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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波兰外交政策论坛:进展、潜力
与前瞻

刘作奎　 鞠维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正值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波兰之际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６＋１ 智库交

流与合作网络、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主办

的“中国－波兰外交政策论坛:进展、潜力与前

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喜来登酒

店召开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京清到会并

致开幕词ꎬ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斯瓦沃米

尔登布斯基( Ｓｌａｗｏｍｉｒ Ｄｅｂｓｋｉ) 主持了开幕

式ꎮ 来自中波双方的政府、智库、媒体等机构代

表近五十人与会ꎮ

王京清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ꎬ这次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波兰ꎬ开启了中波战略

伙伴关系提速升级的新时代ꎮ 为全面配合并落

实本次访问达成的一系列成果ꎬ中波智库机构

共同筹备了此次中波外交政策论坛ꎮ 本次论坛

既恰逢其时ꎬ又任重道远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

机ꎬ使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智库代表、专家学者

们ꎬ以及中波两国的政府、企业代表能够共同探

讨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等问题ꎮ 此次论坛的召开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波

两国当前的主要情况ꎬ为推动中波的相互理解

和交流发挥积极作用ꎮ

之后ꎬ与会代表围绕“中国－波兰战略伙伴

关系”以及“一带一路下的中波合作”等议题进

行发言ꎬ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ꎮ

一　 对中国－波兰战略伙伴关系的评价

此次论坛的一大主题是“中波战略伙伴关

系的评价”ꎬ与会代表从战略伙伴关系的角度ꎬ

就中国与波兰双边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讨

论ꎮ

中波两国与会代表都给予双方“战略伙伴

关系”积极评价ꎬ认为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波

兰ꎬ进一步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ꎬ对中波以及

“１６＋１ 合作”而言意义重大ꎮ 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欧亚局局长赵磊在发言中表示ꎬ习近平主

席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ꎬ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到了新的水平ꎮ 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发展

达成了新的共识ꎬ描绘了更加美好的未来ꎮ 中

波各领域务实合作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

畴ꎬ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丰富的内涵ꎮ

双边各界人士需要共同努力ꎬ使中波战略伙伴

关系在双边、“１６＋１ 合作”和中欧关系这三个层

面真正做到相互依托、互为补充、齐头并进ꎮ 波

兰外交部亚太司司长米歇尔科沃杰伊斯基

(Ｍｉｃｈａｌ Ｋｏｌｏｄｚｉｅｊｓｋｉ)表示ꎬ中波战略伙伴关系



的建立和升级以双方共同意愿为基础ꎬ体现了

两国对合作的积极愿望和态度ꎬ没有这种共同

意愿ꎬ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ꎮ 中国确

实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各种“战略伙伴关系”ꎬ当

前中波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为“全面

的”ꎬ说明中波关系积极推进的态势非常好ꎮ

波兰政府部门的与会代表希望借助中波战

略伙伴关系深化ꎬ提升波兰在“１６＋１ 合作”机制

中的地位和作用ꎬ同时也希望中国与波兰在稳

定地区局势以及应对危机等方面加强合作ꎮ 波

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波兰总

统府国家发展委员会成员、波兰内阁成员普热

梅 斯 瓦 夫  格 拉 耶 夫 斯 基 ( Ｐｒｚｅｍｙｓłａｗ

Ｚ̇ｕｒａｗｓｋｉ ｖｅｌ Ｇｒａｊｅｗｓｋｉ)指出ꎬ中国是一个巨大

的市场ꎬ这个市场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利

益ꎬ还有发展机遇ꎮ 波兰是欧洲大国ꎬ也是欧洲

的一个巨大市场ꎻ波兰希望加强双向投资ꎬ有更

多的投资进入中国ꎬ这有助于推进双边关系的

发展ꎮ 波兰是“１６＋１ 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国家ꎬ

也是领导者ꎬ反过来波兰也从该框架中获益ꎮ

波兰外交部亚太司司长科沃杰伊斯基表示ꎬ中

波两国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ꎬ波兰总统、外交部

长访问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交流ꎬ波兰在

对华合作方面具有很强的动力ꎮ 中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目前已进入新阶段ꎬ政治关系的加强

