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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美国近年来与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经贸关系的现状和前景ꎬ

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情况和特点ꎬ以及美国如何利用北约对西巴尔干国家产生影

响ꎮ 以上三个方面体现出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有着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力ꎮ 但是美国对

西巴尔干地区是“有力无心”ꎬ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目前并不寻求对该地区的全面控制

力ꎮ 西巴尔干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１６＋１”合作实施的重要地区ꎬ在多方利益

相关者在西巴尔干地区的角逐背景下ꎬ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各方必须关注和研究的

重要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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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尔干地区①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ꎬ历史上就曾不断地受到大国的关

注ꎮ 冷战结束后ꎬ美国开始对该地区施加影响ꎮ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ꎬ

西巴尔干地区出现的战争与冲突中到处能看到美国的身影ꎬ美国的介入对结束西巴尔

干地区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对美国来说ꎬ西巴尔干地区具有以下的战略意义:第一ꎬ

西巴尔干地区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ꎬ美国势力的介入可使其成为支点ꎬ支援美国在

中东、中亚的战略布局ꎬ同时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ꎻ第二ꎬ西巴尔干地区也是美欧同

盟关系的压舱石ꎬ在出兵西巴尔干地区ꎬ维护欧洲东部地区安全与稳定上ꎬ美国起到了

重要作用ꎬ体现了美欧同盟关系的密切性ꎻ第三ꎬ美国打着维护人权、民主旗号ꎬ介入西

① 本文中所指的西巴尔干地区包括的国家和地区有: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波
黑ꎬ以及科索沃地区ꎮ



巴尔干地区战争和战后事务ꎬ使该地区成为树立美国价值观、输出美式民主的重要舞

台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美国将西巴尔干地区重建的任务逐渐移交给欧盟ꎬ然而美国作为

西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利益相关者ꎬ其影响力仍不容忽视ꎮ

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影响力”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ꎬ聚焦

于“国家影响力”的实施手段ꎬ相关理论认为主要存在两种手段ꎬ强制手段和非强制手

段ꎮ① 强制手段主要包括武力威胁、经济封锁、政治对抗等ꎻ非强制手段则包括与他国

建立贸易与援助关系ꎬ提供安全保护ꎬ建立共同价值观等ꎮ② 可见在当前西巴尔干地

区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ꎬ美国对该地区影响力主要通过非强制手段来实现ꎬ其中经

贸、援助以及安全这三个方面是衡量美国对西巴尔干影响力的重要指标ꎮ

在经贸、投资领域ꎬ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利益逐步增长ꎬ同时近年来美国政府也

鼓励企业发展对该地区的经贸投资关系ꎮ 在援助领域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各种援

助仍在继续ꎬ虽然数量上难与欧盟相比ꎬ但通过各种援助ꎬ美国对该地区的国家产生了

直接的影响力ꎮ 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各种援助自冷战后从未结束ꎬ欧盟的援助关注

西巴尔干国家经济与社会重建ꎬ美国的援助则更倾向于政治民主建设和相关的人员培

养ꎮ 在安全领域ꎬ美国所领导的北约组织对西巴尔干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ꎬ通过北约

美国能将西巴尔干国家纳入同盟组织中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ꎮ

虽然欧美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采取所谓的“脱离政策”ꎬ③但是从客

观上讲ꎬ美国已经深深地介入西巴尔干地区的事务ꎬ并对该地区局势的变化发展发挥

着重要作用ꎮ 当前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ꎬ西巴

尔干地区及国家的地位都十分重要ꎬ这就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ꎬ并

做出相应的对策ꎮ 本文主要分析美国与西巴尔干地区经贸投资关系、对该地区国家的

援助ꎬ以及北约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力ꎬ在此基础上ꎬ对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

力做出评估ꎬ以进一步分析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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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与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

西巴尔干地区由于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就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动荡ꎬ在这种恶劣

的环境下ꎬ美国也难以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ꎮ 随着该地区局势的日趋稳

定以及西巴尔干国家发展经济的诉求日趋强烈ꎬ美国近年来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关

系稳步发展ꎮ 同时美国在西巴尔干国家进行投资活动具有一定优势ꎬ鉴于该地区在连

接欧亚地区市场上的重要性ꎬ美国更加看重与该地区的经贸投资关系ꎮ

(一)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现状

２０１５ 年ꎬ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含科索沃)的贸易总额为 ２８.８６ 亿美元ꎬ达到 ２００８

年以来最高的水平ꎮ ２００９ 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ꎬ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贸

易额明显下降ꎬ之后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步减弱ꎬ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贸易额稳步增长ꎮ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贸易总额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注:根据美国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Ａ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相关资料整理并制作ꎮ

根据美国方面的相关统计ꎬ近年来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克罗地

亚ꎬ２０１５ 年克罗地亚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为 ９.０６ 亿美元ꎬ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与美国的贸

易总额依次为:塞尔维亚 ３.９７ 亿美元、马其顿 ２.３３ 亿美元、阿尔巴尼亚 １.９ 亿美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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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１.０５ 亿美元、黑山 ０.１３ 亿美元ꎮ① 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克罗地亚显然在与美国经贸

