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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域主义视角下俄罗斯区域
合作战略演变的多维互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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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新区域主义已成为地区性大国增强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

略。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其区域合作战略的多维性。 一方面,

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始终是俄罗斯欧洲维度区

域合作战略演变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欧洲面临的一体化困境及亚太

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其在亚太维度拓展合作空间。 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

势改善自己在欧洲和亚太维度的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

标。 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及其对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遏制,使

得中俄在应对美国战略挤压上具有了共同利益。 同时,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经济合

作的机制化趋势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意味着中俄也面临着地区性大

国扩张区域合作空间的利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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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出现的新区域主义对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

论在欧洲、北美还是亚太的一体化进程中,地区性大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均构成该

地区合作机制演进的重要变量。 地区性大国联手区内国家不但能增强其解决区

内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助于提升其在全球规则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显然,
新区域主义已成为地区性大国增强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略。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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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其区域合作战略的多维性:一是融

入相对成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二是整合后苏联空间、构建欧亚联盟;三是参与

亚太地区、尤其是正在勃兴的东亚合作进程。 俄罗斯任一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

演变与不同维度下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密不可分。 而多维互动视角下的

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分析不但有助于拓展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研究范式,而且

对于探讨中俄两国在地区合作中的利益交叉具有积极意义。

一摇 文献述评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多边主义进程受阻促使大国转向区域主义,全
球区域合作越发呈现出大国主动推进的发展趋势。 分析大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利

益目标自然成为新区域主义的重要研究方向。淤 通过区分国家规模和引入非经

济目标,新区域主义对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利益目标分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经

济一体化的贸易收益,于而是更趋多元化和多层次。
非传统收益理论为构建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视角。 该

理论由拉科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和乔纳森·波特斯( Jonathan
Portes)首先提出。 他们认为,区域一体化协定不仅能带来贸易创造、贸易条件改

善、规模经济和竞争加剧、刺激国内外投资等传统收益,而且具有提高可信度、信
号传递、增强讨价还价能力、提供“保险冶和政策协调等一系列非传统收益。盂 莫

里斯·斯科夫(Maurice Schiff)和阿兰·温特斯(Alan Winters)进一步指出地区

一体化与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并认为区域一体化协定的外部效应是通过增进互

信、降低冲突可能性来改善成员国的安全。榆 卡罗·佩罗尼(Carlo Perroni)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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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瓦利(John Whalley)认为,由于小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和报复能力较弱,
为进入大国市场和防范贸易战,小国通过对大国进行非贸易领域的单方支付获

得保险安排。 而大国获得的非贸易收益包括限制小国国内政策、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及获取对国有资源使用费安排的保证。淤 瓦利进一步证明了小国对大

国的单边支付表现为确立有利于大国的国内政策目标,同时指出了签订贸易协

定与加强安全安排之间的相关性。于 李向阳主要关注政治因素在大国做出区域

经济合作决策中的地位。 他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

互交织,政治考虑常常是大国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动机,其结果

是区域贸易协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条款。盂

随着公共产品理论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许多学者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

区域合作主导权间的关系角度探讨大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动机。 华特·马特里

(Walter Mattli)认为,主导国的存在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供给因素;作为协

调规则和政策的“焦点冶 ( focal point),主导国能缓解因一体化收益分配不公产

生的紧张局势。榆 在樊勇明看来,由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优势在于涵盖范

围较小、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冶现象,地区性大国

的需求可以通过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得到反映。虞 王玉主探讨了区域公

共产品供给的条件性、约束性和可分割性,并认为,与其相关联的区域合作主导

权也具有类似特点。愚 庞珣认为,大国因实力强大对合作成本的敏感程度较低,

它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合作的关键群体领导着国际合作。舆

新区域主义中的“轮轴-辐条冶结构理论是分析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又一重

要视角。 大国因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较易成为轮轴国,并借此获取“轮轴-辐

条冶体系下的不对称收益。 卡斯坦·科瓦尔齐克(Carsten Kowalczyk)和罗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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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纳科特(Ronald Wonnacott)以北美地区为例比较了一国参与“轮轴-辐条冶
体系和自由贸易区的福利影响,并发现,“轮轴-辐条冶体系下辐条国的福利降

