 这些中东欧国家欢迎中国的资本进

入ꎬ而且ꎬ对它们而言ꎬ中国的投资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欧盟一些大国的投资ꎮ

由于这些原因ꎬ一些中东欧国家很可能不会完全实施欧盟的指导方针ꎬ而是更倾向于

关注与中国合作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ꎮ 同时ꎬ德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对中国在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影响深感忧虑ꎮ

对欧盟而言ꎬ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ꎬ且其重要性仍在不断增加ꎮ 因此ꎬ欧洲的

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对欧盟的影响力ꎬ特别是

对一些欧盟小国的影响力ꎮ 在欧洲遭受债务危机重创的情况下ꎬ来自中国的财政支持

就显得更加重要ꎬ而欧盟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强大、可信和统一的联盟ꎮ 因此ꎬ德

国以及欧盟本身对中国在中东欧的行为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ꎮ

然而ꎬ调研结果显示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越来越多的德国官员和专家已经意识到ꎬ

中国－中东欧合作并不会对欧盟决策程序以及成员国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ꎬ同样也不

会对中东欧地区产生机制化和长久化的影响ꎮ 相反ꎬ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ꎬ在中东欧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ꎬ如果中德两国企业能够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公共采

购竞标ꎬ这对德国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ꎮ

(编译:马骏驰ꎻ 责任编辑:张海洋)

中国和欧盟在“一带一路”
战略框架下的政策协调:现状及前景

———塞尔维亚的视角

【塞尔维亚】 布拉尼斯拉夫乔尔杰维奇

(塞尔维亚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ꎬ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受到了所有国际行为体的重视ꎬ欧盟也不例外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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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一带一路”战略是中欧所有合作伙伴今后进一步发展及更好合作的坚实基础ꎬ

欧盟表示愿意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合作ꎮ 为此ꎬ欧盟必须设计出

相应机制ꎬ以促进其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政策协调ꎮ 未来的中欧关系将通过“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步入新阶段ꎮ 而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ꎬ也有可能通过“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发展而发生改变ꎮ 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ꎬ因

此ꎬ这一战略可以分多个阶段、通过多种模式予以实施ꎬ而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

的发起者ꎬ有义务确保各方的密切合作与协调ꎮ 同时ꎬ只有各方全力以赴ꎬ并在互相信

任和全力投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ꎬ这一战略才能获得成功ꎮ

本文将从塞尔维亚的视角ꎬ阐释中国和欧盟当前的政策协调状况ꎬ并做出预测ꎮ

一　 中国与欧盟:从外交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

中欧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不断深化ꎬ已经从单纯的外交关系转变为战略伙

伴关系ꎮ 由于面临共同的利益及挑战ꎬ中国和欧盟均决心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ꎮ 当

然ꎬ中欧双方也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ꎮ 而且ꎬ欧盟内部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是

欧盟的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ꎬ因而反对发展对华关系ꎮ 但是ꎬ鉴于中国在当前

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及重要性ꎬ欧盟发展对华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ꎮ 而且ꎬ目前中欧关

系正在经济、贸易和政治等领域全面发展ꎮ

«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体现了中欧合作的这一趋势ꎮ 中国对于欧盟的重要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ꎬ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ꎬ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国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７.７％ꎬ预计在今后十年内ꎬ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体ꎬ而且ꎬ中国有巨大的内部市场ꎬ到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其国内市场的潜在消费者将达到

１３.９ 亿ꎻ①第二ꎬ中欧贸易额迅速增长ꎮ ２０ 年前ꎬ中欧之间贸易往来相对较少ꎻ但如今ꎬ

中欧双方每天的贸易额都超过 １０ 亿欧元ꎬ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规模在世界上居第二

位ꎻ第三ꎬ中欧贸易关系日益密切ꎮ 中国目前是欧盟最大的商品供应国ꎬ也是欧盟增长

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ꎮ 在过去 ５ 年间ꎬ欧盟对华出口几乎翻了一倍ꎬ这也使得中欧贸