和深化为双方经济合作ꎬ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

设、信息技术合作提供了充分保障ꎮ 波兰愿意

在“１６＋１”合作机制中发挥带头作用ꎮ 他还认

为ꎬ波兰、中国都想和平崛起ꎬ两国的发展都需

要稳定的国际环境ꎬ两国都主张维护国际秩序

和规则ꎬ而不是充当破坏者ꎮ 波兰的发展受益

于欧洲和平稳定的秩序ꎬ但也担心受到强权国

家的威胁ꎬ因此重视发展良好的地区秩序ꎮ 他

强调ꎬ联合国宗旨和原则需要重申ꎬ这是国际秩

序得以稳定的重要因素ꎬ中国也是联合国宗旨

和原则的拥护者ꎬ波兰希望在维护地区秩序方

面ꎬ如解决乌克兰危机、改善中亚地缘政治环境

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深入的合作ꎮ

波兰方面也强调中波两国之间的差异性ꎬ

例如有波兰官员指出ꎬ尽管中波关系发展顺利ꎬ

政治互信不断提升ꎬ但不能忽视的是中波之间

彼此仍缺乏了解ꎬ特别是对相互的差异缺乏深

刻的了解ꎮ 波兰外交部官员也提出ꎬ中波两国

具有不同的发展潜力ꎬ也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立

场ꎬ差异性是存在的ꎮ 但是波方同时认为双方

可以摒弃差异ꎬ从务实的、全球化的角度考虑各

种问题ꎬ中波战略合作伙伴的深化有利于减小

差异ꎬ共同合作ꎮ

对于当前的中波战略伙伴关系ꎬ波兰与会

代表提出了一些质疑ꎬ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概

念太空洞ꎬ实际内容太少ꎮ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

所所长登布斯基表示ꎬ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五年以来ꎬ合作成果并不丰富ꎬ而“战略伙伴关

系”这一概念被中国政府使用得太多ꎮ 中波之

间需要建立一种务实、具体和独特的合作伙伴

关系ꎬ而不是泛泛的空谈ꎮ 战略伙伴关系应该

是相互之间共同的想法ꎮ 中方与会代表对此进

行了回应ꎬ提出中波要真正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需要双方超越意识形态分歧ꎮ 中联部欧亚

局局长赵磊表示ꎬ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ꎬ中波双

方关系也未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ꎮ

１９８９ 年以后ꎬ中波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的影

响ꎬ在一段时期内也未达到这种水平ꎮ 现在中

波双方的关系稳定发展ꎬ且前景良好ꎬ这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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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战略伙伴关系ꎬ对双边关系而言也是一种保

障ꎮ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波合作

近年来ꎬ“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波兰极大重

视ꎮ 论坛上ꎬ中波智库学者、政府官员就两国如

何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和研讨ꎮ

波兰政府机构代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给波兰带来了机遇ꎬ同时波兰也是“一带一路”

通往欧洲必经之地ꎬ中方对此应予以重视ꎮ 波

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格拉耶夫

斯基先生认为ꎬ中国和波兰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合作前景看好ꎬ波兰现在聚焦中国的“新

丝路”战略ꎬ是因为这一战略与波兰的发展紧

密相关ꎮ 波兰是中东欧最大的国家ꎬ同时地理

位置优越ꎮ “一带一路”连接到俄罗斯和乌克

兰ꎬ中间需要途经波兰ꎬ因此ꎬ波兰是“一带一

路”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国家ꎮ 波兰外交部亚太

司司长科沃杰伊斯基也表示ꎬ中波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合作可以使两国从全球的视角看

问题ꎮ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和波兰、中东

欧地区以及整个欧盟的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ꎬ

中波双方在和平稳定发展上具有共识ꎮ “一带

一路”建设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ꎬ其沿线国家

和地区政治、经济利益复杂交错ꎬ而中波两国共

同倡导区域和平稳定ꎬ必将受到全球的欢迎ꎮ

波兰不仅通过铁路运输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ꎬ也愿意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ꎮ

