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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发生了深刻变革ꎬ 集中地

体现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和逐步实施ꎮ “一带一路” 倡议是新时

期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ꎮ 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落地中东ꎬ
既是现阶段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合作的主要任务和责任担当ꎬ 也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了中国中东外交的稳步成长ꎮ 中阿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两个重要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ꎮ
未来ꎬ 中国中东外交需要更精细的中层战略支撑国家外交大战略ꎬ 也应

该汲取欧美国家参与中东事务的经验教训ꎮ
关 键 词　 中国中东外交 　 “一带一路” 　 中阿合作论坛 　 命运

共同体　 能源利益

作者简介　 王猛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ꎬ 旨在通过加强国际

合作ꎬ 对接彼此发展战略ꎬ 实现优势互补ꎬ 促进共同发展ꎮ 五年来ꎬ “一带一

路” 倡议遵循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ꎬ 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ꎬ 借用古

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ꎬ 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ꎮ 它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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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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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实现多元、 自主、 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ꎻ 也是深化区域合作ꎬ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ꎬ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ꎻ 更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 对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 公

正、 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ꎮ 当下ꎬ “一带一路” 建设正在成为中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 «中阿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ꎬ 包括合作原则与目标、 双方在倡议框架内取得的成就ꎬ 以及合作

重点与前景ꎮ① 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和地区国家集体签署的第一份共建 “一带

一路” 合作文件ꎬ 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ꎮ 事实上ꎬ 中东与

中国在资源、 地缘、 市场、 产能方面高度互补ꎬ 有条件开展产能合作ꎬ 促进

互联互通ꎬ 共同实施促进稳定、 创新合作、 产能对接、 增进友好四大行动ꎬ
是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的重要地区ꎮ 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落地中东

是现阶段中国中东外交的主要内容ꎬ 涵盖领域不断拓展ꎬ 合作成果日益丰富ꎬ
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ꎮ 然而ꎬ 由于中东地区存在根深蒂固的复杂矛盾和

诡异多变的发展可能ꎬ 更由于中国观察世界的角度②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ꎬ 中国的中东外交唯有顺势而为ꎬ 聚焦务实合作ꎬ 做实惠民举措ꎬ
才能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落地中东ꎬ 打造互利共赢的 “利益共

同体” 和 “命运共同体”ꎮ

中国中东外交发展回顾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ꎬ 从整体视角看就是中国的中东外交ꎬ 从行为体视

角看就是参与中东事务ꎮ③ 上述两个概念的内涵相同ꎬ 但前者传统上多是高级

政治议程ꎬ 一般属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合作范畴ꎬ 侧重对事件结果和过程的描

述ꎻ 后者更具低级政治色彩ꎬ 涉及对象多ꎬ 更强调参与过程的内容和技术ꎮ

２２

①

②

③

«中阿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 (北京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ａｇｘ / ｇｊｙｄｙｌ / ｔ１５７７０１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０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至 ２３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ꎬ 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 大局观和角色观ꎮ 参见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１８０６２３ / ｄ２９ｆ６ａａｂ － ｆ９７３ － ａ８ｂ１ －
ｅ０３１ － ｂｆ８７１ｅｆ１９９ｄ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４ꎮ

本文论述的中东国家范围ꎬ 包括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 以色列、 塞

浦路斯、 阿富汗六国ꎬ 即 “大中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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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兼具身份和利益的实体ꎮ 身份是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互动过程中体

现出来的内在属性ꎬ 指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ꎬ 反映着它

与主导国际社会之间的认同程度ꎮ① 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ꎬ 具有

客观性质ꎬ 但国家利益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并非固定不变的先定存在ꎬ 而是由

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战略关系结构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

的ꎬ② 各项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ꎮ 国家在不同时期

的身份认同有异ꎬ 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各项利益诉求及其优先次序也就不尽

一致ꎬ 在具体对外参与中亦应采取着不同的战略和战术ꎮ
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ꎬ 中国的外交方针发生过数次重大变化ꎬ 中国的国际地位

不断提高ꎬ 但中国和中东始终没有根本性利害冲突ꎬ 中东事务在中国外交格

局中也不占主要位置ꎮ 以中国改革开放的 １９７９ 年为分界点ꎬ 在 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
中国中东外交走过了内容与形式均不太相同的两个 ３０ 多年ꎬ 与中东国家建交

史上的两个 “一首一尾” 集中体现了中东外交的历史与现状、 程度和限度ꎬ
也反映了中国中东外交日益准确的国家身份定位、 务实合理的利益层次架构

和审慎精准的行为策略选择ꎮ 就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而言ꎬ 从 １９５６ 年中埃

