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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和新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
述

刘作奎　 鞠维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正值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塞尔维亚之际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６＋１ 智

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

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多瑙河和新丝绸之路”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隆重召

开ꎮ

塞尔维亚方高度重视此次会议ꎮ 塞尔维亚

建设、运输和基础设施部国务秘书德杨－特里

弗诺维奇(Ｄｅｊａｎ Ｔｒｉｆｕｎｏｖｉｃ)、塞尔维亚教育、科

学和技术发展部副部长尼克拉－塔尼奇(Ｎｉｋｏｌａ

Ｔａｎｉｃ)、塞尔维亚外交部部长助理德拉甘－莫姆

奇洛维奇(Ｄｒａｇａｎ Ｍｏｍｃｉｌｏｖｉｃ)等出席会议并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ꎬ高度评价中塞关系ꎬ并表

示对中塞合作前景充满期待与信心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１６＋１ 智

库网络秘书长黄平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

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等科研机

构、大学和媒体ꎬ来自塞尔维亚、俄罗斯、马其

顿、保加利亚、波黑等国的政府机构、科学院、大

学和智库等多家代表约 １００ 人与会ꎮ

此次会议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

多瑙河项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可

能性、塞尔维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等议题开展

交流与研讨ꎮ

一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１６＋１ 合作”

与会的塞尔维亚学者和官员积极评价“一

带一路”倡议ꎬ同时总结了近两年来中塞两国

在“１６＋１ 合作”框架下的成果ꎮ

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在致辞中指出ꎬ值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之际ꎬ召开这

样的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塞尔维亚是中

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ꎬ双方

传统关系友好ꎮ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ꎬ双方就

有很多共同的使命———反对法西斯ꎮ １９５５ 年ꎬ

中国和南斯拉夫建交ꎬ双方的合作交往频繁ꎬ之

后中国和塞尔维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ꎮ 中

国进行了重要的经济改革ꎬ旨在改善民生、增加

人民福祉ꎮ 从目前来看ꎬ双方外交、智库、教育

机构等合作对于推进彼此的相互了解非常重

要ꎬ中塞应维持这种合作的友好势头ꎮ

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ꎬ塞方将其视为重

要的战略机遇ꎬ愿意积极与中方进行合作ꎮ 正

如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布拉尼



斯拉夫乔尔杰维奇在会上指出ꎬ“一带一路”

倡议将为所有欧洲国家开启长期合作的机遇ꎻ

塞尔维亚外交部主管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

事务的司长亚历山大扬科维奇(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ａｒ

Ｊａｎｋｏｖｉｃ)也表示“一带一路”为欧亚合作打造

了一座桥梁ꎬ将为沿线 ６０ 多个国家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ꎮ 塞尔维亚是这一机遇的分享者之一ꎮ

就中塞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合

作ꎬ塞方表达了明确的意图:将“一带一路”倡

议与多瑙河战略对接ꎬ通过多瑙河地区的综合

开发来实现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和经济的发

展ꎮ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乔尔

杰维奇表示ꎬ多瑙河是连接欧洲的一个天然纽

带ꎮ 多瑙河战略不仅对交通运输而且对很多经

济活动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ꎬ它为所有多瑙

河国家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机

遇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投资计划可以

与欧盟的地区发展战略———多瑙河战略等实现

对接ꎬ从而实现该倡议提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

目标ꎮ 这种战略对接将在相关各国的金融合

作、投资以及科技文化交流上发挥重要的引领

作用ꎮ 塞外交部官员也表示塞方将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和多瑙河领域工程的合作ꎮ

关于中塞在“１６＋１ 合作”框架下的关系ꎬ塞

方强调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领域的

合作成效卓著ꎮ 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建部

国务秘书德扬特里芬诺维奇(Ｄｅｊａｎ Ｔｒｉｆｕｎｏｖ￣

ｉｃ)指出ꎬ中塞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进展迅

猛ꎬ匈塞铁路成为双方合作的亮点ꎬ中国在基建

上已经展示出越来越强的能力ꎬ目前正布局全

球ꎬ积极“走出去”ꎮ 中国的企业已经把包括塞

尔维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作为潜在的合作对

象ꎬ双方合作存在巨大的空间ꎮ 塞尔维亚教育、

科学和技术发展部部长助理尼科拉塔尼奇

(Ｎｉｋｏｌａ Ｔａｎｉｃ)在发言中表示ꎬ教育和科技合作

的作用愈益重要ꎬ中塞之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为两国的科学和文化合作发挥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ꎮ 目前ꎬ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大学设立