易关系更加平衡ꎮ 长期来看ꎬ中国作为欧盟战略市场的重要性只会增加ꎬ因此ꎬ双方继

续深化合作是必不可少的ꎮ

９２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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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自建交以来ꎬ中欧双方均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转型ꎬ双方关系也因此而不断演进ꎮ

中欧双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双边关系ꎬ并且都将对方作为重要的经济伙伴ꎬ不过ꎬ在中

欧关系中也存在着某些摩擦ꎬ这主要与三个问题有关:第一ꎬ中国在双边贸易中有大量

顺差ꎻ第二ꎬ中国商品在欧洲市场具有极强的竞争力ꎻ第三ꎬ中国在中东、非洲等被认为

是“老欧洲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寻求能源ꎮ 尽管如此ꎬ中欧双方还是创造了大量机

制与对话渠道以解决摩擦ꎬ并且都避免采用制裁和限制等消极措施ꎮ 中欧贸易中的大

部分问题都能通过对话得到解决ꎬ并未影响到中欧双方的经济关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入可能会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ꎮ 首先ꎬ目前

欧洲尚未摆脱经济危机ꎬ因此ꎬ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东欧国家将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ꎮ 但一些欧盟领导人对此持怀疑态度ꎬ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１６

＋１”机制是为了从“后门”进入欧洲ꎬ并将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ꎮ 显然ꎬ这是一种带

有双重标准的视角ꎮ

其次ꎬ亚欧会议多年来作为中欧间重要的对话平台ꎬ也需要注入新的生机ꎬ因此ꎬ

从积极的角度看ꎬ“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入恰逢其时ꎮ 亚欧会议可以作为新丝绸之路

战略的重要平台ꎬ更好地促进中国与欧盟ꎬ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沟通ꎮ 作为

一种多元、灵活的沟通渠道ꎬ亚欧会议能够为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作出贡献ꎮ

此外ꎬ目前的希腊成为有可能妨碍“一带一路”计划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中国力促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为连接中国商品和欧洲、中东、北非消费者的主

要集散地ꎬ但这直接威胁到了如鹿特丹、伊斯坦布尔、那不勒斯、的里雅斯特、里耶卡和

科佩尔等港口的地位ꎬ它们的吞吐量已经有所减少ꎮ 同时ꎬ由于内部政局更迭ꎬ希腊对

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摇摆不定ꎬ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对于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

化进程也持有不同意见ꎮ① 希腊副总理扬尼斯兹拉加萨基斯最近声明称ꎬ比雷埃夫

斯港的私有化并没有终止ꎬ在经历短暂延迟之后将继续进行ꎬ希腊新政府全力支持

“一带一路”计划ꎮ 但是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ꎬ中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的问题ꎬ更重要的是ꎬ希腊还有可能出现政府更迭ꎬ而某些“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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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国家也存在着不稳定状况ꎬ从而有可能延误丝绸之路的建设ꎮ 因此ꎬ这就出

现了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制定备选方案?

三　 塞尔维亚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欧政策协调的看法

尽管从地理意义上看ꎬ塞尔维亚是一个小国ꎬ但由于位于连接东西方的十字路口ꎬ

塞尔维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全球主要的几大战略性力量具有重要意义ꎮ 尽管塞尔维

亚常被要求选择东方阵营或西方阵营ꎬ但它始终坚持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及在国际交

往中保持尊严等原则ꎮ 塞尔维亚高度重视同中国等传统友好国家发展双边关系ꎮ 中

塞两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ꎬ双方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ꎮ

不难理解ꎬ为什么“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之初就得到了塞尔维亚的积极回应ꎮ

因为对于塞尔维亚来说ꎬ这是一个成为中国平等伙伴的难得契机ꎮ “一带一路”倡议

带来了现代历史中难得的、能够无条件讨论发展项目及投资的机会ꎮ 相比美国和欧

盟ꎬ中国向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提出的合作动议更具吸引力ꎬ也没有所谓

的隐含条件ꎮ

但是ꎬ另一方面ꎬ欧盟则认为ꎬ中国向塞尔维亚提供的机会对欧盟的地位而言是一

种潜在威胁ꎮ 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ꎬ同时也是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员