建交到 １９９０ 年中沙建交ꎬ 中国与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ꎮ 作为

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ꎬ 埃及和沙特虽然政治体制和意识

形态不同ꎬ 但现在都已成为中国在阿拉伯乃至整个中东的重要合作伙伴ꎬ 全

面战略伙伴是对中埃和中沙双方关系的最新外交定位ꎮ 中埃建交是中阿关系

的新起点ꎬ 双边关系始终代表着中阿关系的高度和温度ꎮ 沙特已是中国在中

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双方友好合作越来越具有战略性质ꎬ 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顺理成章ꎮ 就整个中东而言ꎬ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最晚ꎬ 两国建交标志

着中国在中东全方位外交的真正开始ꎬ 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开始更均衡全面

地参与中东和平进程ꎬ 参与对外事务手法也日趋精细ꎮ 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冷

战背景下ꎬ 中国参与阿拉伯事务从埃及到沙特的演进历程ꎬ 与以色列关系发

展的曲折发展ꎬ 既折射出中国外交的成长成熟历程ꎬ 也彰显了中国参与中东

３２

①

②

从对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看ꎬ 国家身份大致可分为三类ꎬ 即希望维护既存国际体系的现状性

国家、 与国际社会保持距离的游离性国家、 试图改变国际体系现状的革命性国家ꎮ 详见秦亚青: «国
家身份、 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１ 页ꎮ

国际关系行为体ꎬ 是指能够独立地参加国际事务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一系列实体ꎬ 简称行为

体ꎬ 大致分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两大类ꎮ 参见蔡拓: «国际关系学»ꎬ 南开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

版ꎬ 第 ４７ ~ ５３ 页ꎻ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１２ ~ １４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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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世界事务的程度与限度ꎮ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２ 年间ꎬ 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日益集中在经济领域ꎬ 基本态

势由此前的较少往来发展为联系密切和优势互补ꎮ 对中东政治事务的参与在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参见表 １)ꎬ 发展态势在一段时期的相对弱化

后开始呈现上升趋势ꎬ 总体上从单向度发展到双向度ꎬ 具体参与的深度、 广

度和有效度都在增加ꎬ 具有 “整体超脱ꎬ 局部介入ꎻ 以我为主ꎬ 务实参与”
特点ꎮ 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ꎮ 其一ꎬ 中国经济体量虽增长较快ꎬ 但仍是发展

中国家ꎬ 对外参与必须服务国内发展ꎬ 为内部发展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对阿以问题的态度更加体现出一种均衡性立场ꎬ 与中东的

交往也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关系扩大到军事、 经贸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ꎬ
日益注重参与效果ꎮ 其二ꎬ 中国在人口、 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权力资

源方面已具备世界大国的基本元素ꎮ

表 １　 中国参与中东事务发展演变 (１９４９ ~ ２０１７ 年)

次序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领
域 主要内容 领

域 主要内容 领
域 主要内容 领

域 主要内容

１ 政
治

争取外交承
认与 支 持ꎬ
反对霸权主
义ꎬ 支持民
族解放运动

经
济

劳务 输 出、
工程 承 包、
商贸 往 来、
能源 联 系ꎻ
适 度 对 外
援助

经
济

持续稳定的能
源保障、 多渠
道开展商贸往
来ꎬ 以工程承
包带动劳务输
出ꎬ 发展投资
和旅游

经
济

对接中东国家
发展转型ꎬ 探
寻双方优势与
需求 结 合 点ꎬ
推进大型带路
项目落地ꎬ 开
展务 实 合 作ꎬ
建设发展中东

２ 安
全

关注传统安
全ꎬ 反对干
涉他国内政

军
事

有 少 量 军
售ꎬ 有针对
性的多种形
式军援

政
治

整体超脱ꎬ 局
部介入ꎬ 积极
劝和促谈ꎬ 推
动热点问题政
治解决ꎬ 促进
共同发展

政
治

建设性参与地
区事务ꎬ 推进
政策沟通和热
点问题政治解
决ꎬ 分享治国
理政经验ꎬ 助
力中东发展道
路 的 自 主 探
索ꎬ 倡导和平
中东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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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经
济

规模小ꎬ 内
容少ꎬ 服务
政治需要

政
治

争取外交承
认支持ꎬ 反
对 霸 权 主
义ꎬ 营造有
利 的 外 部
环境

安
全

关注非传统安
全ꎬ 有限度参
与中东地方治
理ꎬ 倡导和谐
中东

文
化

搭建对话和交
流平台ꎬ 深化
科 教 文 卫 合
作ꎬ 推进民心
相通ꎬ 弘扬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ꎬ 倡导多元
开放的中东

