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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最新进展及对接现状ꎬ

运用 ＳＷＯＴ 分析方法ꎬ从中欧各自优势及劣势、合作机遇与面临挑战等视角考察了中欧

双方发展战略有效对接的经济基础、可行性及合作领域ꎮ 本文认为ꎬ欧盟拥有成熟技术

与品牌优势ꎬ中国拥有雄厚资金与市场优势ꎬ中欧双方可以通过国际产业产能合作、国际

金融合作以及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等途径实现中欧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ꎮ 中国应以

中欧国际金融合作为先导ꎬ扩大人民币在中欧合作项目中的使用ꎬ选择以点带面的重点

国家与重点行业为合作突破口ꎬ积极推进中欧国际产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

建设ꎬ以及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及资源能源等ꎮ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欧盟投资计划　 有效对接　 ＳＷＯＴ 分析

一　 导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在中欧建交 ４０ 周年之际ꎬ第五次中国－欧盟经贸高层对话在

北京成功举行ꎬ双方达成以下三项共识或成果:一是中方宣布向初期预计投资总额为

３１５０ 亿欧元的“欧盟投资计划”(Ｅ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进行投资ꎬ中国随之成为第一个

宣布向欧盟投资计划投资的非欧盟国家ꎬ从而正式启动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

盟投资计划的战略性对接ꎻ二是中欧同意建立一个 “联合工作组” (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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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以推进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全方位合作ꎬ工作组成员由来自中国丝路基金、国家

发改委、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的专家组成ꎻ三是双方着力探讨建立一个“中欧

合作基金”(Ｓｉｎ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的模式与架构ꎮ①

显然ꎬ这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主题即是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欧双向投资与双向贸

易便利化ꎬ双方初步规划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并能实现

中欧互利共赢的合作途径与合作领域ꎬ尤其是在双方重点关注的投资协定谈判、投资

合作、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清洁能源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

展等重要议题上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深入沟通ꎮ

然而ꎬ不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ꎬ还是欧盟投资计划ꎬ它们都是在最近两三年

内由中欧官方各自独立提出的崭新议题ꎬ并且仍然处于不断充实内容和逐步更新完善

的过程中ꎮ 正因为如此ꎬ国内外现存相关研究文献十分有限ꎬ屈指可数的相关著述也

基本上只重点关注中欧经贸合作中的一些具体事务或者具体问题ꎬ尚缺乏从战略高度

把“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结合起来或者直接针对双方发展战略的有效

对接进行系统完整且深入细致的研究ꎮ

米娜斯科瓦(Ｅｖａ Ｍｉｎａｒｃｉｋｏｖａ)基于中国与欧盟内部共同存在的地区间差异大与

发展不平衡问题ꎬ探讨并指出中国与欧盟在各自内部区域政策上具有重大的合作潜力

及相互学习机会ꎮ② 本文关注重心并非中国－欧盟共同面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ꎬ

而是在相关产业实力日益接近的背景下基于中欧双方优势互补或者取长补短的视角

来探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对接的机遇及挑战ꎮ

施特根(Ｋａｒｅｎ Ｓｔｅｇｅｎ)和库什尼尔(Ｊｕｌｉａ Ｋｕｓｚｎｉｒ)专门分析了欧盟、中国、美国、俄

罗斯等大国针对里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影响力的“新的大国博弈”ꎮ

她们认为ꎬ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ꎬ俄罗斯影响力将持续下降ꎬ欧盟可望获取阿塞拜疆的

资源ꎬ美国可继续维持商业介入与战略介入的影响力ꎬ而中国和里海国家将成为大赢

家ꎮ 显而易见ꎬ即便可能存在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干扰ꎬ中国与欧盟在里海乃至整个中

亚地区资源能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仍是巨大的ꎮ③

李罡探讨了欧盟投资计划与中国企业的机遇问题ꎮ 他认为ꎬ欧盟投资计划不仅将

激发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潜力ꎬ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与发挥产业优势ꎬ以及为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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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赴欧投资创造机会ꎬ而且对在经济增长“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