国ꎬ并且同俄罗斯保持优惠贸易关系ꎮ 因此ꎬ中国通过进入塞尔维亚ꎬ就可以进一步在

上述三个市场获得更有利的地位ꎮ 为此ꎬ塞尔维亚过去一直在所谓“欧洲道路”及“欧

洲价值观”等辞令下经受着各种压力ꎬ这些压力旨在使塞尔维亚淡化同中国的关系ꎮ

幸运的是ꎬ一方面由于中东欧各国都希望同中国展开合作ꎬ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资

金ꎬ欧盟对待“１６＋１ 合作”机制的态度逐渐从批评发展为合作ꎬ并且最终由单纯的观

察转变为参与到协调中去ꎮ 中欧合作有两个重要的基础:第一ꎬ在台湾问题上ꎬ欧盟成

员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ꎻ第二ꎬ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

战略上ꎬ欧洲国家都对介入东亚地区的事务不感兴趣ꎮ 这恰恰是中欧双方发展成为战

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所在ꎮ

政策协调是不可避免的ꎬ其目标应在于扩大市场ꎬ这不仅能够引进新产品ꎬ还可以

营造吸引新投资的环境ꎬ从而最终促进技术和产品升级ꎬ欧盟也将因此缓解危机、吸引

更多资金、获取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及新的创新来源ꎬ从而刺激经济增长ꎮ 这是欧盟降

低失业率、扩大出口的机会ꎮ

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来说ꎬ“一带一路”战略中提及的 １００ 亿美元基金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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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ꎬ一旦基础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得以完成ꎬ必将带来更多的投资ꎬ并促进更大程度的

人口、货物及资本流动ꎮ 塞尔维亚及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尽快抓住这一机会ꎬ参与到修

路架桥、港口投资、翻新铁路等基建项目之中ꎬ基础设施项目也将为所有参与方带来诸

多利益ꎮ 但与此同时ꎬ中东欧各国也担忧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由潜在冲突导致的不安

定因素ꎬ以及各种形式的危机等ꎮ 因此ꎬ中东欧国家希望在这些方面获得欧盟的支持ꎮ

同时ꎬ由于安全威胁与日俱增ꎬ安全问题也是中欧合作必须包含的领域之一ꎮ

相应运行机制的设立和实施ꎬ是成功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必要条件ꎬ也将为今

后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创造有利环境ꎬ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ꎮ 只有采取

积极措施ꎬ才能确保参与各方的经济利益ꎮ 在更广泛的地区视角下ꎬ将各个国家的发

展项目有机联系起来ꎬ是保证各国利益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ꎮ 同时ꎬ各参与方政策、国

家目标与利益的协调ꎬ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ꎮ

中欧建交 ４０ 周年以来ꎬ双方不断克服各种障碍ꎬ最终成为规模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ꎬ中欧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ꎮ 而这些挑战一旦得到妥善

应对ꎬ双方关系必将提升至新的高度ꎮ «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指出ꎬ到 ２０２０ 年前ꎬ

中欧双边贸易额应达到 １ 万亿美元ꎮ 因此ꎬ加快建设中欧海陆快线十分必要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博鳌论坛上ꎬ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表示ꎬ预期“一带一路”的实

施将推动沿线国家的发展ꎬ从而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ꎮ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ꎬ应该分多个阶段、综合采用多种模式ꎬ稳

步推进ꎮ 同时ꎬ不同的参与方聚焦的战略重点也不同ꎮ 原因在于ꎬ“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ꎮ 因此ꎬ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者ꎬ有义务确保各