了孔子学院ꎬ还将在塞尔维亚兴建中国文化中

心ꎬ这是中塞文化合作的标志性成果ꎮ 他建议

中国有关机构尽快在塞尔维亚建立中国研究中

心ꎮ

二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知

在会议第一阶段ꎬ中外学者就如何认知和

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意义进行了研

讨ꎮ

塞方学者认为ꎬ“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

中国新一轮大规模对外投资活动ꎬ推动欧亚互

联互通ꎬ从而实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ꎮ 塞尔维

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博拉戈热巴

比奇(Ｂｌａｇｏｊｅ Ｂａｂｉｃ)表示ꎬ“一带一路”是中国

的一个新的大手笔ꎬ是确保中国经济奇迹延续

的新举措ꎬ它通过巨大的投资来维持外部和内

部对中国产品的需求ꎬ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ꎮ

通过该倡议ꎬ中国持续提升世界地位ꎬ并且正在

把巨大的经济成功转变成自身的软实力ꎮ 塞尔

维亚当代史研究所博士约万卡沃斯基(Ｊｏｖａｎ

Ｃａｖｏｓｋｉ)认为ꎬ“一带一路”计划将成为一体化

与互联互通的成功典范ꎮ 中国积极回应不断变

化的地缘政治形势ꎬ增加了与有关国家的相互

信任ꎬ确立了自身的竞争优势ꎮ 中国抓住了新

的历史机遇ꎬ引发了新的全球化浪潮ꎬ其范围、

目标、开放度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ꎮ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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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台的雅思明卡西米奇 ( Ｊａｓｍｉｎｋａ

Ｓｉｍｉｃ)高度评价了中欧陆海快线项目ꎬ认为这

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西巴尔干和东南

欧地区实施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ꎬ对当地的互联互通推动作用很大ꎮ

与会的俄罗斯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内容和目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ꎮ 俄罗斯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泽乌丹诺维奇洛巴诺夫

(Ｚｖｅｚｄａｎｏｖｉｃ Ｌｏｂａｎｏｖ)认为ꎬ“一带一路”倡议

具有以下战略目标:第一ꎬ通过参与亚欧大陆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ꎬ中国对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增强ꎬ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提高中国在地区事务

中的影响力并确立领导地位ꎻ第二ꎬ实施“走出

去”战略ꎬ推动国际自由贸易ꎬ扩大国际市场和

对外投资ꎬ削减国内过剩产能ꎬ以保持优质的经

济增长ꎻ第三ꎬ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ꎬ缩小

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ꎻ第四ꎬ促进人

民币国际化ꎬ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ꎻ

第五ꎬ开展广泛的人文交流ꎬ提升中国软实力ꎻ

第六ꎬ为解决地区争端、打击和防范国际恐怖主

义提供新的合作机制ꎮ 此外ꎬ他还认为发展

“一带一路”会面临诸多问题ꎬ特别是中国与周

边国家存在很多争端ꎬ今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

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考虑ꎮ

与会的中方学者则详尽地向外方官员、学

者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实质与意

图ꎬ充分开展了释疑增信的工作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程卫东在发言中表示ꎬ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倡议而不是一项战略ꎬ

也不是一项计划ꎮ 它是一个开放的倡议ꎬ具有

较强的包容性ꎬ并不排斥或损害任何现有的合

作机制ꎬ与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完全可以

并行ꎬ相互之间也可以开展合作ꎮ “一带一路”