低、轮轴国的福利增加。淤 椋寬(Hiroshi Mukunoki)和舘健太郎(Kentaro Tachi)
通过分析“轮轴-辐条冶体系的动态效应,发现该体系下的成员国具有与局外者

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动机,特别是辐条国具有签署“辐条-辐条冶协定的动机。于

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指出,一国一旦成为轮轴国,就会形成所谓的“自
我强化过程冶 (self-reinforcing process)并进一步巩固其轮轴国地位。盂 东艳认

为,“轮轴-辐条冶体系下的利益分配明显不均衡,而轮辐国不断扩张的动力和外

部国家加入该体系的动力使“轮轴-辐条冶体系中辐条国数量不断增加,利益日

益向轮轴国转移。榆 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轮轴-辐条冶体系

倾向于使辐条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边缘化,但同时却给予轮轴国更多杠杆作用。
他指出,东亚存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天然的轮轴国,因此,该地区最有可能形成中

国-日本双轮轴的“自行车体系冶。虞

由于地区性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不同区域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许
多学者将研究视角从地区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探讨地区性大国获取区域合作

的区域外收益。 瓦利认为,通过地区性协议影响多边谈判的策略考虑是大国寻

求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动机之一。 其中,大国首先与若干小国依次谈判比同时

启动多边谈判获得的收益更大。愚 克拉格·凡格拉斯特克(Craig VanGrasstek)
将地区性大国把区域内规则转化为多边贸易规则的过程称为“序贯谈判冶 ( se鄄
quential negotiation),并认为,这是大国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

主要手段。舆 李向阳认为,由于自贸区最直接的影响是扩大一国的市场规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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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掌握了自贸区的主导权后,它便不仅获得区域合作的内部收益,而且增加了

自己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获得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淤 马述

忠和刘文军以古诺均衡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大国积极筹建双边

自贸区是为了在将来的多边谈判中更有话语权。于

综上可见,关于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大国区域合作战略,学界目前主要从两

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着眼于区域内的力量博弈,其中包括非传统收益、地区性

公共产品供给与主导权、“轮轴-辐条体系冶下的不对称收益等;二是将研究视角

从地区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探讨地区性大国通过区域合作影响国际规则的形

成机理,这里,地区主义本身已构成了通向多边主义的制度变迁过程。 实际上,
由于某一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必然受到其他地区相关进程的影响,盂考察大国区

域合作战略的演进机制时,我们还需要关注不同一体化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当大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本身与不同的一体化地区密切相关时,不同维度

的区域合作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自然就构成了该国整体区域合作战略演进的关

键因素。
因其特殊的地缘特征,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为有关大国区域合作战略的

多维互动分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案例。 一方面,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

苏联空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始终是俄罗斯欧洲维度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重要内

容。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欧洲面临的一体化困境及亚太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其

在亚太维度拓展区域合作空间。 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改善自己在欧洲

和亚太维度的区域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标。 因此,本
文将从多维互动视角分别考察俄罗斯欧洲维度与亚太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

动因,进而分析这种多维互动的演变机制将如何影响到俄罗斯与中国推进区域

一体化战略时的利益交叉。

二摇 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冲突与矛盾

由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日趋加强。 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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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的地区主义给游离其外的俄罗斯造成很大压力。淤 从传统意义上讲,俄罗

斯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 可以说,回归欧洲始终是俄罗斯的梦想。 然而,
俄罗斯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却充满挫折、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整

合后苏联空间力求在传统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主导的地区集团。 事实上,正是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局外者与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主导者这一双重身份构成了俄

罗斯欧洲维度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内在动因。
(一)俄罗斯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局外者

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组织,也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伙

伴。 苏联解体之初,为了获取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

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 该政策的鲜明特点是回归欧洲,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建