关系方面较其他西巴尔干国家更加紧密ꎮ 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贸易额并不是很高ꎬ目

前也不是西巴尔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ꎮ

从双边贸易结构来看ꎬ除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向美国出口一些机器设备、汽车零

部件、电子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外ꎬ阿尔巴尼亚、马其顿、黑山、波黑等国基本上以向美国

出口农产品、矿石和服装产品为主ꎬ同时从美国进口电子电脑产品、机器设备、运输设

备等ꎮ② 由此可见ꎬ西巴尔干国家限于工业基础能力ꎬ缺少与美国进行大规模贸易的

产品ꎮ

从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情况来看ꎬ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主要投资国是塞

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三国ꎮ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投资气候说

明»③ꎬ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ꎬ美国在塞尔维亚的投资存量为 ２.５７ 亿美元ꎬ阿尔巴尼亚为

６９００ 万美元ꎬ在克罗地亚为 ２２４０ 万美元ꎬ美国在其余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存量则更

少ꎬ仅有几百万美元ꎮ④ 美国在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来自美国制造业和电子产

业的跨国公司ꎬ投资领域主要是机器制造、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等ꎮ 同时美国方面认

为ꎬ西巴尔干国家的统计数据低估了美国在当地投资数额ꎬ比如在克罗地亚ꎬ美国截止

到 ２０１２ 年的投资存量约为 １.５ 亿美元ꎬ而美国方面则认为自 １９９３ 年以来ꎬ美国在克

罗地亚的累计投资额已经超过 １０ 亿美元了ꎮ⑤ 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投资往往通过第

三国进入克罗地亚ꎬ如美国跨国公司在西欧国家的分支机构对克罗地亚进行投资活

动ꎬ但是这些投资往往不被克罗地亚方面算作美国的直接投资ꎮ 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

于其他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中ꎮ 虽然美国的投资额难以与欧盟以及俄罗斯、土耳其等

国相比ꎬ但是美国一大批企业都在该地区发展投资项目ꎬ且美国熟悉欧盟的贸易规则

和市场环境ꎬ有利于其就近发展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ꎮ

(二)美国在西巴尔干国家发展经贸投资的前景

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额目前还较低ꎬ但是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与该地

区发展经贸投资关系ꎬ并且鼓励国内企业前往西巴尔干国家投资ꎮ 美国政府认为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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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干国家具有以下投资优势条件ꎮ

第一ꎬ西巴尔干国家地理位置优越ꎬ劳动力素质较高但价格相对较低ꎮ 西巴尔干

地区临近欧盟、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等重要市场ꎬ美国的产品和投资可以比较方便地进

入周边市场ꎮ 西巴尔干国家劳动力丰富ꎬ劳动力素质较高ꎬ且与西欧国家相比其劳动

力价格更为低廉ꎮ

第二ꎬ近年来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ꎬ有利于美国投资者

在该区的投资活动ꎮ 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银行营商指数排名ꎬ西巴尔干国家排名处于

中上游位置ꎮ (见表 １)同时西巴尔干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对外资开放的政策ꎬ国内建

有许多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口以及经济园区ꎬ①积极吸引外资进入其各个经济部门ꎬ同

时西巴尔干国家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正在进行私有化ꎬ对美国投资者们来说这都是利好

消息ꎮ

第三ꎬ美国企业熟悉欧盟市场规则ꎬ且与欧盟市场联系紧密ꎮ 西巴尔干国家积极

寻求加入欧盟ꎬ在经贸投资、法治社会、政府管理方面向欧盟标准靠拢ꎮ 由于美国在西

巴尔干国家的投资大多来自欧盟的分公司ꎬ对欧盟市场规则较为熟悉ꎬ且得到了设在

欧盟内分公司的支持和市场渠道ꎬ因此ꎬ美国公司可以更好地在西巴尔干国家开展经

贸投资活动ꎮ

表 １　 ２０１５ 年西巴尔干国家世界银行营商指数排名情况②

国家 马其顿 克罗地亚 黑山 塞尔维亚 波黑 阿尔巴尼亚 科索沃

排名 １２ ４０ ４６ ５９ ７９ ９７ ６６

　 　 资料来源:参见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鉴于以上原因ꎬ美国国务院近几年发布的«投资气候说明»中对西巴尔干国家给

出了较好的评价ꎬ试图引导美国投资者进一步发掘该地区的投资潜力ꎮ

此外ꎬ美国政府积极促进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活动ꎬ同时还注意保护本国投资

者的利益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Ｔｈｅ Ｕ. 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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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西巴尔干各国中ꎬ波黑建立了 ４ 个自由贸易区ꎬ黑山有 １ 个自由贸易港口ꎬ克罗地亚有 １０ 个城市设
立了自由贸易区ꎬ塞尔维亚设有 １２ 个自由贸易区ꎬ马其顿设有 ４ 个自由贸易区ꎮ 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自由贸易
区ꎬ但是该国批准建立 ９ 个工业经济园区ꎮ 参见美国国务院«２０１５ 年投资气候说明»ꎬ西巴尔干各国部分ꎮ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ｅ / ｅｂ / ｒｌｓ / ｏｔｈｒ / 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共 １８９ 个国家参与排名ꎬ参见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ｔｉｏｎꎬＯＰＩＣ)①作为美国政府针对本国海外投资者的保护工具在西巴尔干国家长期开展