４ 军
事

服从政治需
要ꎬ 无偿单
向援助

宗
教

鼓励对外交
往ꎬ 展示开
放姿态ꎬ 服
务国内建设

文
化

官民双向多层
次互动ꎬ 增进
文化交流

安
全

用中国智慧消
解各类安全威
胁ꎬ 有限度参
与中东地方治
理ꎬ 倡导稳定
的中东

５ 文
化

官方主导交
流ꎬ 促进政
治友好

安
全

关注政治安
全ꎬ 非传统
安 全 因 素
凸显

军
事

维护和平ꎬ 促
进共同发展

军
事

维护和平ꎬ 促
进共 同 发 展ꎬ
扩大参与地区
事务的途径

６ 宗
教 交往有限 文

化

官方主导交
流ꎬ 助力经
济政治联系

宗
教

反 对 宗 教 歧
见ꎬ 规范对外
交往ꎬ 抵制消
极影响

宗
教

反 对 宗 教 歧
见ꎬ 主张平等
互鉴ꎬ 规范对
外交往ꎬ 抵制
消极影响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对中国中东外交的态势研判自制ꎮ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ꎬ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 (自
２０１０ 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国家身份的变化使中国对周边及国际

事务的认知因之改变ꎬ 中国外交也由此发生深刻变革ꎬ 集中地体现为 “一带

一路” 倡议的提出和逐步实施ꎮ 首先ꎬ 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

础设施 “硬联通”ꎬ 聚焦经济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ꎬ 契合沿线国家发展需

要ꎬ 与沿线国家的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ꎬ 贸易投资大幅增长ꎬ 标志性项目逐

步落地ꎬ 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成型ꎮ 其次ꎬ 扎实推进沿线国家的政策规则标准

“软联通”ꎬ 提升经贸投资合作水平ꎬ 统筹做好国际产能合作ꎬ 增添共同发展

新动力ꎮ 加强金融合作ꎬ 发挥好各类金融机构作用ꎬ 提高金融服务 “一带一

路” 建设水平ꎮ 深化人文交流ꎬ 加强科学、 教育、 文化、 卫生等领域合作ꎬ
筑牢 “一带一路” 建设民心基础ꎮ 加强节能环保、 循环经济、 清洁能源等方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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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合作ꎬ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ꎮ① 再次ꎬ “一带一路” 建设吸引了全球 １００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ꎬ 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主要抓手ꎬ 形

成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中国已同 ８０ 个国家和组织签署

了共建合作协议ꎬ 同 ３０ 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ꎬ 在沿线 ２４ 个国家

推进建设了 ７５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ꎮ 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

事会、 亚太经合组织、 亚欧会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国际和地区组织ꎬ
都在有关决议或文件中纳入或体现了 “一带一路” 建设内容ꎮ

中东是中国战略大周边ꎬ 是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的节点地区ꎬ 攸关多

重利益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该倡议落地中东的路线

图日益清晰: 从 «共建 “一带一路” 愿景与行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到 «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再到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的顶层制度设计ꎬ 展现了中国与中东

国家加强战略合作关系的强烈政治意愿ꎮ 受此带动ꎬ 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

随即进入了快车道ꎬ 既以全球化视野处置中东事务ꎬ 将之置于重构中的整体

外交框架ꎻ 又切实拓展国家利益ꎬ 深化与沙特等产油国以及埃及等国的联系ꎬ
在巴以和平、 伊朗核问题等事务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ꎬ 实现了常态参与

中东事务的跨越式发展ꎮ 从中沙能源合作、 中阿经贸联系到中伊能源与战略

合作、 中埃苏伊士经贸区建设等ꎬ 沙特、 阿联酋、 伊朗和埃及等国不仅长期

是既往中东外交的重点参与对象ꎬ 对这些国家事务的参与构成了中国中东外

交的基本内容ꎻ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过程中ꎬ 这些国家也依然是重要

的节点国家ꎮ 应该说ꎬ 中东外交的这种发展态势和内在逻辑ꎬ 既是 “一带一

路” 倡议提出的基础和动力之一ꎬ 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落地中东的内

容和基本路径ꎮ
从具体过程看ꎬ 中国沉着冷静应对中东乱局ꎬ 有效维护了在中东的战略、

发展和安全利益ꎬ 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大国的中国特色中东外交之路ꎮ 首

先ꎬ 积极劝和促谈ꎬ 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ꎬ 倡导和平的中东ꎮ 在具体的参

与过程中ꎬ 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ꎬ 坚持推进政治解决不动摇ꎬ
为伊核问题、 巴以冲突等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方案ꎬ 发挥中国中东外交从 “下