立俄罗斯与欧洲的新型国家关系。 进入 21 世纪后,俄罗斯将欧盟视为最重要的

政治和经济伙伴之一,并寻求与其发展全面、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于 在政治

方面,俄罗斯与欧盟在 1994 年签署的《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基础上继续

巩固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在经济领域,双方积极推进“统一经济空间冶计划并

开展能源对话。 目前,俄罗斯已成为欧盟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煤炭和铀供应国,
而欧盟则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外资来源。盂

尽管俄罗斯与欧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但俄罗斯加入欧盟的愿望

却未能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榆 在融入欧洲一体化方面,俄罗斯面临两个不可

克服的困境:一是俄罗斯无法达到欧盟设定的软硬标准;二是俄罗斯本身的国家

规模令欧盟无法容纳。 一旦建立了全欧统一空间,俄罗斯就会占据重要一席,而
这是欧盟所无法接受的。虞 然而,在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同时,欧盟开始与原属

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中东欧国家启动入盟谈判。 2004 年,包括八个中东欧国家在

内的十国入盟,这被称为欧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爆炸式扩大冶。愚 2007 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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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剀剜剡剜剞刳剀匮 刳 禺刂刎卣劐剡匮剽剜卣剡仨刂 匕劁剡剜仃刂剡刳伛, 翼 9, 2006, 劂. 73.

“噩剜剡罔刂蒯罔刳伛 兀剡刂仃剡刂刿 乇剜剌刳劁刳剀刳 夭剜劂劂刳刿劂剀剜刿 囟刂卣刂剽匮罔刳刳冶, 丿刂刭匮赜刳劂刳剞匮伛 丐匮刭刂劁匮, 11 刳仞剌伛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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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剌劐刎匾匮, 乜剀劂蒯剜剽劁-鬲剞蒯剜剽劁 夭剜劂劂刳刳 兀匮刎剡刂刿仃刳冂 卮剜赜匮剽剜赜 丞匮 伛剡赜匮剽仡-卣刂剀匮匾剽仡 2012 卦剜卣匮, 2013。

马风书:“融入欧洲:欧盟东扩与俄罗斯的欧洲战略冶,《欧洲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54 页。
邢广程:“俄罗斯的欧洲情结和西进战略冶,《欧洲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3 页。
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冶,《欧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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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入盟。 由此,欧盟成为横跨东西欧 27 个国家的超国家机

构。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意味着欧盟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延伸,这使得俄罗斯作为

欧盟局外者的经济损失增大。 一方面,东扩后的欧盟因市场规模扩大和关税取

消对成员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但却对区域外国家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贸易转

移。 另一方面,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将采用欧盟的标准和认证程序,并对俄罗斯实

行欧盟的进口配额、反倾销和高标准商检等限制,淤这自然提高了俄罗斯对这些

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
同时,失去昔日盟友的俄罗斯与东扩后的欧盟形成了真正的“零距离冶接

触,由此,欧盟便拥有了影响独联体国家的新杠杆。 作为 “欧洲邻国政策冶
(ENP)的继承和发展,2009 年,欧盟与欧亚六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

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签署《东部伙伴关系宣言》 (EaP),旨在鼓励

伙伴国与欧盟发展经济一体化,并最终与欧盟形成经济共同体。于 由此可见,欧
盟的强劲东扩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传统战略空间,并导致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
俄罗斯面临着地缘政治上被孤立、国际地位被削弱的现实威胁。

(二)俄罗斯作为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主导者

为了巩固并加强传统势力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俄罗斯从亲西方的单向政策

转向“新欧亚主义冶外交,并将整合后苏联空间作为支撑自己欧亚平衡战略的支

点。 在经营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组织的同时,俄罗

斯着力推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独联体地区

的一体化进程。
具体来看,继 2007 年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重启关税同盟后,盂2009 年,

俄白哈三国签署《关税同盟海关法典》,从 2010 年 1 月起正式实行统一关税税

率、关税配额、优惠和特惠体系及对第三国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清单。榆

2011 年 7 月,统一关税空间成立,这标志着关税同盟开始运行。 至此,俄罗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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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页。