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ꎬ共同协商、共

同建设和共同受益ꎮ 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

指出ꎬ“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的地缘经济构

想具有开放包容性ꎬ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倡议ꎬ而

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ꎻ“一带一路”倡议旨

在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ꎬ而无意削弱和

动摇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ꎻ“一带一路”倡议是

全面的倡议ꎬ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ꎬ其国内

层面(西部的开放与开发)常常为外部世界所

忽视ꎻ“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长期的愿景ꎬ而

非短期的政策选择ꎻ“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古代

丝绸之路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遗产ꎬ试图在

变动的国际秩序中复苏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ꎮ

中东欧国家可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要合作伙伴ꎬ“１６＋１ 合作”可成为增进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政策对话、项

目探寻以及项目合作的平台ꎮ 为使“一带一

路”倡议结出丰硕的合作成果ꎬ中国和相关国

家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ꎮ 此外ꎬ北京外国语大

学彭龙校长也指出ꎬ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内容ꎬ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

相互理解、尊重ꎬ为民心相通提供坚实的基础ꎮ

三　 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在多瑙河地区

的建设

在会议第二阶段ꎬ与会者就如何推动“一

带一路”在多瑙河地区的建设发表了各自的看

法ꎮ

近些年来ꎬ塞尔维亚等国家日益重视欧盟

提出的多瑙河地区发展战略ꎬ而当前中塞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也日趋紧密ꎬ塞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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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会上积极宣传开发多瑙河流域的优势条件

和潜在的战略利益ꎬ希望中方能将“一带一路”

倡议与多瑙河发展战略相对接ꎮ 塞尔维亚科学

与艺术院院士卡斯拉夫奥西奇(Ｃａｓｌａｖ Ｏｃｉｃ)

表示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历史上第一次

强国不采用武力征服政策而是寻求互利共赢的

项目ꎮ 这一项目既使中国受益ꎬ又使项目的当

地人受益ꎮ 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

目标是建设自由贸易区ꎬ推进全球经贸合作ꎮ

多瑙河流域的建设和发展能为这个伟大的项目

提供动力ꎮ 来自国际科学论坛的代表埃迪塔

卡拉诺维奇(Ｅｄｉｔａ Ｓｔｏｊｉｃ' Ｋａｒａｎｏｖｉｃ' )和德扬约

洛维奇(Ｄｅｊａｎ Ｊｏｌｏｖｉｃ' )在发言中提出ꎬ多瑙河中

部流域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源ꎬ是跨国合作项目

和区域合作的基础ꎮ 多瑙河的优势和特色是ꎬ

航运经济成本低ꎬ运输能力强ꎬ对环境的影响较

小ꎬ也可减少对公路、铁路建设的需求并降低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成本ꎮ 他们表示ꎬ塞尔维亚是

中国通向欧洲市场的关键地区ꎬ能够帮助中国

的货物运输克服贸易障碍ꎮ 通过发展安全有效

的陆路、海洋和航空网络ꎬ塞尔维亚将进一步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ꎬ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