也具有借鉴意义ꎮ 但文章未从战略层面把欧盟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

进行深入探讨ꎮ①

盖琳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投资计划的互补性ꎬ认为从世界地缘政

治格局角度来看ꎬ中欧关系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具有比较激烈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

间的利益竞争ꎬ中欧完全有条件实现良好的、更加紧密的强强合作关系ꎬ中欧这种合作

关系既可以弥补中美合作关系的某些不足ꎬ又可以减少中国在某些合作领域对美国产

生的过分依赖ꎮ 在经济层面上ꎬ作为双方现阶段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ꎬ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适应性ꎬ中欧经贸合作前景非常广阔ꎮ②

最近ꎬ欧盟驻华代表团经济与金融处厄泽(Ｔｈｉｂａｕｌｔ Ｈｅｕｚé)参赞在中国的一次公

开讲座中强调ꎬ欧盟投资计划实际上是欧盟委员会倡导的、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旗

鼓相当的、旨在促进欧盟就业、经济增长与投资的主导发展战略(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ꎮ

他重点分析了欧盟投资计划作为欧盟现阶段主导发展战略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建立

由欧盟委员会预算与欧洲投资银行(ＥＩＢ)集团共同出资的“欧盟战略投资基金”(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ꎻ二是致力于对欧盟未来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行

业领域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与创新窗口)ꎻ三是扶持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

和滋生次优投资现象的项目(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窗口)ꎮ 此外ꎬ他还详细阐述了欧

盟诸多致力于消除招商引资实际障碍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措施与行动方案ꎬ

其中既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导的能源联盟(Ｅｎｅｒｇｙ Ｕｎｉｏｎ)、资本市场联盟(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

ｋｅｔｓ Ｕｎｉｏｎ)、数字统一市场策略(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循环经济计划(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等具体方案ꎬ又包括欧盟委员会倡议而由成员国自己主导的旨在消

除欧盟内部国别障碍和提升竞争力的国内结构性改革方案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厄泽先生

从欧盟角度明确指出ꎬ２０１５ 年中欧第五次经贸高层对话达成的三项成果无疑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顺利对接的良好开端ꎬ并为二者深入对接与实质对

接奠定了重要基础ꎮ③

欧盟智库 ＴＡ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的执行总裁、经济学家阿波泰克尔(Ｔｈｉｅｒｒｙ Ａｐｏｔｅｋｅｒ)④

进一步从宏观经济理论以及针对中国与欧盟的实证研究角度分析探讨了公共投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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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管理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ꎮ 他认为ꎬ作为一个政策工具ꎬ公共

投资在中长期对中国与欧盟都具有明显的撬动私有投资的“撬动效应”(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而当公共投资效率高、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且公共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

施领域时ꎬ这种撬动效应尤其明显ꎮ 阿波泰克尔的研究发现ꎬ中欧双方在公共投资方

面存在不同的宏观约束(Ｍａｃｒ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一方面ꎬ欧盟经济自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

危机以来长期停滞不前ꎬ尽管利率极低甚至为负ꎬ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仍然持续下降ꎬ

因此ꎬ激励国内投资与国际投资的欧盟投资计划ꎬ以及供给侧改革与产业再造升级应

运而生ꎻ另一方面ꎬ中国在国内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能过剩的压力明显ꎬ“十三五”规

划提出的全面小康、产业升级与城镇化ꎬ以及在国际领域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ꎬ

要求中国改善城镇基础设施水平ꎬ并建成高度发达且互联互通的功能体系ꎬ尤其是现

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能源体系与水资源安全体系ꎮ 在对中欧应用公私合作模式

(ＰＰＰ)的行业领域及营运状况进行充分、详细的比较研究后ꎬ阿波泰克尔教授发现ꎬ中

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或者双向影响的“互联互通”领域

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ꎮ

中国欧盟商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西南片区主席尼特哈默

尔(Ｒｏｂｉｎ Ｎｉｅｔｈａｍｍｅｒ)则从来华投资合作的欧盟企业角度ꎬ分析了欧盟企业在中国西

南地区特别是重庆与成都所面临的巨大投资机会ꎬ如在成渝地区的欧盟企业大受欢

迎、新建国家级投资开发区、南北联通现代丝绸之路以及发达而高速增长的成渝地区

经济带来的机遇等ꎮ 同时ꎬ他也指出了诸如西南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较多ꎬ企业投资、研