徐刚:“欧盟‘东部伙伴关系爷计划评析冶,《国际论坛》2010 年第 9 期,第 26-27 页。
王厚双、王兴立:“俄罗斯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调整及其前景分析冶,《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7

期,第 97 页。
在俄白哈关税同盟中,俄罗斯有 57% 的投票权,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均有 21. 5% 的投票权。

参见 兀. 匕匾剜剌刂剡劂剀刳刿,“夭剜劂劂刳伛 赜 卮匮剞剜刎刂剡剡剜剞 爻剜仞刭刂 刳 兀卮匕: 丿剜赜剜刂 赜 卮剜剽卦剜赜剜刿 乇剜剌刳劁刳剀刂冶, 禺刳剽剜赜匮伛
乜剀剜剡剜剞刳剀匮 刳 禺刂刎卣劐剡匮剽剜卣剡剜刂 匕劁剡剜仃刂剡刳伛, 翼 12, 2011, 劂. 23。



导的前苏联地区“统一经济空间冶已初具雏形,它对该地区日后建立共同市场和

统一货币空间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关

税同盟谈判的积极开展,关税同盟即将扩大至整个欧亚经济共同体。淤

在以俄白哈为轴心扩大关税同盟成员国的同时,俄罗斯进一步提升后苏联

空间一体化的水平和层次。 2011 年 11 月,俄白哈三国通过《欧亚经济一体化宣

言》,并签署《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及《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作章程》。 根据上述

文件,统一经济空间从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并全面运作,而欧亚经济联盟

则可能在 2015 年前建立起来。 届时,俄白哈三国不仅要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

力的自由流动,而且将建立协调各成员国经济政策的超国家机构。 按照普京总

统的战略设计,欧亚经济联盟未来将与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实现经济模式、规制

和技术标准的深度一体化。于 在欧亚联盟方面,2010 年 12 月,欧亚经济共同体

莫斯科元首峰会就如何在统一经济空间基础上建立欧亚联盟达成一致。 根据普

京的设想,欧亚联盟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政治及军事联盟,成为连接欧洲和

亚太地区的有效纽带和坚实环节;作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欧亚联盟将与欧

盟、美国和中国共同保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盂

综上可见,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实际上沿循了从经济一体化过

渡到政治共同体的欧洲传统一体化模式。 俄白哈关税同盟的重启为俄罗斯开启

了与欧洲(通过白俄罗斯)和亚洲(通过哈萨克斯坦)进行经济合作的广阔前

景。榆 同时,以俄白哈三驾马车为核心不断推进统一经济空间向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联盟的提升,已成为俄罗斯实现“欧亚强国冶梦想的切实路径。虞

(三)融入欧洲一体化与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冲突

独联体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视为“战略缓冲区冶和外交“最优先方向冶,愚因

此,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重塑欧亚大国地位的基石,属于俄罗斯区域合作战

略的核心利益。 一方面,欧盟东扩吸纳了范围广泛的中东欧国家,这导致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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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imir Putin, “An Asia-Pacific Growth Agenda冶,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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剀 夭刂卦刳剜剡匮剌仡剡剜剞刳冶, 禺刳剽剜赜匮伛 乜剀剜剡剜剞刳剀匮 刳 禺刂刎卣劐剡匮剽剜卣剡仨刂 匕劁剡剜仃刂剡刳伛, 翼 11, 2011, 劂. 46.
欧阳向英:“欧亚联盟———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发展前景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76 页。
王郦久:“试析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冶,《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2 期,第 34 页。



经济政治安全遭受空前威胁。 独联体作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最后安全屏

障,势必成为俄罗斯力保的对象。 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满足于地区性大国身份,
仍致力于恢复和巩固自己的全球大国地位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