双边贸易ꎬ并在塞尔维亚成立中国－中东欧国

家交通和基础设施合作联合会ꎮ 此外ꎬ在农业、

造船业、物流和交通及旅游业方面也希望加强

中塞合作ꎮ 总体上看ꎬ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多

瑙河在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的作用尚待

开发ꎻ而多瑙河象征着交流与合作ꎬ是流域沿线

国家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ꎬ是对“和平与合

作、开放和包容、互学和互惠”的丝路精神的补

充ꎮ 中欧和东欧国家不应因新丝绸之路成为彼

此的对手ꎬ因为各条道路都是非排他性的ꎬ可以

相互支持ꎬ避免出现为争夺中国资金而相互竞

争ꎮ

中方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多瑙河

发展战略如何展开合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ꎬ同

时指出了多瑙河战略的不足之处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刘作奎认

为ꎬ目前ꎬ中方对多瑙河战略有了基本了解ꎬ但

对于如何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还没有

具体方案ꎮ 中国在苏州峰会上提出的三海港区

合作并不完全等同于几个欧盟区域战略(欧盟

的多瑙河战略、波罗的海战略、黑海战略等)的

相加ꎬ但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创造了空间ꎮ 他认

为“一带一路”在多瑙河地区的建设ꎬ相关合作

对象、合作领域尚不清晰ꎬ投资方式、内容和收

益仍不明确ꎬ而且从现有“一带一路”倡议在欧

洲的布局看ꎬ无论是北线还是南线ꎬ都缺乏与多

瑙河战略交集之处ꎮ

四　 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在塞尔维亚的

建设

在会议第三阶段ꎬ与会者围绕在 “一带一

路”倡议下加强中塞两国的合作议题ꎬ阐述了

如何实现新丝绸之路的建设目标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陈新研究员指

出ꎬ中国已经在塞尔维亚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

设施投资ꎬ例如大桥项目、电站项目ꎬ以及刚刚

启动的匈塞铁路项目ꎮ 这些项目为改善当地投

资环境创造了条件ꎮ 目前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挖

掘双边的产业合作潜力ꎬ利用在基础设施领域

的投资进一步造福两国的企业和人民ꎮ 有数据

表明ꎬ塞尔维亚在初级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以

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ꎬ而中国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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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有比较优势ꎬ

双方存在互补和合作的基础ꎮ 为了更好地使中

塞合作进一步深入ꎬ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塞尔

维亚生根发芽ꎬ中塞两国应达成共识ꎬ通过打造

中欧陆海快线ꎬ并在沿线布局中国产业园区ꎬ一

方面可以使中欧陆海快线发挥更好的效益ꎬ同

时也为塞尔维亚的经济与就业做出贡献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尼纳

马科维奇卡泽博士(Ｎｉｎａ Ｍａｒｋｏｖｉｃ' Ｋｈａｚｅ)在

发言中提出ꎬ从塞中两国交往的历史来看ꎬ塞尔

维亚领导人对塞中关系持有前瞻性、建设性和

乐观看法ꎬ并在地理战略和政治关系方面不断

加强联系ꎬ主要体现在多边论坛、两国战略伙伴

关系以及“１６＋１ 合作”等方面ꎮ 两国经济合作

持续扩大ꎬ中方在塞尔维亚投资不断增加ꎮ 中

国软实力日渐成熟ꎬ通过在塞尔维亚建立孔子

学院以及商业、文化和学术交流ꎬ促进了双边关

系的多样化ꎮ 双方可在旅游、教育、军事技术、

环境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等领域进一步合作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叶斌在发言中

表示ꎬ当前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双边投资协定

大多缔结于 １９８２－１９９８ 年期间ꎬ这些协定已经

不符合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的需求ꎮ 对于非欧盟

成员国ꎬ建议与中国重新商谈新的双边投资协

定ꎮ ２０１５ 年塞尔维亚新的投资法生效ꎬ这部法

律有不少亮点ꎮ 例如ꎬ对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

用同一部法律进行规定ꎬ给予外资充分的国民

待遇ꎻ该法包含了补贴、关税减免等投资促进在

内的规定ꎻ减少了投资审批的行政负担ꎻ并且修

订了投资争议解决机制ꎮ 不过ꎬ新的塞尔维亚

投资法仍然延续了投资许可制度ꎬ这同中国与

美国和欧盟正在商谈的事后监管制度仍有较大

落差ꎮ 另外ꎬ单边承诺的国内法并不充分ꎬ需要

转变为双边的国际协定ꎬ中东欧的非欧盟成员

国应与中国重新商谈新的、更高水平的双边投

资协定ꎮ

贝尔格莱德雅罗斯拉夫采尔尼研究所的

玛丽娜巴比奇姆拉德诺维奇博士(Ｊａｒｏｓｌａｖ

Ｃｅｒｎ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就多瑙河走廊在塞尔维亚的发

展可能性发表了演讲ꎮ 她认为ꎬ塞尔维亚的地

理位置为发展水路运输提供了天然优势ꎬ流经

塞尔维亚的多瑙河为国际航道ꎬ且航道蓄水深

度有保证ꎬ所有悬挂多瑙河地区国家旗帜的船

只都可以自由航行ꎮ 贝尔格莱德的新港口将汇

集多种交通模式ꎬ集中处理货船装卸活动ꎬ其背

靠港口 ６００ 公顷的国有土地也为港口提供了发

展空间ꎮ 多瑙河沿线的航海旅游具有一定的发

展潜力ꎬ沿线可以修建许多游船码头ꎮ 此外ꎬ塞

境内的多瑙河地区水电资源丰富ꎬ未来在水电

站建设方面颇具潜力ꎮ

五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面临的挑

战

会议最后阶段ꎬ与会者就实施“一带一路”