究与开发热情锐减ꎬ以及企业盈利预期大幅下滑等不利投资环境的问题ꎮ①

显而易见ꎬ作为当今欧盟的主导发展战略ꎬ欧盟投资计划主要是在欧盟经济长期

萎靡不振的背景下ꎬ通过小额公共资金(欧盟委员会预算资金和欧洲投资银行公共资

源)来提高私人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ꎬ撬动和吸引相关产业私人及相关成员国政府的

高额投资ꎬ从而振兴欧盟实体经济、促进经济与就业增长ꎬ重点涉及基础设施、新能源、

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或战略性产业ꎮ

与此相对应ꎬ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中国因势利导推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带

一路”倡议ꎬ其基本构想是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亚洲为中心ꎬ以经济发达的欧盟与

极具活力的中国及东亚经济圈为两翼ꎬ重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或“互联互通”)、资源

能源合作以及产能合作ꎬ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发展战略、发展政策与区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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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ꎬ进而实现亚洲与欧洲的互利共赢、共享繁荣ꎮ

事实上ꎬ“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亚洲和欧洲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人口规模接近 ４４

亿ꎬ经济规模达 ２１ 万亿美元ꎬ在全球占比分别为 ６３％和 ２９％ꎻ①而且ꎬ“一带一路”倡议

以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和政治互信为主线ꎬ合作内容丰富广泛ꎬ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自

由贸易协定ꎬ也包括多边区域合作机制ꎬ还有经济走廊建设、经济开发区、互联互通、人

文交流、跨国运输线、国际金融合作等等ꎮ

因此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成功对接ꎬ不仅可以助力重振停滞

不前的欧盟经济并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关系ꎬ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产业产能

合作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ꎬ这无疑是中欧从战略上建立更紧密的

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ꎮ

有鉴于此ꎬ本文拟抛砖引玉ꎬ在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对接的

现状及最新进展的基础上ꎬ密切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演变的大

趋势ꎬ利用 ＳＷＯＴ 分析方法ꎬ即通过对“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优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劣势)、“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机遇)与“Ｔｈｒｅａｔｓ”(挑战)等层面的分析ꎬ更多地从中国视角来系统厘清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经济基础、可行性与行业领域ꎬ以此

探讨实现中欧发展战略有效对接的行业机遇、现实挑战与政策建议ꎮ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 ＳＷＯＴ 分析

(一)中国与欧盟发展战略对接的优势与劣势

目前ꎬ全球制造业正在形成四级梯队的发展格局:②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ꎬ其作为世界领头羊ꎬ领导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方向ꎻ第二梯队是高端

制造ꎬ包括以德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以及日本等国ꎬ它们在不少领域遥遥

领先ꎬ但也面临着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竞争压力ꎬ因为这些后发国家有望通过

技术、资本和人才积累以及产业升级换代进入第二梯队ꎻ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ꎬ

主要包括全球新兴市场国家ꎬ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第三梯队阵列ꎬ这在短期内难有

根本性改观ꎻ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能源输出国ꎬ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ＰＥＣ)国家、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ꎮ

从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ꎬ作为后发国家典型代表的中国与作为老牌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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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欧盟在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上的优势及劣势均十分明显ꎬ互补性强ꎮ 一方

面ꎬ作为近代世界工业革命与工业文明的发源地ꎬ欧盟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长期积累的

先进技术以及全球知名品牌ꎬ但与欧盟高品质工业制成品紧密相伴的便是其高昂价

格ꎬ所以在以中低收入为主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ꎬ其国际竞

争力就会大打折扣ꎻ另一方面ꎬ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和第一大贸易国ꎬ中国最大优势

在于熟练且价格便宜的丰富人力资源以及日益富裕且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ꎬ中国工业

制成品质优价廉ꎬ性价比高ꎬ可满足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中等收入家庭①以及收

入偏低的亚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需求ꎮ 实际上ꎬ多年以来ꎬ欧盟本身就

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ꎬ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技术来源地ꎻ与此同时ꎬ中国