６２

① «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一带一路” 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传承与担当　

半场” 向 “上半场” 延伸作用ꎬ 以前瞻性眼光建立完善的安全形势和风险评

估机制ꎬ 成为推动地区政治解决、 促进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ꎬ 也是相关各

方日益看重的合作伙伴ꎮ 其次ꎬ 以构建 “一带一路” 为主线ꎬ 开展务实合作ꎬ
倡导发展的中东ꎮ 中国已经同 ９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落地了伊朗德马高铁、 埃及市郊铁路等一系列大项目ꎬ 建设了埃及苏伊士、
沙特吉赞、 阿联酋阿布扎比、 阿曼布库姆等多个产业园区ꎬ 未来还将使 “一
带一路” 建设更切实对接地区国家改革转型趋势ꎬ 推动更多新项目、 好项目

落地ꎬ 以发展的视角给解决中东问题提供新思路ꎮ 再次ꎬ 推进文明对话和人

文交流ꎬ 倡导多元开放的中东ꎮ 中国主张文明平等互鉴ꎬ 反对针对特定民族

和宗教的歧见ꎬ 积极开展文化、 历史、 教育、 旅游等各种形式的文明交流ꎬ
打造多渠道交流合作平台ꎬ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ꎬ 助力地区国家自主探索发展

道路ꎬ 推进与中东国家间的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ꎮ

中东外交的变革动力与现实定位

中东是古代陆海丝路的交汇地带和西端的直接贸易伙伴ꎬ 中国与中东的

交往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ꎬ “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

赢” 的丝路精神薪火相传ꎮ 中东又是现阶段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地

区ꎬ 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ꎬ 而发展本身就是对国际合

作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ꎮ 一方面ꎬ 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急剧

提升了中国对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ꎬ 提高了中国商品在中东市场的占有率ꎬ
能源合作与经贸联系是中国与中东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石和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
多数中东国家ꎬ 无论是传统强国伊朗、 土耳其、 埃及ꎬ 还是百废待兴的伊拉

克、 阿富汗、 苏丹ꎬ 都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出路ꎬ 这与

以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的 “一带一路” 倡议高度契合ꎬ 因之深化的经贸联系

是中国中东外交创新发展的压力、 动力和前提ꎮ
(一) 中国外交发展的内外动力

中国是全球较早走出冷战阴影的世界大国ꎬ 在积极的对外开放中创造了

“中国奇迹”ꎮ①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１ ５００ 亿美元提高到

７２

① 苏晓晖: «扩大开放是中国主动战略之举»ꎬ 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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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４１ 万亿美元ꎬ 全球占比由 １ ７６％ 提高到 １５ ３％ ꎬ 全球位次从第十位上升

至第二位 (２０１０ 年)ꎻ①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平均达到 １３ ５％ 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间在 ３０％左右ꎬ 年度经济增量相当于世界第 １７ 大经济体土耳其

的经济总量ꎮ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中国 ５００ 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２２０ 多种工

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ꎬ 在家电、 服装、 钢铁等简单制造业领域已经担负起

许多大宗商品供应者的角色ꎬ 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 １３０
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ꎬ 在高铁、 核电、 卫星导航、 新能源等领域的竞争力

显著增强ꎻ 吸引外资连续 ２６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ꎬ 实际使用外资 １ ９１ 万

亿美元ꎬ 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ꎬ 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ꎻ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７ 亿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９６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７ 年

为 １ ２４６ 亿)ꎬ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１ ４８ 万亿美元ꎬ 由 ２００２ 年的全球第 ２５ 位

上升至第六位ꎬ 涵盖国民经济 １８ 个行业大类ꎬ 覆盖全球超过 ８０％的国家 (地
区)ꎬ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ꎬ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

过 ５ 万亿美元ꎬ 正在由净资本引入国向净资本输出国转变ꎻ 人民币被纳入特

别提款权 (ＳＤＲ) 货币篮子ꎬ 跃居全球最常用支付货币第六位ꎬ 在计价结算、
投资交易、 储备货币等功能的国际化方面稳步提升ꎮ③ ２０１４ 年ꎬ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ＩＭＦ) 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１７ ６ 万亿美元ꎬ
超过同年美国的 １７ ４ 万亿美元ꎬ 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ꎮ④

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年度增量带动了全球贸易、 金融、 技术、 资本的

深刻变局ꎬ 日益感觉到权力转移压力的国际体系内 “守成国家”ꎬ 尤其是美、
日及欧洲的传统大国ꎬ 对中国既存期望ꎬ 也有疑虑ꎮ 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国的