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ꎮ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地缘

政治风险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ꎮ 塞尔维

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的米洛米尔斯特皮

奇(Ｍｉｌｏｍｉｒ Ｓｔｅｐｉｃ)和国防部的伊万扎里奇

(Ｉｖａｎ Ｚａｒｉｃ)在发言中指出ꎬ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与美、俄、欧盟、印度等大国地缘战略可能

会发生冲突ꎬ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重

要区域ꎬ历来是世界大国的各种战略交叉冲突

的舞台ꎬ地缘政治格局复杂ꎬ这对中国来说是一

９４１　 “多瑙河和新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个挑战ꎮ 从欧盟方面来说ꎬ多瑙河战略是其增

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ꎬ“一带一路”在多瑙

河地区的建设有可能会给欧盟ꎬ特别是德国在

该地区的势力造成冲击ꎮ 今后中国在多瑙河以

及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地缘

政治关系? 是与其他大国力量共同参与建设ꎬ

还是取代这些传统力量成为该地区唯一的利益

相关者? 这是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考虑和明确

的ꎮ

与会中东欧学者还认为ꎬ今后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开展ꎬ中国参与全球安全事务的

程度会日益加深ꎬ同时为了维护“一带一路”沿

线利益的安全ꎬ中国在未来必须重视与有关方

面的安全合作ꎮ 波黑巴尼亚卢卡大学政治学

系教授米洛斯索拉耶尔维(Ｍｉｌｏ Ｓｏｌａｊａ)在发

言中指出ꎬ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ꎬ中国现

在和将来都不会进行军事扩张ꎮ 但是中国正从

“和善的大国发展到和善的超级大国”ꎬ中国也

正在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安全ꎮ 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具有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利益ꎮ 经济方面包

括在该地区的经贸投资利益、能源合作以及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物流条件ꎬ利用当地的劳

动力资源等ꎮ 在安全方面ꎬ保证中东欧及黑海

地区的安全、稳定ꎻ防止传统的地区冲突影响安

全ꎻ保护新建立的贸易通道以及中方人员的安

全ꎮ 但中国所倡导的“１６＋１”合作在安全层面

存在隐患:中东欧一些国家也是北约成员国或

潜在的成员国ꎮ 鉴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ꎬ中

国需要政治层面的保障和军事方面的保护ꎬ中

国在制定政治和安全政策时应给予这些区域足

够的重视ꎮ

中东欧学者还就波罗的海地区的国际环境

和政治风险进行了分析ꎬ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

阐述了“一带一路”与欧盟的波罗的海战略、多

瑙河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ꎮ 华

沙大学的耶德尔泽赛莱普( Ｊｄｒｚｅｊ Ｃｚｅｒｅｐ)在

会上介绍了波罗的海理事会的情况ꎬ以及波罗

的海国家冷战后合作的现状ꎮ 他认为ꎬ一战后

波兰政治家提出了 “ 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ｉｕｍ” (跨海合作)

这一理念ꎬ旨在波兰东部建立亲波兰的国家联

盟ꎬ并成为应对俄罗斯的缓冲区ꎮ 这一理念一

直没有得到实施ꎬ是因为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对

波兰的地区领导力并不认同ꎮ 此外ꎬ该理念存

在以下缺陷:这一区域合作有可能会削弱欧盟ꎻ

难以产生一个被认同的地区领导国家ꎻ区域内

国家之间政治冲突被忽视ꎻ一旦脱离强大的盟

友ꎬ则很容易受到敌对大国的进攻ꎻ区域内的各

种民族主义被唤醒从而导致冲突ꎮ 由此ꎬ他将

这个概念引申至多瑙河区域合作ꎬ并提出:从技

术或政治层面看ꎬ多瑙河地区能否在新丝绸之

路中占有一席之地? 多瑙河地区参与“一带一

路”对于地区合作和欧洲一体化是一种帮助还

是阻碍? 对第三方国家参与是支持还是反对?

“一带一路”倡议对欧盟的多瑙河战略而言是

补充? 还是会导致冲突? 这些问题都有待观

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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