也是欧盟最大的海外进口来源地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ꎮ

从经济增长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ꎬ欧盟投资计划出台的大背景即是欧盟深受国际

金融危机后续影响ꎬ特别是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ꎬ经济复苏乏力ꎬ增长停滞不前ꎬ

企业投资大幅萎缩ꎬ失业严重ꎬ因此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与外部资金补充输血ꎬ

尤其欢迎那些能够助力欧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外国公司来欧盟投资合作ꎻ与此相

对ꎬ中国现阶段也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ꎬ既拥有名列全球第一的 ３.３３ 万亿美元的

巨额外汇储备ꎬ②以及超过 ４０％的居民储蓄率和较为充裕的来自社会层面的资本ꎬ同

时又处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阵

痛之中ꎬ中国企业也迫切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

场和两种资源”来反哺国内经济ꎮ

因此ꎬ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成功对接及有效对接的中欧经贸合

作ꎬ不仅可以提供促进欧盟经济向更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所急需的外部资金来源ꎬ③助

力欧盟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与提升国际竞争力ꎬ促进欧盟经济与就业增长ꎬ还可以同

时帮助中国以较为快捷的方式获得欧盟一些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及国际知名品牌ꎬ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国经济和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较快速的转型升级ꎮ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机遇分析

事实上ꎬ“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进欧盟国家提供了战略性规划与

方向性指导ꎬ欧盟投资计划又将通过消除障碍、改善环境和创造机会欢迎中国企业更

多地投资于欧盟实体经济ꎮ 因此ꎬ“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将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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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机会ꎮ

笔者认为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欧盟投资计划的重大机遇主要来自于

以下三个方面:

(１)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近期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ꎬ中国已经

取代日本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

占份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４％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３.７％ꎬ位居亚洲第一ꎬ而日本则从 ２０００ 年

的 ２５.５％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７％ꎻ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

深受亚洲各国欢迎ꎬ其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ꎬ①从而为中欧双方在相关行业领域开

展强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事实上ꎬ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与制造业第一大国ꎬ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不断

的创新和突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与认可ꎬ特别是在作为制造业核心和脊

梁的装备制造业领域ꎬ我国部分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已显著增强ꎬ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先

进水平也日益接近:②中国 ２０１０ 年研制出世界上最高时速 ３８０ 公里的高速动车组

ＣＲＨ３８０Ａꎬ２０１３ 年研制成功大型全自动冲压装备ꎬ２０１４ 年支线飞机 ＡＲＪ２１ 取得型号

合格证ꎬ大型客机 Ｃ９１９ 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正式下线ꎻ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蛟

龙”载人深潜器、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关键设备、年产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装置、高速龙

门五轴加工中心、４０００ 吨级履带起重机等重大技术装备取得重大突破ꎬ百万千瓦级超

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水电机组、百万伏级特高压交流输电

设备、±８０ 万伏级高压直流输电设备等大型成套电力装备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ꎮ③

因此ꎬ与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占据优势的欧盟加强国际产能合作ꎬ不仅可以实现中

欧优势互补ꎬ巩固和深化中欧经贸合作的既有成果ꎬ还可以通过着眼于全球价值链与

产能输出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ꎬ实现中国与欧盟相关产业产能的大规模输出ꎬ从而既

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ꎬ又有利于欧盟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目前ꎬ中欧双方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深度合作已经成功开启: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法在巴黎发表的«中法两国深化民用核能合作的联合声明»ꎬ双方将在现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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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密切核能领域的中长期合作ꎬ积极分享经验与合作开发英

国等第三方市场ꎬ进而产生和发挥巨大的合作共赢效应ꎻ①显而易见ꎬ联合声明的核心

就是促进中国具有性价比优势和建造技术优势的“中国核电”与法国具有成熟技术优

势且安全可靠的“法国核芯”的通力合作ꎮ
此后不久ꎬ中法核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便取得第一个重大成果ꎬ这就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法企业成功斩获英国欣克利角 Ｃ 项目:该核电项目采用法国 ＥＰＲ 技术和“法
国核芯”ꎬ总投资预计达到 １８０ 亿英镑ꎬ中方企业承担 ６０ 亿英镑投资并持有该项目 ３３.
５％股权ꎮ 在后续的塞兹韦尔 Ｃ 项目中ꎬ英国将继续建设两台法国 ＥＰＲ 机组ꎬ中方企