方的密切合作与协调ꎮ 同时ꎬ只有各方全力以赴ꎬ并在互相信任和全力投入的基础上

进行协调ꎬ这一战略才能获得成功ꎮ

(编译:严嘉琦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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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和塞尔维亚对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观点和立场

———地缘政治视角

【塞尔维亚】 马尔克尼科利奇

(塞尔维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几个世纪以来ꎬ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都曾经提出过版本各异的丝绸之路倡议ꎮ

“冷战”结束后ꎬ“丝绸之路”再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ꎮ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ꎬ先后

有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过这一动议ꎬ但绝大多数都未能实施ꎮ 当代的丝绸之路倡

议同样融合了倡导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ꎬ并且在创建贸易联系的基础上ꎬ在亚洲、

非洲和欧洲三大洲之间打造一个“缓冲走廊”ꎮ 在当前各个国家相互深度依赖的世

界ꎬ丝绸之路最具竞争力的“对手和伙伴”为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ꎬ而这四个行为

体又与无数个“区域性参与者”相联系ꎮ

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多方面的考虑ꎮ 首先ꎬ在当前的国际

地缘政治背景下ꎬ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ꎬ中国需要找到稳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可持

续的能源供给来源ꎬ即确保其能源供应安全ꎮ 另外ꎬ中国还需要为本国的货物出口和

农业产品进口找到充足的市场和资源ꎮ 同时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为了满足

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ꎬ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合作ꎮ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ꎬ“一带一路”倡议以陆路交通为导向ꎬ旨在减少对海洋运输路

线的依赖ꎬ从而避免在发展中遭遇“灾难性障碍”ꎬ同时支持参与各方加强合作ꎮ① 该

倡议的核心支柱在于市场潜力和地理优势ꎬ通过走廊建设增强双边合作ꎬ构建多样化

的合作机制ꎬ以及分阶段实现东西方的平等发展ꎮ 计划中的铁路建设将会降低产品的

运输成本并加快其运输速度ꎮ 如果说美国在战略上、尤其是在能源领域试图“遏制”、

控制ꎬ以及“孤立”中国ꎬ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可以被视为中国对此做出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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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回应”ꎮ 要实现如此复杂的战略ꎬ这对中国而言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

的重要挑战ꎬ需要所有相关国家的共同合作ꎮ

一　 美国与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及其影响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来说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地缘

战略意义ꎬ因此它们愿意积极参与这一倡议ꎬ但其行动仍将受制于美国在中亚、中东和

西欧的影响ꎮ

总体上说ꎬ美国和欧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ꎮ 主要原因在于ꎬ美国—

北约—欧盟这一跨大西洋关系在地缘战略、军事和经济上相互联系ꎬ它至少在 ２０ 世纪

下半叶是国际事务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行为体ꎮ 但 ２１ 世纪伊始ꎬ中国和俄罗斯逐渐崛

起ꎬ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ꎬ跨大西洋联盟认为需要预防和减少这两个国家在欧洲、

特别是在欧盟国家中的影响ꎮ

与美国不同的是ꎬ欧盟虽然公开表示过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独立政治行为体”

的作用ꎬ然而其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尚不够连贯和统一ꎬ因此在国际问题中时常表现

出不确定性和双重立场ꎮ 一些欧洲“未确定区域”的存在和北约的“保护伞”使得美国

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外交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ꎬ但在 ２１ 世纪ꎬ这些“未确定

区域”则成为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在欧洲施加影响的战略“潜力”和机会ꎮ

最能说明当前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持立场的例子是ꎬ它对希腊比雷埃夫斯

港口的私有化问题态度摇摆不定ꎮ① 希腊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立场也更有可能受

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制的影响ꎬ而不是首先考虑其国家利益ꎮ 尽管

如此ꎬ中国仍将欧盟视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中的重要角色和自己的关键伙伴ꎬ但欧

盟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仍有可能限制中国在希腊和欧洲的经济发展ꎮ 中国对全面

合作的态度显然很开放ꎬ而欧盟却被自己不清晰的定位和目标所束缚ꎬ并为美国所影

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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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当前的希腊危机而言ꎬ德国席勒学院多名研究员认为这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除乌克
兰、中东和中亚国家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发生了冲突ꎮ 而他们预测的最糟糕结果是希腊退出欧盟ꎬ俄罗斯在中国
“微妙”的支持之下加强其对希腊的支持ꎮ 而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之下)基于其地缘政治的首要考虑ꎬ将“被迫”在
该地区发动战争ꎮ