崛起带动了全球和它们各自的发展ꎬ 一再对作为新来者的中国进行 “利益攸

关方” 等社会化的 “他者角色确定”ꎬ 担心中国裹挟着民族主义抱负和历史屈

辱感的崛起将严重冲击目前的世界秩序ꎬ 对中国的警觉意识持续增加ꎬ 政策

８２

①

②

③

④

臧旭恒、 李扬、 贺洋: «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版图的改变»ꎬ 载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７ 页ꎮ

Ｊａｍｅｓ Ｋｙｎｇｅ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ｄｄ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２０１３”ꎬ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ａｎ ２０ꎬ
２０１４

Ｉａｎ Ｂｒｅｍｍ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Ｎｏｖ ２７ꎬ ２０１３ 丁志杰: «中
国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ꎻ 苏格: «全球视野之 “一带一路”»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 页ꎻ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中国对外投资报告»ꎬ 人民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 ~ ４ 页ꎮ
Ｌｉａｍ Ｈａｌｌｉｇａｎꎬ “Ａ Ｙｅａｒ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ｎ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ꎬ Ｊａｎ ３ꎬ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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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不断变化ꎬ 从 “威胁论”、 “遏制论”、 “崩溃论”、 “新殖民主义论” 到

“机遇论”、 “责任论”、 “共治论”、 “傲慢论”、 “强硬论” 不一而足ꎬ 将中国

的 “一带一路” 倡议看作霸权主义机制ꎮ① 与此同时ꎬ 由于双方实力对比变

化导致的权力转移和心理失衡ꎬ 部分发达国家因应中国事务的自利因素明显

上升ꎬ 他们以零和心态看待中国的崛起ꎬ 鼓噪中国应该像 １９４７ 年的美国那样

开始领导世界ꎬ 购买遭金融危机重创国家的债券ꎬ 落实发达经济体对第三世

界无法兑现的发展援助承诺等ꎬ 不能为了推卸责任而刻意 “装穷”ꎮ② 部分亚

洲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敌视心理增强ꎬ 搅动多方的南海问题就是斗争焦点之

一ꎮ ２０１７ 年末ꎬ 特朗普政府的首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带有浓厚的

冷战思维ꎬ 不仅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 “战略竞争者” 和 “利益挑战者”ꎬ 同

时还将中国称作正以明确战略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 “修正主义国家”ꎮ③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ꎬ 中国积极构建海陆统筹、 东西互济的全球开放新格

局ꎬ 国家战略目标表述也发展为内外兼顾的 “中国梦”ꎬ 既强调国内发展和人

民富足ꎬ 又强调摆脱近现代 “救亡图存” 的危机意识和历史悲情ꎬ 将自身发

展与世界发展对接ꎮ④ 相应地ꎬ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 “更具全球视野、 更富进取

意识、 更有开创精神”ꎬ 积极构筑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ꎬ 探索有中国特

色的大国外交之路ꎬ 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全面提升ꎮ⑤ 其一ꎬ 从和平发展

观、 合作安全观、 正确义利观、 中国文明观到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
伙伴关系网络、 “一带一路” 倡议、 “命运共同体” 等ꎬ “话语权导向” 的战

略新思路日益清晰ꎬ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内涵日渐丰富ꎮ 其二ꎬ 从亚太自贸

区扩围扩容、 跨国设施联通、 贸易投资便利化、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建设主

骨架到亚投行、 金砖银行、 丝路基金和南南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启动运行ꎬ
中国外交以点带面ꎬ 从线到片ꎬ 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全面提升ꎬ 日益从被

动性融入世界向主动性全球布局转变ꎮ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冯巍、 程国强: «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评价»ꎬ 载 «中国经济时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ꎮ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ａｃｈｍ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ｌｅａ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Ｏｃｔ ２５ꎬ ２０１０ꎻ

Ｎａｔｈａｎ Ｇａｒｄｅｌｓꎬ “Ｙｏｕ’ｒｅ ｏｎ Ｔｏｐ Ｎｏｗꎬ Ｓｔａｒ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Ｊｕｎｅ ２８ꎬ ２０１１
晓岸: «真正的 “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 不在太平洋西岸»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４ 页ꎮ
陈刚: «中国开启强势外交时代»ꎬ 载 [新加坡] «联合早报» (中文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王毅: «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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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中东外交的现实定位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ꎬ 但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必须进行