业将认购该项目 ２０％股权ꎻ当然ꎬ目前最受中方重视的是布拉德韦尔 Ｂ 项目ꎬ中方企

业将取得此项目 ６６.５％的控股权ꎬ并拟定采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ꎬ从而使中国核电装备首次顺利进入英国ꎮ②

在中法核电合作基础上ꎬ中英核电合作项目有望成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标杆工

程ꎬ如果“华龙一号”能够最终成功落地英国ꎬ这无疑将增强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对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信心ꎬ进一步拓宽中国核电的海外市场ꎮ
鉴于中国在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高端科技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的快速

提升ꎬ中欧双方还存在许多重大的产业合作机遇ꎬ特别是在中法之间、中德之间和中英

之间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之中:一方面ꎬ为了从全球“制造大国”迅速跻身世界“制造

强国”之列ꎬ中国因势利导制定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规划ꎬ明确了产业发展十大重点领

域ꎬ以彻底解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基础配套能力不足”等产业发展“卡脖子”问

题ꎻ③另一方面ꎬ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发达国家相继推出“德国工业 ４.０”、
“英国制造 ２０５０”和“新工业法国”等计划ꎬ力图通过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回流以及加强

全球产业布局调整ꎬ来巩固和保持自己在高端制造领域的优势地位ꎮ 因此ꎬ中欧双方

实现并扩大国际产能合作便有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宏伟蓝图与坚实基础ꎮ
当然ꎬ中国－欧盟实现和扩大国际产业合作的重大机遇不会只仅仅局限于上述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ꎬ双方合作机遇可能更多也更突出地体现在促进“一带一路”与欧盟

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ꎮ 实际上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中之重便是

促进亚洲与欧洲最终能够实现互联互通ꎬ这不仅包括构建泛欧交通网络、中欧陆海快

线以及新欧亚大陆桥等主要基础设施ꎬ而且包括改进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

源、交通、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ꎬ以及建设中国“互联网＋”、欧洲单一数字市场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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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等等ꎮ

此外ꎬ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资源能源净进口国ꎬ中国－欧盟实现并扩大产业合

作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共同开发亚洲广大地区甚至非洲、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资源

和能源ꎮ 事实上ꎬ亚洲国家特别是西亚、南亚以及中亚地区资源能源蕴藏丰富ꎬ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ꎬ政治动荡与社会动荡此起彼伏ꎬ尽管它们与欧盟国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但这些国家大多数在历史上曾被欧洲列强长期殖民奴役的惨痛

经历使它们并不完全信任欧盟ꎬ而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与全球新兴市场的典型代

表ꎬ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外交与“睦邻富邻”的和平

外交较为成功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树立了新兴大国的崭新形象ꎻ笔者认

为ꎬ中欧双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ꎬ以及各自在亚洲国家拥有的

人文、政治和外交优势ꎬ通过先进的国际产业合作更好地切入和参与当地经济振兴与

资源开发当中ꎬ特别是在诸如施特根和库什尼尔所重点关注的里海沿岸国家乃至整个

中亚地区资源能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ꎮ①

归根结底ꎬ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能够产生的最大机遇ꎬ就在于欧盟成熟的技术

优势和品牌优势与中国的资本和制造优势的深度融合ꎬ从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以及产业产能输出(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角度实现中欧优势互补和进行深

度合作ꎬ共同拓展和开发欣欣向荣的亚洲及欧洲市场ꎮ

(２) 中欧国际金融合作

中欧国际金融合作是中欧国际产业合作的自然延伸和必要保障ꎬ特别是在合作的

起步阶段ꎬ中国可以通过中欧国际金融合作为中方企业保驾护航ꎬ并提供市场信息与

财务咨询等相关服务ꎬ助力中国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和海外业务ꎮ

众所周知ꎬ在当今国际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ꎬ刚刚成规模走出国门的中

国企业往往缺乏国际化经营背景下鉴识风险并管理风险的能力ꎬ尤其是对相关项目风

险及可行性评估认识不足ꎬ进而造成巨大的风险损失ꎻ而在项目风险评估以及可行性

分析等方面ꎬ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历史悠久的欧盟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拥有