二　 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特点及前景

“旧”欧盟国家(即那些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已经

与中国发展了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ꎬ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则被“搁置”

了很久ꎮ 目前ꎬ欧洲大陆正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秩序ꎬ其中正在出现 “多维度同心

圆”、围绕大国影响力形成的独立区域ꎬ以及大量的“缓冲带国家”ꎮ 作为“连接欧亚大

陆的桥梁”ꎬ中东欧国家拥有充分理由及实际利益(经济、基础建设和交通等方面)来

改善和加深与中国的合作ꎮ 中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市场体量代表着“一带一路”战

略的“地区性潜力”ꎬ同时ꎬ它们还与中国保持着基于互信与务实合作的良好政治关

系ꎮ ２０１２ 年成立的“１６＋１”机制将成为促进双方合作的基础框架ꎮ 所有中东欧国家都

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ꎮ 波兰和匈牙利尤其表示出了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兴趣和意愿ꎻ塞

尔维亚更已明确表示ꎬ愿意积极带头参与“一带一路”倡议ꎬ并已为此做好了准备ꎻ甚

至捷克也已经克服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议ꎮ

中东欧国家是实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伙伴ꎮ 但同时ꎬ我们也需要看到ꎬ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深度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ꎬ包括中国－欧盟战略合作的程

度、欧盟的怀疑情绪、美国在欧洲的影响ꎬ以及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所开展活动的活力和

深度等ꎮ 因此ꎬ合乎逻辑的结论是ꎬ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并不具有高级别和

国际性的特点ꎬ而是“辅助性的深度合作”ꎬ将在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框架下展开ꎮ

三　 塞尔维亚在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立场和作用

从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ꎬ塞尔维亚文化具有与中国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相

似的地方ꎬ即提倡非暴力和广泛责任(在和谐的背景下关心每个人的利益)ꎻ对于立场

和行动的判断则取决于最终结果而非所宣称的意向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ꎬ由于塞

尔维亚处于“不同文化的交汇口”ꎬ它在保持政治独立的同时ꎬ也努力在当前这种具有

高度普遍相互依赖的新的国际秩序中ꎬ与各国建立合作关系ꎮ

以上述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为前提ꎬ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主要建立在以下四个支柱

的基础之上:欧盟、俄罗斯、美国和中国ꎮ 虽然塞尔维亚是一个地处欧洲东南部的小

国ꎬ经济体量有限ꎬ但共同的和平开放理念、身份认同方面的一些相同特点、良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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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关系和明确的政治意愿ꎬ使得塞尔维亚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可靠的合

作伙伴ꎮ① 这也正是中塞两国于 ２００９ 年签署战略合作协定的原因所在ꎮ ２０１４ 年ꎬ在

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ꎬ会晤期间ꎬ双方领导人均表

示了明确的合作意愿ꎬ尤其鼓励塞尔维亚牵头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合

作联合会ꎮ 此次会晤给予了中塞两国合作以极大的推动力ꎮ② 此外ꎬ在经济、贸易和

投资、金融、科学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能源和人文交流等领域ꎬ中塞两国也存在着合

作空间ꎮ

可以预见ꎬ中塞共同开展的大量合作项目均将在未来获得塞尔维亚政府的全力支

持ꎬ尤其是与交通基础设施有关的项目ꎮ 当前ꎬ落实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铁路建

设项目已成为塞尔维亚的首要任务ꎮ 塞尔维亚表现出了明确的政治意愿ꎬ愿意支持中

国—中东欧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双边合作ꎮ 正如塞尔维亚总理所说ꎬ塞尔维亚是中国