精准界定ꎮ 各国一般根据各自的受威胁程度确定各项利益的优先次序ꎬ 进而确

定国家对外交往的原则与方案ꎮ 借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国家利益层次划

分ꎬ 结合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书ꎬ 中国的国家利益可

分为核心、 重要、 一般利益ꎮ 首先ꎬ 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大致包括主权、 政治

安全和经济发展三大类ꎬ 虽然在南海和 “东突” 等问题上涉及部分中东国家ꎬ
但中东事务对中国国家政权、 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重大利益不构成直接的

严重威胁ꎬ 只有能源因素实质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ꎬ 故中国在中

东的核心国家利益ꎬ 现阶段还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利益ꎬ 即确保能够持续

稳定地以可接受的价格从中东获得油气资源ꎮ 其次ꎬ 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国家利

益主要指受到间接影响的战略利益、 安全利益和海外利益ꎬ 这不仅体现为受到

地区局势动荡影响的商贸、 工程和劳务等具体经济利益ꎬ 涉及中国海外公民生

命安全的海外利益更是重要性远超经济考量的政治问题ꎮ 再次ꎬ 意识形态较量

和国际话语权重争夺等政治利益ꎬ 现阶段还只是中国在中东的一般利益ꎮ① ２０１６
年底ꎬ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表报告ꎬ 认为中国在中东有四方面 “关键利益”ꎬ 分

别是维护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ꎬ 地缘政治上平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ꎬ 维护国

内稳定、 改善西部地区落后局面ꎬ 提高中国的 “大国地位” 和国际影响力等ꎮ②

从中东外交的具体实践看ꎬ 虽然中国对中东经济、 政治、 军事、 安全等

事务的参与日益频密ꎬ 也都有其重要性和战略配合作用ꎬ 有助于推动相关事

务的解决进程和中东稳定ꎬ 但中国在中东日益延伸的国家利益范围还只涉及

部分国家ꎬ 且主要在具体的经济利益层面ꎬ 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参

与其中ꎬ 中东还不是中国整体对外政治参与、 军事联系和安全合作中的优先

地区ꎮ 近年发生的中国在中东的大规模紧急撤侨确实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

提升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ꎬ 同时也深层地反映了两点不容忽视的现实: 一

是中国在中东还没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经济利益ꎻ 二是中东的安全风险过高ꎬ
中国如何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还存在较大压力ꎬ 相关部门的情报收集、 分析、
评估等安全预警工作亟待加强ꎮ

０３

①

②

牛新春: «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与影响力分析»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４７ ~
４９ 页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ｏｂｅｌｌꎬ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ｙ Ｄｒａｇｏｎꎬ ＲＡＮＤ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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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在中国外交棋盘中的定位ꎬ 可以量化的贸易数据能够对之作出更清晰

的阐释ꎮ 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的对外贸易额

分别是 １ ４２ 万亿美元、 ２ ５６ 万亿美元、 ３ ８７ 万亿美元、 ４ ３０ 万亿美元和 ４ １０
万亿美元ꎬ 总贸易顺差是 １ ０１８ ８ 亿美元、 ２ ９５４ ５９ 亿美元、 ２ ３１１ 亿美元、
３ ８２４ ６亿美元和４ ２２５ 亿美元ꎻ 与２８ 个 “大中东” 国家的贸易额是７３８ ６３ 亿美

元、 １ ８７０ ９４ 亿美元、 ３ ０１８ ６ 亿美元、 ３ ５４４ ７ 亿美元和 ２ ７３８ ４ 亿美元ꎬ 贸易

差额为 －０ ０１ 亿美元、 － ２１ ９６ 亿美元、 － ２９６ 亿美元、 ２２ ４３ 亿美元和 ４１０ ９８
亿美元ꎻ 与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是 ５１２ ７３ 亿美元、 １ ３２５ ９２ 亿美元、
２ １８６ ５亿美元、 ２ ５１０ ６ 亿美元和 １ ９１３ ４ 亿美元ꎬ 贸易差额为 － ４０ ０３ 亿美元、
－７９ ２４ 亿美元、 －４０５ ３ 亿美元、 －２３４ ２ 亿美元和 ５７ ２ 亿美元ꎻ 对欧盟国家