非常广泛的资讯收集渠道与网络ꎬ而且拥有非常成熟的风险评估方法与专业经验ꎬ能

够对企业国际业务提供比较及时中肯的市场信息与财务咨询服务ꎬ帮助公司企业更有

效地开展国际化经营与直接投资实践ꎮ 因此ꎬ除国际产业产能合作之外ꎬ中欧双方在

国际金融领域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ꎮ

０３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① Ｋａｒｅｎ Ｓｔｅｇｅｎ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Ｋｕｓｚｎｉｒꎬ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Ｎ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ｅｒｇｅ ａｓ Ｗｉｎｎｅｒｓ”ꎬ ｐｐ.９１－１０６.



一方面ꎬ中方可以凭借资本优势ꎬ通过直接参股在欧洲有影响的欧盟国家银行等

金融机构来扩大中欧国际金融合作ꎬ这可能是现阶段中方最为有效的学习与合作手

段ꎬ在条件成熟时甚至可以考虑直接并购ꎮ 目前ꎬ中国参股欧盟有影响的地区开发性

银行等金融机构已取得突破性进展: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ＥＢＲＤ)

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以非借款成员国身份加入ꎬ以助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

欧盟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的对接ꎮ 作为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一ꎬ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主要业务覆盖中东欧、地中海东部和南部以及中亚等地区ꎬ中资企业和

金融机构可与该行在借款成员国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ꎮ 中国在成为该行成员后ꎬ能够

积极参与该行事务ꎬ加强与该行及其成员在经验分享、联合融资和发展援助等领域的

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也可以积极争取和吸引欧盟国家直接参股或者直接聘用欧盟高端

金融人才加入中国面向国际合作的中资银行等金融机构ꎬ从而借鉴和引进欧盟在金融

领域的高端智力资源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与方法ꎮ 这方面最成功的典型案例即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与韩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东

盟十国等亚洲国家一起正式成为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的共

同创始国ꎬ从而助力建设和实现亚洲地区乃至欧洲地区的互联互通ꎬ并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ꎮ

此外ꎬ为了方便中欧产业合作项目的多渠道融资ꎬ中国与欧盟国家还可以组建类

似中国与法国已经成立的“中法共同基金”式的“共同基金”ꎬ为双方在第三方市场开

展产业投资等国际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ꎻ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中国政府设

立的“丝路基金”也将为中国与欧盟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产业产能合作的融资需求

提供有力保障ꎮ

(３) 中欧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合作

鉴于国际产业合作需要在更广泛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ꎬ中欧双方需要

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及双向贸易的自由化水平ꎬ这既可以深度激发“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欧盟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的活力与机会ꎬ也可以应对美国作为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所主导的所谓“再工业化”战略及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布局与调整ꎮ

自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在世界经

济长期萎靡不振以及紧随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下ꎬ欧盟经济停滞不

前ꎬ私人投资大幅萎缩ꎬ社会失业严重ꎬ不少欧盟企业、欧盟国家银行与知名品牌也因

长期财务及经营困境而濒临破产倒闭边缘ꎬ在欧盟因债务缠身而爱莫能助的背景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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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寻求从外部补充资本特别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注入与输血ꎮ 实际上ꎬ这为近年

来已经开始大规模走出国门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中国公司企业直接投资欧盟提供了机

遇ꎮ

然而ꎬ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迄今为止仍旧处于早期的文本磋商阶段ꎬ①与中美投资

协定谈判已顺利进入实质性的交换“负面清单”的出价阶段形成鲜明对比ꎻ这无形中

增加了中资企业来欧盟进行直接投资特别是并购欧盟企业的政策性风险或者“国别

风险”ꎬ进而遏制一些实力雄厚、资本充裕的中资企业参与欧盟投资计划的积极性ꎬ使

其望而却步ꎮ

正因为如此ꎬ最近的第五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明确指出ꎬ中欧双方将从战略高度

推进双向投资ꎬ便利双向贸易ꎬ并希冀签署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ꎬ从而为促进中欧双方