各项业务ꎮ 该公司通过提供融资担保、保险等方式支持美国在海外的投资者ꎮ ＯＰＩＣ

与所有西巴尔干国家的政府签署了相关协议ꎬ在各个西巴尔干国家设立分支办事机

构ꎬ为在西巴尔干国家的美国投资者ꎬ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涵盖汇率、进出口信贷等

多方面的保险业务ꎬ并且设立投资基金、提供融资信贷服务等ꎮ 有政府背景的 ＯＰＩＣ

成为支持美国投资者在西巴尔干国家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工具ꎬ同时有利于美国对西

巴尔干地区投资影响力的形成和巩固ꎮ

总之ꎬ从经贸投资关系来看ꎬ首先ꎬ虽然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经贸关系从数据上来

看并不密切ꎬ但是由于美国公司常常通过驻欧盟国家的分支机构进入西巴尔干国家ꎬ

因而在统计数据中常常无法显现出来ꎬ从而导致对美国在该地区经贸投资影响力的低

估ꎮ 其次ꎬ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潜力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ꎬ虽然在目前美

国还无法达到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水平ꎬ但是美国在西巴尔干国家经济中即有的影

响力资源ꎬ已经可以使其从经济方面经营在西巴尔干的地缘战略地位ꎬ并进一步影响

该地区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向ꎮ

二　 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美国就向西巴尔干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国的

反法西斯力量提供军事援助ꎮ② 冷战初期ꎬ美国停止了向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援

助ꎬ但是鉴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与苏联存在矛盾ꎬ美国不久之后就恢复了对南斯拉

夫的经济援助ꎬ自 １９５１ 年起给予南斯拉夫军事援助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ꎬ美国就开始

设立面向中东欧国家的援助基金ꎮ③ 在美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援助中ꎬ西巴尔干国家逐

３４１　 浅析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力

①

②

③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１ 年ꎬ由美国国会授权其业务权限和活动期限ꎬ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营ꎬ政府不向其提供
资金ꎬ主要靠向美国在海外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保险方面的服务来自负盈亏ꎮ 公司通过给私人提供贷款、投资
支持ꎬ以及政治风险保险(包括政府强制征收和对美国私人公司的政治干涉、政治暴力ꎬ以及汇率不稳定的风险)
来维护美国投资者在海外利益ꎬ而且重点关注美国的中小投资者ꎮ 参见该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ｉｃ.ｇｏｖ / ｗｈｏ－
ｗｅ－ａｒｅ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在二战期间ꎬ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ꎬ忠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抵抗力量以及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
都得到过美国的军事援助ꎮ

早在 １９８９ 年美国国会通过«支持东欧民主法案»ꎬ授权美国政府帮助中东欧国家建立起民主机构ꎬ促进
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发展ꎬ提高中东欧国家人民生活质量ꎮ 法案正式通过后ꎬ美国政府共设立了 １９ 亿美元的基
金项目ꎬ主要用于发展中东欧国家经济以及各种技术援助和稳定中东欧国家进出口平衡ꎮ 此外美国还向中东欧
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粮食援助ꎬ以及其他方式的援助ꎬ共计援助中东欧国家 ８０ 亿美元ꎬ其中 ５０ 亿美元属于无偿
援助ꎮ 参见“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Ｕ.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ＥＢＳＣＯ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ꎮ



渐成为重点援助对象ꎮ 美国希望通过援助实现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ꎬ防止该地区被周

边大国吞并ꎬ同时树立美国在该地区的正面形象ꎮ

(一)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援助的现状

在美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援助中ꎬ西巴尔干地区是美国援助的重点ꎬ且美国现在仍

然每年对西巴尔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ꎮ

图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美国对西巴尔干(含科索沃)的援助　 (单位:百万美元)

注:根据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网站(ｈｔｔｐ: / / ｂｅｔ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ｏｖ / ｅｘｐｌｏｒ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的有关资料整理制作ꎮ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ꎬ近十年来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援助金额呈现出逐渐下降的

趋势ꎬ自 ２００７ 年达到最高峰值约为 ４.４３ 亿美元ꎬ随后逐年下降ꎬ至 ２０１５ 年援助额已

经降到约为 １.２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５ 年十年期间美国向西巴尔干提供的援助总额

约为 ２５ 亿美元ꎮ 一方面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援助的下降趋势表明了该地区逐渐走

出地区动荡的局势ꎬ国家自我维持、发展的能力逐渐增强ꎬ而美国针对该地区的援助主

要有三大类: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援助ꎬ促进民主、人权与治理的援助ꎬ经济发展的援助ꎮ