的“战略支柱伙伴”ꎬ并将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起引导作用ꎮ

四　 结　 论

贝尔格莱德会晤毫无疑问加强了中国－中东欧合作ꎬ但这种合作是更广泛的中国

－欧盟战略合作框架的一个方面ꎮ 然而ꎬ如果欧盟继续保持当前的固步自封状态ꎬ那

么在中国的建设性态度、欧盟的怀疑主义ꎬ以及某些中东欧国家的乐观主义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之下ꎬ中国－中东欧合作将来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战略性地孤立”欧盟ꎬ或

者是孤立所谓旧欧洲和核心欧洲ꎮ 对于塞尔维亚而言ꎬ跨大西洋保护主义、北约的影

响力ꎬ以及加入欧盟的前景等因素ꎬ仍将影响塞尔维亚的部分政治精英ꎬ并无疑将延缓

中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略合作ꎮ

但是ꎬ由于入盟程序的冗长和欧盟与塞尔维亚共同面临的挑战(科索沃问题)ꎬ塞

尔维亚在未来的 ７－８ 年内可能仍无法获得欧盟成员国身份ꎮ 因此ꎬ塞尔维亚加强与

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尽快在本国境内落实“一带一路”倡议ꎬ显然符合其国家利

益ꎮ 从中短期来看ꎬ这一结果可以“平衡”“西方伙伴”(美国和欧盟)对塞尔维亚施加

的所有“战略压力”ꎬ使其得以在国际事务中更具政治独立性ꎮ 具体而言ꎬ来自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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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义上看ꎬ塞尔维亚出于经济未来发展考虑希望加入欧盟ꎬ实际上塞尔维亚是一个中立国家(尽管某
些极端外国和国内政治精英希望塞尔维亚成为北约成员国)ꎬ面临着关于领土威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和跨大
西洋伙伴的压力ꎮ

提升交通影响力包括建设中国—欧洲国际铁路和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铁路ꎬ建设公路和机场基础设
施ꎬ提供海关通关便利等ꎮ



投资项目将推动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长ꎬ尤其是激发其基础建设和贸易潜力ꎬ使其成为

“更适合和更稳定的”欧盟候选成员国ꎬ而加入欧盟正是塞尔维亚首要的地区性目标ꎮ

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一旦建成ꎬ再加上«海关通关便利化合作框架协议»得以实

施ꎬ塞尔维亚就将成为东南欧交通和贸易的主要通道ꎬ甚至成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联通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重要通道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和塞尔维亚的良好关系意味着中国将在东南欧获得一个可靠的伙

伴ꎬ为中国—欧盟(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战略关系提供协调和平衡ꎮ 一旦塞尔维

亚正式加入欧盟ꎬ中国就将获得又一个欧盟成员国的良好合作关系ꎻ如果塞尔维亚长

期维持欧盟候选成员国或非欧盟国家的身份ꎬ那么ꎬ中国就将获得与塞尔维亚开展经

济合作的“更大空间”ꎮ 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ꎬ塞尔维亚都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不可

绕过”的伙伴ꎮ

(编译:计奕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对接的政策建议

———两大平台ꎬ两大区域ꎬ一种运作模式

【塞尔维亚】 德拉甘帕夫里塞维奇

(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古老的丝绸之路随着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而焕发出新的活力ꎮ 作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终点的欧

洲ꎬ在这个宏伟的计划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本文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欧

盟的意义ꎬ并以“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即容克投资计划)为切入点ꎬ探讨中

国和欧盟的合作前景ꎬ并就促进两者对接提出政策建议ꎮ

一　 “一带一路”倡议对欧盟的意义以及潜在的益处

欧盟的主要利益包括欧盟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区域稳定、欧洲内部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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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提升和能源安全ꎬ以及欧洲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关系等ꎮ 在这些方面ꎬ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发挥积极作用ꎮ