在国际产业产能的强强合作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务实合作清除最后的制度性障碍ꎬ

以进一步和充分释放“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盟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的巨大潜力与投

资机会ꎮ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挑战分析

客观来看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在为中欧双方创造巨

大投资与合作机会的同时ꎬ也会面临种种内部和外部挑战ꎮ 简而言之ꎬ中欧开展战略

性经济贸易合作可能会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１)欧盟决策机制的复杂性

欧盟不是统一的主权国家ꎬ而是由欧洲 ２８ 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联合体ꎮ 因此ꎬ

欧盟的决策常常需要内部所有(２８ 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ꎬ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ꎮ 欧

盟决策的复杂性使其在很多重要时刻需要做出关键决策时效率较低:比如ꎬ在希腊债

务危机爆发并开始传染和扩散的关键时刻ꎬ欧盟内部就因存在“救”与“不救”的重大

分歧迟迟不能做出决断ꎬ进而拖累了整个欧盟经济ꎮ

显而易见ꎬ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过程中ꎬ中欧双方充

分的政策沟通是双方发展战略成功对接的重要保障ꎬ亚欧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是

中欧合作的优先领域ꎬ中欧产业产能合作则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然而ꎬ尽管欧盟

名义上拥有统一的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共同外交政策ꎬ但由于欧盟拥有多个成员

国ꎬ经济发展水平又参差不齐ꎬ因此ꎬ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中的各成员国利益诉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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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难以有效平衡或者获得充分协调ꎮ① 由此可见ꎬ欧盟在短期内甚至今后相当长一

段时期内形成统一的对华贸易政策并与中国达成双向投资自由化及贸易自由化协定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ꎮ
(２)欧盟内部政治派别林立以及工会势力影响大

欧盟实际上是一个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松散邦联ꎬ政治多元化是其典型的特

征:在欧盟层面ꎬ支持进一步一体化与反对深化一体化的政治势力共存ꎬ在各成员国内

部也有左、中、右等诸多政治力量ꎮ 比如ꎬ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

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ꎬ要求欧盟委员会否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ꎬ尽管该决议

只是一份态度宣示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ꎬ但其政治指向十分明显ꎮ 而且ꎬ在即将到来

的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英国又将进行举世瞩目的“脱离欧盟”公投ꎬ这无疑将对英国与

欧盟关系以及包括欧盟对华关系在内的整个欧盟对外关系(甚至可能对未来国际政

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ꎻ特别是在当今欧洲经济不景气与失业严重时期ꎬ“老欧洲”政
治右倾化趋势比较明显ꎬ也较容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ꎬ进而在经贸

领域排斥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极富竞争力的外国产品以及侨居欧盟的外国移民ꎬ在投

资领域反对实力强大的外国公司并购欧洲知名企业或者知名品牌ꎬ以及在政治领域利

用欧盟内部议事规则限制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可能对欧盟规则产生的所谓“干

扰”ꎬ②等等ꎮ
此外ꎬ西欧社会民主思想在欧盟国家乃至整个欧洲都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与

政治基础ꎬ其对立法与政治运动的影响力不容小视ꎮ 其中ꎬ欧盟成员国内部各类工会

团体对相关国家的外国投资政策乃至整个欧盟的贸易政策等的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
据报道ꎬ德国最大工会———“五金工会”已致信德国联邦经济部ꎬ要求德国政府放弃采

购中国制造高速铁路列车而使用德国西门子制造的列车ꎬ因为采购中国列车可能导致

德国大量工人面临失业ꎮ③

(３)来自美国的阻挠或干涉

长期以来ꎬ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传统盟友与主要盟友ꎬ欧盟在重大的国

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事务中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ꎬ也乐于坐享其成ꎮ 但是ꎬ伴随 ２００８ 年