其中前两项的援助所占比例较大ꎬ随着西巴尔干国家在地区安全与和平局势的好转ꎬ

以及国家民主体系和国家治理走向稳定发展ꎬ美国对相关方面的援助逐渐减少ꎮ 另一

方面ꎬ欧盟自 ２００１ 年开始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各种经济和财政援助ꎬ成为西巴尔干国

家外来援助的主要来源ꎮ 欧盟的援助内容基本与美国的一致ꎬ主要有:帮助西巴尔干

各国的重建、国家和解和难民安置等工作ꎻ促进西巴尔干各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ꎻ推进

西巴尔干各国社会经济发展ꎻ推动西巴尔干国家参与欧洲一体化ꎮ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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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欧盟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了 ４６.５ 亿欧元的援助款ꎻ根据欧盟相关预算ꎬ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向西巴尔干国家累计提供 １１５ 亿欧元的援助资金ꎬ这一援助创下了欧盟对外

援助金额的历史之最ꎮ① 基于以上原因ꎬ美国的援助力度逐渐降低ꎮ

图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美国对西巴尔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援助　 (单位:百万美元)

注:根据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网站(ｈｔｔｐ: / / ｂｅｔ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ｏｖ / ｅｘｐｌｏｒ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的有关资料整理制作ꎮ

(二)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援助的特点

首先ꎬ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援助对象也有重点区分ꎮ 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图
３)ꎬ美国对科索沃、塞尔维亚、波黑援助力度较大ꎬ特别是对科索沃的援助明显高于其

他西巴尔干国家ꎮ 美国曾经大力介入波黑内战以及科索沃危机ꎬ因为波黑和科索沃安

定是关系到西巴尔干地区政治稳定、安全的重大问题ꎮ 尤其在科索沃重建以及“独

立”方面ꎬ美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就援助来说ꎬ２００６ 年至今十年中美国对科索沃

提供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援助ꎬ如果考虑到在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开支ꎬ美国用于该地区

的经费更为庞大ꎮ② 塞尔维亚作为西巴尔干地区的大国ꎬ近年来将融入欧洲－大西洋

一体化进程作为其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ꎬ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ꎮ 此外ꎬ北约轰炸南

联盟后美国对塞提供了一部分人道主义和国家重建援助ꎮ

其次ꎬ从援助项目来看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更集中于维护和平与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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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作奎:«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西巴尔干政策研究(１９９１－２０１４)»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８９－９０ 页ꎮ

根据美国方面的计算ꎬ美国对波黑和科索沃提供的援助和军队方面的投入占到所有援助和军事投入的
１５％ꎮ 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ｏｅｈｒｅｌ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ｎｄ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ｐ. 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ｓ.ｇｏｖ.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促进民主政府治理ꎮ 近年来ꎬ美国对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以

及科索沃的援助主要包括改善法制环境ꎬ培训司法、法院系统的人员ꎻ培训政府部门人

员ꎬ促使当地政府提高治理水平ꎻ提供军事援助ꎬ增强其维持国内安全稳定的能力ꎻ提

供经济方面的援助ꎬ如指导经济改革ꎬ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ꎬ改善社会福利等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的各类援助

被援助国家和地区

援助项目及金额 (单位:千美

元)

阿 尔 巴

尼亚
波黑 黑山 马其顿

塞 尔 维

亚
科索沃

维护和平与安全项目 ８ꎬ５２７ １７ꎬ１５５ ２ꎬ８９２ ６ꎬ１３３ ６ꎬ５６０ １８ꎬ９１５

政府公平施政和民主化项目 ７ꎬ９７２ １４ꎬ８８９ １ꎬ５３３ ６ꎬ０５０ １２ꎬ４７７ １８ꎬ５０３

推动经济增长项目 ０ ９ꎬ９６５ ０ ０ ４ꎬ１００ １５ꎬ８２２

援助合计金额 １６ꎬ４９９ ４２ꎬ００９ ４ꎬ４２５ １２ꎬ１８３ ２３ꎬ１３７ ５４ꎬ０３５①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ｐ / ｅｕｒ / ａｃｅ / ｃ１１６０９.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关于对欧亚国家援助数据整理制作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到ꎬ２０１４ 年美国向西巴尔干地区提供的援助额共计约 １.５２ 亿美元ꎬ

其中对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援助项目金额约占援助总额的 ２０％ꎮ ２０１４ 年美国

对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三国并未开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项目援助ꎬ而且对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援助项目所占比例也不高ꎮ 总体来看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主要

集中在政治领域ꎬ包括支持其建立选举机制以及相应的机构ꎻ帮助训练政府行政管理

中的技术官员ꎬ如预算、财政、法律方面的官员ꎻ改革教育制度ꎬ将西方民主式的文化渗

透到教育教学中ꎻ帮助建立独立的媒体机构ꎬ推广“新闻舆论自由”的思想ꎻ改进其法

律体系ꎬ包括修改宪法、刑法、民法ꎬ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公民权利等ꎮ 实际上在经济