“１６＋１”合作不可能涵盖双边合作的所有内容ꎬ

中波两国还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框架、平台下进

行合作ꎬ因此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ꎬ双方可以

从各个维度加强合作ꎮ

对于中波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

所面临的问题和风险ꎬ波兰学者从经贸、投资和

地缘政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ꎮ 波兰罗兹

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梅德明(Ｄｏｍｉｎｉｋ Ｍｉｅｒｚｅ￣

ｊｅｗｓｋｉ)认为ꎬ中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双

边关系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是相互之间的认知

差距ꎮ 例如ꎬ中国很多人把波兰看成发展中国

家ꎬ诸如此类的错误认知将给双边关系的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ꎮ 此外ꎬ中波双方的合作具有不

对称性ꎬ波兰相对中国来说是中等国家ꎬ如何缩

小合作的不对称性需要双方努力ꎮ 中国处理与

小国和大国关系都没问题ꎬ但是如何处理同波

兰这样的中等国家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虑ꎮ

波兰的企业无法同中国大型国企进行竞争ꎬ所

以倾向于选择地方合作ꎬ选择体量相近的中小

企业合作ꎮ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帕

特里克库格尔(Ｐａｒｔｒｙｋ Ｋｕｇｉｅｌ)也表示ꎬ“一带

一路”建设会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ꎬ需要认真

对待ꎮ 首先ꎬ中国对“一带一路”具有很高的期

望ꎬ但是波兰对此持谨慎的乐观态度ꎮ 很多波

兰媒体认为ꎬ亚洲、非洲以及西欧地区是“一带

一路”重要的合作对象区域ꎬ中东欧国家并不

是ꎬ因此对“一带一路”期望值不高等ꎮ 例如ꎬ

波兰加入了亚投行ꎬ很多波兰公司认为能够得

到亚投行的资助ꎬ但目前这都没有变成现实ꎬ不

禁让人感到失望ꎮ 其次ꎬ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波

兰需要接受欧盟的规则ꎬ很多中国公司在波兰

的投资行为没有考虑到欧盟规则的限制因素ꎬ

所以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ꎮ 如果中国企业认

为波兰投资规则太严格ꎬ就更愿意去巴尔干或

非洲地区投资ꎮ 此外ꎬ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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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美国由于观点和利益的不同经常产生矛

盾ꎮ 波兰是美国的盟友ꎬ如果中美发生对抗ꎬ波

兰应持何种立场ꎬ这对波兰来说是个难题ꎮ 最

后ꎬ中波两国之间信息沟通较为缺乏ꎬ相互之间

没有建立稳固的交流基础和渠道ꎮ

中方智库机构代表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

发ꎬ就中波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如何更好地

进行合作提出了建议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

龙认为教育和人文在推动中波合作中发挥了越

来越大的作用ꎬ北京外国语大学致力于培养中

波合作的外语人才和交流型人才ꎬ以推进中波

更多务实合作并加深彼此的了解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研

究所副所长孙壮志在发言中表示ꎬ“一带一路”

倡议与“１６＋１ 合作”目前在理念、内容和目标上

都得到对接ꎬ形成了合力ꎬ发展前景看好ꎮ 中国

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理事长崔建

民从青年交流推动中波合作的角度做了发言ꎮ

他提出中波青年之间应加强政治互信、经贸合

作和文化合作ꎬ以此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加

强两国青年合作的三个主要抓手ꎮ

在论坛结束前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所长、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长黄平

作了总结发言ꎮ 他指出ꎬ中波关系在历史上就

有合作ꎬ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ꎬ我

们曾在同一阵线共同反对法西斯、为各自民族

的独立而奋斗ꎮ 在“一带一路”倡议、“１６＋１ 合

作”以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ꎬ双方有很

大的合作潜力ꎬ双方会很务实地采取双赢的原

则处理问题ꎮ 今天开展的智库交流与合作对双

边关系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ꎮ 未来中国与波兰

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智库ꎬ可以就更广泛的

议题展开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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