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蔓延为全球性金融危机ꎬ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一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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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ꎮ 事实上ꎬ欧盟一些小国不可能像英国、法国、德国等
大国一样从对华军售解禁中获得较大的经济与商业利益ꎬ因此常常以对华军售可能造成所谓“人权灾难”等借口
极力阻挠军售解禁ꎻ正因为如此ꎬ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迄今为止还没有解除自 １９８９ 年开始实施但早已过时的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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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最大工会致信政府:不要买中国列车 或致德工人失业”ꎬ«环球时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入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ꎻ不仅如此ꎬ欧盟紧随其后还进一步陷入“主权债

务危机”而难以自拔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加强并深化与自己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近年

来已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经贸合作ꎬ显然符合其摆脱危机、促进经

济复苏的战略目标ꎮ 这无疑是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决然加入中

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的根本原因ꎬ也是构成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对接的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ꎮ

不过ꎬ作为现行国际经济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守成大国ꎬ美国极为警惕作为新兴大

国的中国影响力的扩大ꎬ也不会乐见中国与欧盟从战略上愈走愈近甚至深入合作ꎮ 事

实上ꎬ在此起彼伏的中美博弈中ꎬ美国通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手段不断干涉甚至阻挠

中国与欧盟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与金融合作关系:比如ꎬ美国政府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一直

公开警告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友ꎬ要求它们不要加入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ꎮ 尽管如此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正式成立

并开始运营ꎬ目前各方面进展顺利和运营正常ꎻ进入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美国政府官员又公

开发表声明ꎬ要求欧盟在 ２０１６ 年重新审议中国市场经济进程时不要承认或给予中国

“完全市场经济”地位ꎬ以免“让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合法化”ꎬ等等ꎮ 美国这些举措无疑

会给起步较晚的中欧双向投资自由化与双向贸易自由化谈判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ꎬ至

少会推迟或延缓中欧双方达成相关协议ꎻ而与此相对ꎬ美国早已与欧盟开启并进行多

次类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的谈判ꎮ

三　 结论与展望:推动中欧战略性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

综上而言ꎬ深化中欧经贸关系尽管存在不少有待克服的障碍与挑战ꎬ但完全可以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成功对接ꎬ特别是通过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

作、中欧国际金融合作以及中欧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合作不断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和实质内容ꎬ以充分挖掘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潜力与领域ꎮ

事实上ꎬ作为资深的发达国家ꎬ欧盟拥有成熟的技术与品牌ꎬ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

国拥有相对充裕的资金与巨大的市场ꎬ这无疑是欧盟与中国“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

坚实的经济基础ꎻ因此ꎬ不论是合作开发双方国内市场ꎬ还是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ꎬ中

欧双方合作潜力巨大ꎬ机会良多ꎮ

结合中欧双方经贸合作的实际情况ꎬ为使中欧合作更为顺利和富有成效ꎬ笔者提

出以下建议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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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利用中国资本优势ꎬ与欧盟货币监管当局、职能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开展广泛

的国际金融合作ꎬ有选择性地参股或加入对深化中欧全面合作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金

融机构ꎬ进而为深化中欧经贸合作铺平道路ꎬ并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ꎮ

第二ꎬ鉴于人民币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仅次于欧元的较大权重(１０.９２％)正

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特别提款权”(ＳＤＲ)ꎬ应积极、稳妥地扩大人民币在

中欧合作项目中使用ꎬ以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ꎮ

第三ꎬ在中欧达成双向投资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协议之前ꎬ有必要选择欧盟重点

国家ꎬ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重要国家以及塞尔维亚、波兰等具有显著区位优势的

欧盟国家与重点行业领域(如基础设施、清洁能源、航空航天等)推进中欧国际产业产

能合作ꎬ以点带面ꎮ

第四ꎬ在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过程中ꎬ应把工作重点优先放在最能产生“辐射

效应”及经济效益的亚洲国家、中东欧国家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上ꎬ特别是合

作开发亚洲与欧盟内部第三方市场以及亚洲资源能源上ꎮ

第五ꎬ注重中欧双方高层次人文交流互动ꎬ加强双方决策智囊特别是经济政策研

究机构的沟通互访ꎬ建立经常性的双方领导人、立法界高层互访ꎬ进一步提升双方的政

治互信与战略互信ꎮ

(作者简介:龚秀国ꎬ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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