方面援助中还包括提供经济顾问ꎬ从法律、金融等方面帮助其建立市场经济体系ꎬ推动

其社会经济转型ꎮ 这一类的经济援助实际上配合了政治援助ꎬ使美国从制度层面对西

巴尔干国家的国家构建产生重大影响ꎮ

美国对巴尔干国家的援助项目中ꎬ关于政府行政和实施民主化的项目投入较多ꎬ

其中各类人员培训的项目名目繁多ꎬ涉及国家政治、法律、国家安全、文化教育等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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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在科索沃的援助项目还包括提高地区少数族裔教育水平、保护少数族裔文化语言的项目ꎮ ２０１４ 年
该项目的援助额为 ３００ 万美元ꎮ



层面ꎬ特别是在培养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方面投放了很多项目资金ꎮ 维护和

平与安全项目中也涉及培训和装备该国家的警察力量ꎬ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ꎬ

增强对该地区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预防和打击能力ꎮ 这种做法能在这些国家的政

府部门以及警察、军队部门中形成一股亲美的政治力量ꎬ使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影

响力大大提升ꎮ 例如ꎬ在波黑的法制建设方面ꎬ美国为该国培训了许多法官、律师ꎬ使

得波黑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打上了美国的烙印ꎮ ２０１３ 年起美国商务部向波黑提供法

律技术援助ꎬ以帮助该国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ꎬ甚至直接帮助该国建立了相关审

理、审判的程序和制度ꎮ①

三　 利用北约对西巴尔干国家施加影响

作为美国全球政治、军事战略重要工具ꎬ北约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不可忽视ꎮ

除了塞尔维亚之外ꎬ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都把加入北约作为战略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ꎬ

并愿意让本国的军事和安全部门接受北约的改造ꎮ 同时ꎬ许多西巴尔干国家也支持美

国领导下的北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军事行动ꎮ 美国利用北约这一机构工具可以在

西巴尔干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一)美国和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影响力的确立

上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领导北约介入波黑和科索沃危机ꎬ为美国确立了在巴尔干政

治和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ꎮ 波黑内战爆发后ꎬ欧共体出面调停但效果甚微ꎬ后来在

联合国的授权下ꎬ北约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对波黑塞族武装分子进行空袭ꎬ迫使其回到谈判

桌ꎬ最终在美国的主持下交战三方签署了«代顿协议»ꎮ 波黑内战的终结显示出美国

的影响力和欧共体外交手段的无力ꎮ 科索沃危机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激化ꎬ美国打

着“保护人权”的旗号领导北约直接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ꎮ 欧盟在科索

沃问题的外交斡旋以失败告终ꎬ并且在战争中美欧的军事能力差异暴露无遗ꎮ 通过介

入西巴尔干地区冲突ꎬ美国和北约重新确立了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ꎮ 虽然波

黑战争和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结束后ꎬ美国有意让欧盟接替战后的和平稳定工作ꎬ但

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的作用和影响力仍然存在ꎮ 在军事上ꎬ北约在巴尔干驻扎军

队ꎬ在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建立了军事基地ꎬ并且在西巴尔干周边的希腊和土耳其分别

部署了两个次区域联合司令部ꎻ在参与北约波黑维和军事行动中ꎬ美军最多的时候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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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了 １.５ 万的军力ꎬ占到北约军力的四分之一ꎻ①美国驻扎科索沃的部队最多的时候接

近 ７０００ 人ꎮ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ꎬ北约现有 ４７２３ 人的驻科索沃部队ꎬ其中美军人数最

多ꎬ为 ６７４ 人ꎮ②

由于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上起主导作用ꎬ西巴尔干国家出于对地

区和国家安全的考虑ꎬ对于加入北约或者改善与北约的关系意愿十分强烈ꎬ希望以此

来改善本国的安全环境ꎮ 随着 ２００９ 年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两个西巴尔干国家加入

北约ꎬ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支持力量也大大增强ꎮ 同时这两个西巴尔干国家的加入ꎬ

对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也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ꎮ

(二)西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的前景

虽然自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两国加入北约后ꎬ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大部分也寻求

加入北约ꎬ但是美国目前对西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的问题较为谨慎ꎮ 对西巴尔干国家

加入北约的意愿ꎬ美国表示欢迎ꎬ但同时不希望这些国家在条件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加

入北约ꎮ 在美国看来ꎬ北约在该地区进行扩大的前提是巴尔干地区国家之间的争端得

到妥善处理ꎮ 由于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国名之争”ꎬ希腊作为北约成员国强烈反对

马其顿加入北约ꎻ科索沃地区的政府也在积极要求加入北约ꎬ但由于很多北约成员国

还没有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ꎬ实际上科索沃不会被考虑启动加入北约的进程ꎮ 波

黑、黑山、马其顿三国加入了“成员行动计划”(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对国内安全

部门进行改革ꎬ提高用于国防的支出ꎬ③为加入北约做准备ꎮ “成员国行动计划”是加

入北约前的最后程序ꎮ 但是美国表示这些巴尔干国家军事以及安全部门的改革还没

有达到北约的标准ꎮ 例如ꎬ黑山是巴尔干国家中加入北约准备工作较为充分的国家ꎬ

在 ２０１２ 年的北约芝加哥峰会上ꎬ美国表示认可黑山为加入北约而做出的努力ꎬ并认为

２０１４ 年的北约峰会将正式邀请黑山加入ꎮ④ 然而ꎬ此后北约以黑山在法治进步和安全

部门改革方面没有达到标准为由ꎬ一直拖延其加入北约ꎮ⑤ 但是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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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Ｌｏïｃ Ｐｏｕ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ｌｏｎａ Ｔｅｌｅｋｉꎬ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Ｊａｎｕｓｚ Ｂｕｇａｊｓｋｉ ｅｄ.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
ｋａ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ꎬ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ＩＳ Ｌａｖｒｅｎｔｉｓ Ｌａｖｒｅｎｔｉａｄｉｓ Ｃｈａｉ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ｐ.２９.