极。淤 而独联体地区则是俄罗斯走向世界、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战略依托。于

然而,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不可避免地与欧盟的进一步扩张出现利益冲

突。 其突出例证便是二者对乌克兰的争夺。 作为欧盟和俄罗斯两大地缘政治经

济体的共同邻国,乌克兰对俄罗斯统一后苏联空间及欧盟扩张均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盂 在俄罗斯方面,乌克兰是独联体内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体,是
俄罗斯实现欧亚联盟及独联体一体化的关键国家。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没
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冶榆而对于欧盟而言,乌克兰是具有地

缘优势的欧洲国家,欧盟的长期目标是通过推行“欧洲邻国政策冶和“东部伙伴

关系计划冶让乌克兰完全接受欧盟的价值标准、脱俄入欧。
显然,尽管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又是欧盟最重要的能源供

给国,二者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无法弥合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虞 特别是欧洲一

体化的扩张与俄罗斯维持独联体这一传统势力范围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而后

者无疑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倘使推行一种平行路线,即与独联体国

家构建优惠关系体系,同时寻求与欧盟之间的最优合作模式,那么,俄罗斯又将

无法融入传统的欧洲一体化之中。愚 随着以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

基础的欧亚经济联盟逐步上升为欧亚联盟,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与欧盟扩张

之间的矛盾必将不断加深。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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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摇 亚太维度:分享亚太区域合作收益与平衡西方外部压力

根据 2000 年俄罗斯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多维性成为其外

交的重要原则。淤 其中,欧、亚两个维度的任何相互排斥或补充都将不被接受。于

近年来,亚太维度在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中的权重迅速提升。 一方面,俄罗斯在

欧洲面临的区域合作困境使其“东向冶需求变得格外迫切。 另一方面,随着亚太

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俄罗斯寄望于搭乘亚太“经济快车冶分享区域合作收

益、进而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盂 由此,俄罗斯确定了“欧亚平

衡、东西兼顾冶的全方位区域合作战略。 显然,俄罗斯亚太维度区域合作战略的

拓展,既是其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后的现实选择,又是自身实现国内区域间

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俄罗斯作为亚太一体化的参与者

考虑到亚太地区大国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的亚太区域合作将不会定位在

一个或两个国家,而是推行多方面、多元素的政策,榆广泛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

组织和多边机制。虞 继 1998 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后,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在该组

织框架下就贸易制度自由化、相互投资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
2012 年,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 20 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的《共同宣言》反映了俄罗斯的四个目标议题,它们是推动

亚太经合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为本国融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创造有利条件;扩大俄罗斯对亚太国家的粮食出口、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实施农

业合作项目;利用横跨欧亚的地理优势,承担亚太与欧洲之间的过境运输国角

色,构建有利的地区交通物流体系;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生物技术、核能和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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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等领域发展创新合作。淤

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俄罗斯参与图们江次区域开发项目并与中国就发

展次区域合作进行国家级战略对接。 为落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开发计划,
1995 年,中、俄、朝、韩、蒙五国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

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

谅解备忘录》。 中、俄、朝三国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

的协定》。 此外,为协调实施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与俄罗斯《远东及外贝加

尔地区 2013 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中俄两国于 2009 年签署了《中
国东北地区与俄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于,通
过与中国毗邻地区的次区域合作促进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发展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

是俄罗斯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又一优先方向。盂 1992 年,俄罗斯成为东盟磋商

伙伴国,这标志着冷战后俄罗斯对东盟外交的重新起航。 1996 年,俄罗斯从东

盟磋商伙伴国升级为全面对话伙伴国,这标志着俄罗斯与东盟的整体性交往进

入一个新阶段。榆 继 2004 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在 2005 年

首届俄罗斯-东盟首脑峰会上,双方签署《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并达成《2005-2015 年推进全面合作行动计划》。虞 2010 年,第 5 届东亚峰会同

意吸收俄罗斯和美国,并扩大为“10+8冶机制,这意味着俄罗斯与东盟的关系已

涵盖现有各个层次。 目前,俄罗斯正与关税同盟伙伴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研

究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如果成功,未来将扩至整个东盟。愚

(二)寻求亚太区域合作的最大化收益

从俄罗斯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来看,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决定其战略