的贸易额是 ２ １７３ 亿美元、 ４ ２５５ ８ 亿美元、 ５ ４６０ ４ 亿美元、 ６ １５３ ４ 亿美元和

６ ４４４ ７亿美元ꎬ 中方拥有 ７０１ ２、 １ ６０１ ７６、 １ ２１９ ４、 １ ２６６ ３ 和 ２ ００６ ９ 亿美元

顺差ꎻ 中国与美国贸易额是 ２ １１６ 亿美元、 ３ ３３７ ３７ 亿美元、 ４ ８４６ ８ 亿美元、
５ ５５０亿美元和 ５ ８３７ 亿美元ꎬ 中方拥有顺差 ９１６ ６ 亿美元、 １ ７０８ ９７ 亿美元、
２ １８９ ２亿美元、 ２ ３７０ 亿美元和 ２ ７５８ 亿美元ꎮ① 不难看出ꎬ 中国与中东的贸易

数据虽然增长迅速ꎬ 但在中国外贸大盘中的占比最大的年份也只有 ８％ ꎬ 较同

期中国与欧美的贸易往来在总量上逊色许多ꎮ
现阶段的中国中东外交整体上与中国自身的能力相匹配ꎮ 首先ꎬ 中国的

中东政策不在中东事务上选边站ꎬ 避免介入中东内部的冲突和矛盾ꎬ 努力保

持与所有国家务实的经济关系和良好的外交关系ꎬ 尽力保护中国在该地区正

在增长的利益ꎬ 例如在海湾的能源利益等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自身在国际事务

中的话语权重也是相关中东国家无法忽略的国际因素ꎬ 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

需求是中东产油国必须重视的目标市场ꎮ 其次ꎬ 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与该

地区国家的期待还存在一定差距ꎬ 中国对中东经济事务的参与也不时遭遇各

类风险、 挑战和损失ꎮ ２０１１ 年的阿拉伯乱局就导致在利比亚的众多中国公司

被迫丢下数百亿美元工程项目后撤离ꎬ 其中仅撤离 ３ ６ 万名工人的成本就高

达 １０ 亿美元左右ꎮ②

１３

①

②

相关数据综合了国家商务部、 外交部和海关总署网站的历年统计资料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

贸易数据还参考了张进海、 段庆林、 王林聪: «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ꎬ 宁夏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９ 页ꎮ
梁嘉文、 张滨阳: «中国如何跳出中东外交困局»ꎬ 载 «国际先驱导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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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东、 阿拉伯、 欧、 美占中国外贸份额对比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商务部、 外交部和海关总署历年数据绘制ꎮ

图 ２　 中东、 阿拉伯、 欧、 美占中国外贸顺差对比比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商务部、 外交部和海关总署历年数据绘制ꎮ

中国中东外交的担当和创新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全面ꎬ 中国政

府也逐步出台了指导中东外交的权威文件ꎬ 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的 «中国对阿拉伯

国家政策文件»ꎮ 加之ꎬ 政府相关部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推出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ꎮ 这两个纲领文件及其随之

展开的相关实践ꎬ 既有效地拓展和维护了中国在中东的战略、 发展和安全利

益ꎬ 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落地中东ꎬ 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同时推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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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中东外交的稳步成长ꎬ 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对中东乃至相关国际事务的

使命和责任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ꎬ 不仅系统

阐释了新时期中阿合作的新理念、 新方略ꎬ 提出了推进中阿务实合作的一系

列重大举措ꎬ 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ꎬ 开启中阿合作

的新时代ꎻ 而且从全球治理角度阐述了推动中东治理的 “中国方案” 与 “中
国智慧”ꎬ 强调中国愿与阿拉伯国家携手合作ꎬ 共同破解中东发展难题ꎬ 做中

东和平的建设者、 中东发展的推动者、 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 中东稳定的支

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指出: “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

对接ꎬ 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 公平正

义的捍卫者、 共同发展的推动者、 互学互鉴的好朋友ꎬ 努力打造中阿命运共

同体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ꎮ”② 上述内容阐述了中阿合作的

新思路、 新举措和新主张ꎬ 为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一) 中国中东外交的使命担当

作为一项可能改变地区乃至国际格局的区域合作安排ꎬ “一带一路” 倡议

是一项对不同区域有不同含义的整体对外经济发展战略ꎬ 是中国给世界提供

的国际公共产品ꎮ 但问题在于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具体实施恰逢当下逆全球

化思潮和各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ꎮ 从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ꎬ 以及意、 奥、
荷、 法、 德等国不确定的大选ꎬ 到日本冲刺所谓 “正常国家”、 土耳其加速逆