参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ｎａｔｏ ＿ ｓｔａｔｉｃ ＿ ｆｌ２０１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ｄｆ / ｐｄｆ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２０１６０２０９＿２０１６－０２－ｋｆｏｒ－ｐｌａｃｅｍａｔ.ｐｄｆꎮ

根据北约的标准ꎬ其成员国的军费需达到 ＧＤＰ 的 ２％ꎬ目前这三国的军费开支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为 １.２％－１.
９％ꎮ

Ｔｏｍａｓｚ Ｚ̇ｏｒｎａｃｚｕｋ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Ｎｏ. ６７ (４００)ꎬ Ｊｕｌｙ ５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ＩＳ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ｉｓｍ.ｐ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ｎｏ－６７－４０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ＮＡＴＯꎬ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Ｍｏｎｔｅｎｅｇｒ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ｍｅ / ｅ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１３８９０５ / ＤＰＭ.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的扩大步伐并没有停止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北约正式邀请黑山加入并启动相关谈判ꎬ北约

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Ｊｅｎｓ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表示ꎬ邀请黑山加入北约表明“我们的

大门仍然敞开着”ꎮ①

塞尔维亚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ꎮ 由于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以及该国与俄罗斯的

传统关系ꎬ塞尔维亚现政府目前并没有加入北约的计划ꎬ但是塞尔维亚在很早之前就

开始与北约发展关系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ꎬ塞尔维亚与黑山政府正式向北约提出要参与“和

平伙伴关系计划”②ꎬ并被北约接受ꎮ ２００６ 年ꎬ塞尔维亚—北约国防改革组(Ｓｅｒｂｉａ－

ＮＡＴＯ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ｒｏｕｐ)建立ꎬ该机构是塞尔维亚国防部与北约联合建立的组织ꎬ

主要目的是帮助塞安全部门进行改革ꎮ 不久之后在塞尔维亚国防部设立了北约军事

联络办公室ꎬ成为北约与塞尔维亚军事改革与合作重要的信息交换和联络部门ꎮ 塞尔

维亚政府与北约合作关系逐渐加强ꎬ但是双方的合作仅限于军事方面ꎬ政治方面的合

作取得的进展不大ꎮ 此外ꎬ塞民众对于北约的态度消极ꎬ大部分民众对北约轰炸南联

盟仍然无法释怀ꎮ③ 但是ꎬ塞尔维亚的精英阶层认为加入北约是塞拓展外交空间的重

要手段ꎮ 塞尔维亚智库学者表示ꎬ加入北约可以使塞改善地区安全环境ꎬ提高国际影

响力ꎬ推动经济发展ꎬ以及有利于解决科索沃问题ꎮ④ 北约与塞尔维亚关系逐渐接近ꎬ

将有利于美国与塞在政治关系上进一步走近ꎮ

美国利用北约这一机构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ꎬ对西巴尔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

响ꎮ 马其顿、黑山、波黑等国加入北约的愿望是积极的ꎬ塞尔维亚与北约的关系也在进

一步改善ꎮ 美国可以利用“加入北约”作为影响西巴尔干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ꎮ

另外ꎬ现在的北约不仅是军事联盟组织ꎬ也日益成为一个政治安全组织并对西巴尔干

国家进行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灌输以及西方式民主化的改造ꎮ 在西巴尔干地区ꎬ美

国既可以依托北约的军事力量在关键时刻起调解甚至军事介入的作用ꎬ也可以利用北

约政治功能在西巴尔干国家转型和重建过程中传播自身的价值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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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

当前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ꎬ发展中国—中东欧国家“１６＋１”合作机制ꎬ都涉及

西巴尔干地区ꎬ中国将会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ꎮ 分析美国在西巴尔干地

区的影响力的现状、特点对于中国发展同西巴尔干国家关系以及如何在该地区与美国

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ꎮ
(一)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具有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力

美国在西巴尔干的影响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ꎬ如果从一些统

计数据来看ꎬ美国在对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援助规模等方面都逊色于欧盟ꎮ
但是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是没有“真空地带”的ꎮ 通过发展经贸投资关系、长
期的资金援助以及北约组织的影响力ꎬ美国的影响力渗入到西巴尔干国家政治、经济、
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ꎮ