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欧洲投资环境欠佳的背景下ꎬ对于欧洲来说ꎬ中国

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地ꎮ① 中国及其主导的多边基金可以为欧盟和整个欧洲地区

提供项目建设所需资金ꎬ而“一带一路”倡议包括的物流建设、外商直接投资、产能合

作和新能源开发等项目也将推动这些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ꎬ提升其竞争力ꎮ 同时ꎬ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利于加强欧洲内部的地区融合ꎬ提升欧盟的软实力ꎮ

“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缘战略层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ꎮ 在当前乌克兰危机以及欧

盟与俄罗斯关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ꎬ欧盟正试图减少对俄罗斯油气供应的依赖ꎬ

而促进油气供应多元化的方法之一ꎬ就是加强与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ꎮ 鉴于俄罗

斯也在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欧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既有利于平衡俄

罗斯的影响力ꎬ又可以通过和东欧、中亚的三边或多边合作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ꎮ 同

时ꎬ积极参与中国在亚洲及非洲等地区的建设项目ꎬ有利于欧盟巩固在这些地区的存

在ꎬ深化与中国已有的合作关系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欧盟应该尽快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ꎬ利用这一机遇深化其在

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ꎮ

二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的互补性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有着众多的相通之处ꎮ 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信

息和通信技术在两者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ꎻ这两个在关键时期提出的旨在刺激经济增

长的倡议ꎬ都将为中国和欧洲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ꎮ

在实践层面ꎬ欧洲投资计划主要通过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融资ꎬ主要采取募集私人

及公共基金等方式运作ꎬ并向非欧盟国家及多边渠道开放ꎮ② “一带一路”倡议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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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平台进行融资ꎬ并向所有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开放ꎮ① 欧盟期待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与中国开展合作ꎬ尤其是在中东欧及巴尔干地区ꎮ 中国可以通过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等进行融资ꎬ并筹建中国—欧盟投资平台ꎮ 可以说ꎬ两者的

对接得到了有力的政治支持ꎮ

这两项计划的提出均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紧迫性ꎬ旨在于关键时期为本国的经济发

展提供动力ꎮ “一带一路”倡议意在扩大中国商品的市场、消化国内工业的过剩产能ꎬ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促进中国西部与全球经济的对接ꎻ而欧洲投资计划主要是为

了填补投资空缺ꎬ推动欧洲经济复苏ꎮ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长、回报率低ꎬ需要大量的融资支持ꎮ 欧洲投资计划主

要面向交通运输、远程通信、能源等在市场上难以获得融资的领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战

略项目ꎬ②鉴于中国此前在大量海外项目中积累了专业经验ꎬ因此能够在这个计划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中国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来为这些回报率低

的项目进行融资ꎬ而不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投资模式———例如合资企业、公共及私人伙

伴关系等ꎬ因此ꎬ欧洲投资计划可以通过中国的政策银行、多边基金以及中国的主权基

金等进行融资ꎮ

两者的互补性也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ꎬ在其他领域同样也是互利共赢的ꎮ 欧盟相

对成熟的法律环境有效地降低了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风险ꎬ中国也可以学习欧盟在这一

地区丰富的投资经验ꎮ 此外ꎬ欧盟亦可以通过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建立的关系推动欧

洲企业在这些地区的发展ꎬ促进经济合作ꎮ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合作潜力

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ꎬ应该从中欧关系的大背景及两者

各自的外交政策出发加以考虑ꎮ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１６＋１ 合作”)有着众多相通之处ꎮ

首先ꎬ中东欧地区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点ꎮ 其次ꎬ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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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的合作模式ꎬ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提

供借鉴ꎮ 另外ꎬ“１６＋１ 合作”作为与欧洲 １６ 国的多边合作平台ꎬ与“一带一路”倡议相

似ꎬ中国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①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中国用于支持中东欧地区合作项目