东向的直接原因。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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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 融入富有活力的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不仅将促进该地

区经济增长、降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而且能够加强俄罗斯在形成中的亚太地区

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淤 反之,倘若一直被排挤在亚太合作进程之外,那么,这些

经济落后地区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俄罗斯整体上也将缺乏重要的增长动力。

因此,随着亚太经济规模的扩大,俄罗斯必然会调整其偏向西方的传统对外政

策,着力解决亚太重要性的提升与自己亚太政策严重滞后这一突出矛盾。于

在推行“东向政策冶过程中,俄罗斯逐渐从偏重东北亚合作转向与东南亚多

边合作并重。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将东北亚视为自己通向东亚乃至亚太地区

的门户,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也主要是寄望于依托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

而实现。盂 然而,无论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的图们江次区域开发、还是日本

积极推动的“环日本海经济圈冶合作项目,都无一例外地一度趋冷甚至搁浅。 鉴

于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的起伏不定,东北亚区域合

作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此相对,东南亚成为东亚一体化的核

心,而东盟则是推进该地区融合的重要机制。 俄罗斯可以借助与东盟加强合作

涉足东亚、跻身亚太,进而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因此,考虑

到东北亚未能充分发挥通向东亚门户的作用,俄罗斯逐渐从依托东北亚转向重

视东南亚、采取直接进入东南亚的“东向政策冶。榆

俄罗斯重视东盟的又一现实考虑是,试图采取一种均衡策略来降低远东和

西伯利亚地区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可能风险,即在与邻国扩大合作的同时促进对

外经济关系的多样化。虞 远东和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落后地区。 这些

地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贸关系要比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联系密切得

多。 在俄罗斯看来,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参与到由中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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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因此,它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亚洲部分转向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淤 再

者,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油气开发合作,有利于解决俄罗斯油气工程投资不足的问

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时,能源供给的多样化也有助于提高俄在能源出口

价格上的讨价还价能力。于 通过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相对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

赖,以一种均衡的策略来最大化地分享区域合作收益,这是经济上弱势地区参与

区域合作的根本出发点。盂

(三)以欧亚为战略依托、平衡欧盟扩张的外部压力

作为实现欧亚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亚太维度在俄罗斯多维区域合作战略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通过整合后苏联空间和推行积极的“东向政策冶,俄
罗斯致力于在欧亚地区构筑多层级的战略依托结构。 作为第一层次的独联体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欧亚联盟构成多层战略依托的内核。 中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其战略依托的第二层次。榆 而俄罗斯广泛

参与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和其与亚洲传统盟国的双边关系则是处于外围的第三

层次。
然而,作为俄罗斯多层战略依托内核的独联体国家总体上经济实力较弱,虞

其经济规模既远远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又无法与崛起中的东亚相抗衡。
再者,独联体国家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导致它们经济结构的竞

争性大于互补性,很难形成高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愚 由此,俄罗斯意识到要想

增强对西方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就需要同东方建立持久的密切联系。 可以说,俄
罗斯成为亚太事务的“全权参与者冶能凸显其欧亚大国地位,进而有助于其取得

对欧盟关系上的优势地位。舆 由此可见,从多维互动的角度看,俄罗斯亚太维度

区域合作战略的重要特征是借助欧亚的战略依托来平衡欧盟扩张的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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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俄罗斯是一个帝国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但面对日益增强的区

域集团化趋势,它既无法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又无从在短期内实现整个独联体

地区的一体化。 俄罗斯面临的区域合作困境及亚太经济规模的增大,使得亚太

在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权重迅速提升。 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

依托更富效率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同时,区域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又可以降低俄

罗斯对欧洲的传统高度依赖。 因此,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区域合作具有明确的

多重战略目标,即在搭乘亚太“经济快车冶、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乃至整个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同时,谋求更大的地区规则制定权,进而借助亚太制衡西方、
重塑俄罗斯的全球大国地位。