在经贸投资领域ꎬ美国试图引导投资者提高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兴趣ꎬ并提供

政策保障工具(美国海外投资公司)ꎮ 随着欧盟市场近年来的不景气ꎬ俄罗斯、土耳其

由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等政治因素的影响ꎬ经济前景也不乐观ꎬ美
国此时推动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ꎬ将势必提升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ꎮ

在政治领域ꎬ冷战结束后ꎬ美国在谋求世界领导者过程中将西巴尔干地区作为重

要的战略前沿ꎬ通过积极介入西巴尔干地区的危机ꎬ美国确立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ꎬ
并且长期维持着这种影响力ꎮ 以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为例ꎬ虽然在援助数额上

近十年来呈现出下降趋势ꎬ但是在关键领域ꎬ如民主化进程ꎬ法律制度建设ꎬ扶植亲美

势力等方面ꎬ美国的援助从来没有停止ꎮ
在军事方面ꎬ美国在西巴尔干既有军事力量驻扎ꎬ也通过北约在该地区发挥影响

力ꎮ 美国不仅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军事基地ꎬ而且在科索沃南部建立了邦德斯蒂尔军

事基地ꎬ该基地是美国越战以来修建的最大的、最昂贵的基地ꎮ 美国领导的北约参与

了波黑、马其顿、科索沃等地的军事维和行动ꎮ 北约在马其顿和波黑的军事维和行动

在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和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被欧盟所取代ꎬ但是欧盟使用的仍是北约的军事力量ꎮ
例如在波黑的北约部队大部分并未调换ꎬ只是名称换成了欧盟部队ꎮ① 克罗地亚、阿
尔巴尼亚是北约成员国ꎬ黑山加入北约的前景也比较明朗ꎬ这样美国可以利用北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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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力、号召力在西巴尔干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最后ꎬ西巴尔干国家对美国有着较高的认同度ꎮ 根据美国子午线国际中心(Ｍｅ￣

ｒｉ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和盖洛普公司联合进行的“美国全球领导力”计划ꎬ①巴尔干

国家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同处于较高水平(参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中东欧国家对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同情况调查

注:根据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的«美国全球领导力项目»报告整理并制作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可以看出ꎬ阿尔巴尼亚及科索沃地区对美国的影响力高度认同ꎬ马其顿、波黑对美

国影响力有着近半数和三分之一的认同比例ꎬ塞尔维亚、黑山两国的认同比例也在提

高ꎮ 这反映了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施加的影响力产生了明显的效果ꎮ
(二)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有力无心”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美国在西巴尔干国家中建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ꎬ然而美

国并没有增强或者持续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ꎬ而是让欧盟及其成员国更多地承担

后续的维和与重建任务ꎮ 可以说ꎬ美国并不寻求在该地区构建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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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全球领导力项目(Ｔｈｅ Ｕ.Ｓ.－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是由美国子午线国际中心和盖洛普公司联合
进行的调查研究项目ꎬ旨在了解全球各国对美国领导人的认同度ꎬ让美国政府以及私人机构了解到全球对美国的
不同看法ꎬ有助于美国政府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ꎮ



响力ꎮ

从经贸投资来看ꎬ目前美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经贸额并不大ꎻ从对西巴尔干

国家的直接援助来看ꎬ欧盟承担起了主要援助任务ꎬ并通过这种援助推行欧盟的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准入标准ꎮ 美国对此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ꎬ并没有与欧

盟在援助方面形成竞争关系ꎮ 在地区安全方面ꎬ美国在该地区驻扎的兵力逐渐减少ꎬ

地区安全稳定的任务也大都交给欧盟来承担ꎮ 此外ꎬ在外交方面ꎬ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美国副

总统拜登访问波黑、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这是近几年来美国访问该地区的最高级别官

员)ꎬ表示支持西巴尔干国家进一步参与到欧洲—大西洋合作框架中ꎬ然而美国更强

调西巴尔干国家要进一步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ꎻ①同一时期美国众议院通过法令ꎬ设

立专门的西巴尔干国家特使ꎬ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任命一位特使ꎬ可见美国并没有将

西巴尔干地区作为其外交政策领域的重要对象ꎮ 总之ꎬ美国并没有心思在西巴尔干地

区建立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ꎬ以掌握该地区未来的走向ꎮ 美国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在西巴尔干地区并无重大利益存在ꎬ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以维护人权为借

口ꎬ才对前南地区事务实行干涉主义ꎬ事实上此前的老布什政府对前南地区政策并不

明确ꎬ而且避免美国直接介入该地区事务ꎮ 之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时期ꎬ美国政

府、国会和军界都有人认为西巴尔干地区并不关系到美国全球战略利益ꎬ况且该地区

内周边大国争夺激烈ꎬ地区矛盾复杂ꎬ美国不能深陷其中ꎮ 另外ꎬ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ꎬ美

国推动全球反恐战略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ꎬ更无心将西巴尔干地区作为美国全球

战略的重点地区ꎮ

但不可忽视的是ꎬ美国实实在在地介入了该地区事务ꎬ目前虽然“无心”ꎬ但是影

响力是客观存在的ꎮ 第一ꎬ美国在看好西巴尔干国家投资经贸环境的前提下ꎬ发展与

西巴尔干国家投资经贸关系ꎬ这势必会使美国成为重要的经济利益攸关者ꎻ第二ꎬ美国

对西巴尔干地区政治问题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ꎮ 例如在科索沃独立的问题上ꎬ欧盟一