的 １３０ 亿美元基金ꎻ用于中东欧地区企业股权投资的 １５ 亿美元ꎻ中国中东欧投资基

金ꎬ②以及包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丝路基金在内的其他用于中欧合作的基

金ꎮ 此外ꎬ“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还可以通过双边担保的形式进行融资ꎮ

在政策层面ꎬ“一带一路”倡议与双边投资条约密切相关ꎮ 双边投资条约可以深

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欧合作ꎮ 当前ꎬ中欧的双边投资总额与中欧贸易总量相比

差距很大ꎬ③大有潜力可挖ꎮ 双边投资条约将大力促进双边投资和经济中长期发展ꎮ

当前ꎬ达成双边投资条约最大的挑战在于市场准入的不对称ꎮ 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各

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准入限制ꎬ例如ꎬ与当地企业开办合资公司的条件限制ꎬ

强制技术转让和公共采购项目的招标限制等ꎮ 但对于在欧洲的中国企业来说ꎬ类似的

问题并不存在ꎮ

中欧双边投资条约为双方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ꎬ框架内包括了争

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等ꎬ从而为达成全面深入的自由贸易协定奠

定了基础ꎮ 中欧双边投资条约的达成有利于加深双边关系ꎬ增强互信ꎬ挖掘包括“一

带一路”倡议在内的新合作点ꎮ

四　 “一带一路”倡议给欧洲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在带来合作机遇的同时ꎬ也使欧洲面临着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

风险ꎮ

首先ꎬ是如何协调合作才能使中欧双方都抓住机遇ꎬ分享成果ꎮ 中欧在许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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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都面临着直接竞争ꎬ①而中国在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正在日益增强ꎮ 欧

盟的商业团体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得到各种金融支持等问题表示关切ꎬ

并产生了担忧ꎮ 另外ꎬ“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一些国家经济实力有限ꎬ同时受政治形

势动荡等影响ꎬ投资回报率较低、风险性较大ꎬ因此欧盟在参与相关项目时会采取更为

谨慎的态度ꎮ

其次ꎬ欧盟的另一关切ꎬ在于中国巨大的投资能力是否会转化成政治影响力ꎮ 中

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可能会促使一些欧盟国家寻求制定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ꎬ这将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欧盟的凝聚力ꎮ

另外ꎬ在地缘战略方面ꎬ欧盟重视其在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ꎬ中国也寻求

在“一带一路”覆盖的亚洲区域扮演重要角色ꎬ这意味着双边合作需要充分考虑到双

方的战略与利益ꎮ

五　 政策建议———两大平台ꎬ两大区域ꎬ一种运作模式

以下政策建议主要基于三大基础性原则ꎬ优先考虑共同利益及目标、尊重双方的

关切和不同利益ꎬ以及优化政策环境ꎮ 三者都将有利于挖掘合作潜力、降低风险、形成

合力ꎮ “两大平台”是指“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ꎻ“两大区域”是指中欧各自

的优势区域ꎻ“一种运作模式”是指通过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的设置和运作ꎬ促进两大平

台的充分对接ꎮ

具体建议包括:建立整体的协调机制ꎻ建立信息收集、传播和分析平台ꎻ中欧双方

应向中国－欧盟投资平台投入固定数额的资金ꎬ获得该平台资金支持的项目应大致均

等地分配给中欧各自优势区域ꎻ以不同的运作模式界定两大合作区域ꎬ尊重彼此的核

心利益ꎬ充分发挥双方在各自区域的比较优势ꎻ在法律保护制度完善、形势稳定的欧盟

成员国和潜在成员国进行投资ꎬ以降低风险ꎬ深化双边合作ꎻ优先发展对欧盟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增强彼此互信ꎻ中国应认识到欧盟方面关切的问题ꎬ并

以公共外交和多边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ꎻ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ꎬ确保合乎法律法

规的程序的实施ꎻ促进投资模式多元化ꎻ促进双边投资协定的最终达成ꎮ

(编译:邴雪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１４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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