四摇 中俄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利益交叉

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演变既是其对全球区域一体化趋势及世界经济格局

调整做出的政策应对,也是对不同维度下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收益的权衡结果。
作为彼此相邻的地区性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在各自推进区域合作战略时存在利

益交叉。 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以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

为基础构建自己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而中国区域合作战略的重心则是积极参

与和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俄罗斯的欧亚属性与中国的亚洲属性决定了这

种利益交叉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中亚两个地区。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及其对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

遏制,使得中俄两国在应对美国战略挤压上具有了共同利益。 具体来看,美国倡

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东亚一体化合作机制构成了严峻挑战,并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推进“10+3冶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发展势头。 同时,为了将

中亚从后苏联空间中独立出来、使之不再是俄罗斯的“主场冶,美国通过实施“大
中亚冶战略试图将中亚和南亚连成新的地缘政治板块。淤 普京提出欧亚联盟后,
美国又以俄罗斯借助经济一体化方案重建“新版苏联冶为由加以遏制。 面对共

同的外部压力,中俄两国在推进区域合作战略时产生了合作需求。 一方面,中国

积极支持俄罗斯参与东亚合作进程,通过大国关系的互动与发展来平衡美国在

该地区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俄罗斯依赖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平台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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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战略协作以应对美国在中亚的势力扩张。
然而,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趋势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能

源合作,意味着中俄两国也面临着地区性大国扩张区域合作空间的利益竞争。
为了相对降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俄罗斯凭借能源外

交优势正积极谋求与越南、韩国、印度及新西兰进行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或启动自

贸区谈判。淤 其结果是俄罗斯可能会成为未来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新的轮轴国。
对于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力量博弈,俄罗斯目前虽然没有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的计划,于但它将作为东亚地区的一支中立力量存在,在保持选择和行动自

由的同时谋求中美竞争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盂

随着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管道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开通,中国与中

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这客观上威胁到俄罗斯油气公司在中亚的垄

断利益。 实际上,在俄罗斯看来,任何大国在中亚扩大经济影响都会损害其既得

利益。 特别是在对中亚国家的合作方面,中国在国家实力和经济结构互补性上

较俄罗斯更具优势。 这使得俄罗斯担心自身经济影响力的降低会削弱其在中亚

的政治影响力。 因此,尽管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高度的

积极性,但俄罗斯始终提防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功能会成为中国进

行经济扩张的工具。榆

此外,俄罗斯致力于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客观上也会冲击到上海合作组织框

架下经济合作层次的提升。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一支独大的“独轮车体系冶,
而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中俄两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的“自行车体系冶,两个轮轴的

方向决定了整个地区组织的发展方向。 显然,为了保持自己在未来中亚政治和

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势必会尽力打造欧亚经济联盟,而非寻求在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传统一体化模式。虞

总体上看,作为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目前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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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战略上的合作需求高于相互竞争。 由于美国加紧对欧亚大陆及亚太地

区的潜在竞争者进行战略围堵,中俄两国加强地区层面的战略合作无疑是重要

的务实选择。 然而,随着中俄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对中国的

防范心态将与日俱增,这必然会成为影响两国在彼此区域合作战略上相互支持

的现实障碍。

五摇 结语

俄罗斯因其特殊的地缘特征,为从新区域主义视角考察大国区域合作战略

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案例。 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本身与欧洲、后苏联空间和亚太

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维度区域合作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

了该国整体区域合作战略演进的关键因素。 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改善

自己在欧洲和亚太维度的区域合作环境是俄罗斯推进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目

标。
作为彼此相邻的地区性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在各自推进区域合作战略时存

在利益交叉。 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能源合作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利益出现碰

撞。 而俄罗斯积极融入东亚合作的重要目的,是相对降低国内亚洲地区对中国

的经济依赖,同时在东亚谋求中美竞争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因此,尽管就

目前而言,应对美国的外部威胁构成了中俄联手的战略安全利益,但从长期看,
中俄扩展区域合作空间中的利益竞争可能会不断凸显。

(作者简介: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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