开始希望通过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ꎮ 美国在该问题上却表现出“单边

主义”ꎬ绕过联合国推动科索沃单方面独立ꎬ美国的态度最终影响了欧盟及其很多成

员国ꎮ 欧盟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并没有发挥领导性作用ꎬ在西巴尔干地区事务上仍旧

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ꎻ第三ꎬ在地区安全方面ꎬ北约已经成为欧盟对外实施安全与军事

战略的主要工具ꎮ 虽然欧盟制定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ꎬ但北约仍旧是欧盟成员

国集体防卫的基础ꎮ 美国在西巴尔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对欧盟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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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尤其在当前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还困难重重ꎬ而西巴尔干国家又成为中东难民进入

欧盟的通道ꎬ西巴尔干恐怖主义势力还未彻底消除的背景下ꎬ欧盟更为倚重美国在该

地区的影响力ꎮ

总之ꎬ虽然目前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并没有寻求具有控制性的地区影响力ꎬ但是

美国有实力基础ꎬ能够对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ꎮ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发展与西巴尔干国家关系的影响

当前中国发展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ꎬ也要处理好与其他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关

系ꎬ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ꎮ 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持久而广泛ꎬ并

具有进一步加强这种影响的潜在能力ꎮ 美国寻求由欧盟更多地承担西巴尔干地区建

设和发展的责任ꎬ这一政策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生转变ꎮ 但是欧盟当前自身危机重重ꎬ

难以满足西巴尔干国家尽快加入欧盟以及发展经济的诉求ꎮ 在中国参与西巴尔干地

区的建设活动日益加强的情况下ꎬ美欧目前还没有联手抑制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行

动ꎬ中国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发展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ꎬ这需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

响力有所了解ꎬ并做出应对或者借鉴其经验ꎮ

首先ꎬ政治上美国当前在西巴尔干地区寻求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地区稳定ꎬ防止冲

突、战争的重现ꎻ保证波黑与科索沃的国家主权与独立ꎻ使西巴尔干国家获得加入北约

及欧盟的资质ꎮ① 地区安全稳定可以为西巴尔干地区繁荣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

环境ꎬ这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ꎮ 相对来说ꎬ中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政

治影响力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ꎬ且该地区政治环境复杂ꎬ中国应联合有关各方在联

合国的框架内就西巴尔干地区合作与安全事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ꎬ避免同美国在该地

区的政治问题上发生直接对立ꎻ同时对北约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况要有深入了解ꎬ特别

是对西巴尔干国家如何在北约框架下与美国开展政治、军事合作予以重视和研究ꎮ

其次ꎬ经贸投资上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经贸关系尚未全面展开ꎬ但是鉴于

美欧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ꎬ美国在该地区有提升经贸投资影响力的潜力ꎮ 短时期内ꎬ

中国发展与西巴尔干国家经贸投资关系不会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ꎮ②

目前中国应继续发展和巩固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ꎬ可以借鉴美国在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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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巴尔干国家学者认为ꎬ西巴尔干地区(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对中美两国地缘战略利益来说都没有
特别重大的意义ꎬ且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经贸投资利益目前都不是太大ꎬ因此中美两国在该地区不存在特别激烈
的经济竞争关系ꎮ 参见 Ｄｒａｇａｎ Ｐａｖｌｉｃ' ｅｖｉｃ'ꎬ “Ｔｈｅ Ｋｅ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ｂｉ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ｈｉ￣
ｎａ－Ｃｅｎｔｒ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此文为 ２０１５ 年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课题:“中东欧地区的利益相关者
及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影响研究”中的塞尔维亚学者的研究成果ꎬ尚未发表)ꎮ



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关系中的经验ꎬ如利用好欧盟的市场规则ꎬ增强国家对中小投资者

金融支持和风险担保等ꎮ

最后ꎬ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长期援助对在该区改善美国的形象ꎬ提升各方面影

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ꎬ而且美国的援助与其“软实力”的发挥相得益彰ꎮ 西巴尔干国

家很多人在美国建立的学校接受教育ꎬ美国的“流行文化”在西巴尔干国家中“占据统

治地位”ꎬ甚至在美国的西巴尔干移民社团也能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很

大的影响ꎮ① 中国发展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也应重视和提高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

助力度ꎬ可通过优惠贷款、经济援助、参与地区建设规划等方式影响有关国家的对华态

度ꎬ同时加强与西巴尔干国家精英阶层的交流与合作ꎬ推进与其青年政治家、企业家和

学者的交流ꎬ提供技术、管理、教育、文化方面的培训项目ꎬ增进两国之间人员交往互

动ꎬ将援助与中国“软实力”的发挥结合起来ꎮ

(作者简介:鞠维伟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ꎻ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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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课题“中东欧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及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影响研究”中的马
其顿学者的研究成果ꎬ尚未发表)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