世俗化、 “伊斯兰国” 在中东猖獗ꎬ 反全球化和反建制在欧美主要国家已经从

社会思潮发展为政治思潮ꎬ 保护主义、 本土主义、 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波涛

汹涌ꎬ 政治对抗加剧ꎬ 政策碎片化和政治不确定性增加ꎮ 世界各国的民粹主

义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ꎬ 而是政治人物会不会诉诸民粹主义以及政府有没

有能力控制民粹主义ꎮ 可以断言ꎬ 如果仅仅依赖沿线国家自身市场和区域合

作ꎬ 代表着区域性全球化的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一些国家面临诸多挑战ꎬ 比

如一些人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和债务问题等ꎬ 更遑

论延续处于退潮期或调整期的全球化甚或引领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的舆论ꎮ
中东长期是全球事务的热点地区ꎬ 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群体的缩影ꎮ

３３

①
②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ꎮ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０ / ｃ＿ １１２３１０５１５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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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事务有着 “一带一路” 沿线事务的主要特征ꎬ 中东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中国 “一带一路” 沿线外交的缩影ꎮ 从发展的视角看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中东含义大致包括两层意思ꎮ 其一ꎬ 针对中东地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本质

上是既往中东外交发展演变的逻辑结果ꎬ 中国国际关系行为体既往参与中东事

务的发展程度和限度ꎬ 是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落地中东的物质和制度基础ꎮ
其二ꎬ 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落地中东ꎬ 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参与中东事

务的重要抓手ꎬ 也是 “一带一路” 视阈下中东外交的自觉和责任担当ꎮ
中东外交责任担当的首要原则ꎬ 就是按照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建设性参与

中东事务ꎬ 这是同时期中国对外参与能力和中东国家自身权重实事求是的反

映ꎬ 有着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ꎮ 首先ꎬ 这是中国对外参与能力的现实要

求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中国在制裁利比亚的联合国决议中投赞成票ꎬ 在建立禁飞

区的安理会第 １ ９７３ 号决议中投弃权票ꎬ 连续否决西方国家关于叙利亚问题的

提案ꎬ 既坚持了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ꎬ 体现了中国维护中东稳定

的政治意愿ꎬ 同时也关切阿盟和非盟的立场ꎬ 避免了与西方的直接对抗ꎬ 而

叙利亚战争的发展态势也证明了中国立场的合理性ꎬ 展现了东方智慧在因应

中东事务时的独特魅力ꎮ 其次ꎬ 虽然新时期的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大

的参与压力和挑战ꎬ 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只要妥善应对在环

境、 社会、 经济、 人口、 政治等方面遭遇的诸多内部挑战ꎬ 就能为国际热点

问题的解决作出中国独特的贡献ꎮ 最后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参与中东事

务不断深化ꎬ 反映了中国对中东事务影响力的纵向拓展速度ꎮ 与此同时ꎬ 如

果从横向看ꎬ 中国和中东国家彼此都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有提升空间ꎮ
中东外交责任担当的第二个原则ꎬ 就是必须多渠道确保对中东事务的务实

有效参与ꎮ 首先ꎬ 中国应理性判断应对中东事务的轻重缓急及其发展趋势ꎬ 据

此合理规划目标设定、 路径选择和战术实施等ꎬ 做好、 做深重点参与对象ꎬ 提

纲挈领ꎬ 以点带面ꎬ 积极把目光转向国家间的具体事务合作ꎬ 切实推动中东外

交的整体提高ꎮ 其次ꎬ 中国行为体应明晰参与红线ꎬ 强化安全保障ꎬ 着眼参与

实效ꎮ 再次ꎬ 积极与国际社会共享解决和预防冲突的经验并吸取相关教训ꎬ 将

部分因应策略从短期被动地解决危机向积极主动地管理和预防冲突方向转变ꎬ
秉承 “不干涉他国内政” 原则ꎬ 推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和丰富ꎮ

(二) 中国中东外交的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ꎬ 从产业、 金融、 能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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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贸易到控制气候变化、 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 跨国犯罪ꎬ 中国对中东事

务的参与越来越广泛深入ꎬ 环境、 资源、 能源等发展瓶颈已经上升为必须全

力解决的现实战略问题ꎬ 中国中东外交的难度也在上升ꎮ
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 面对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ꎬ 涉及中东外交相关决策的体制变

革一直在创新ꎬ 经历了从协调性的各类 “小组” 机构到权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发展历程ꎬ 中东外交的协调和决策能力得到提升ꎮ 从 １９８１ 年恢复建立中央外

事工作领导小组到 ２０００ 年建立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ꎬ 外交部、 外贸部 (现商

务部)、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有了基本的统筹和协调ꎬ 有效应对了

从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中东事务ꎮ 只是鉴

于当时包括中东外交在内的外交工作整体状况ꎬ 这两个小组本身属一套机构、
两块牌子、 合署办公ꎬ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是主要的办事机构ꎮ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

大以来ꎬ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逐步实施ꎬ 中国外交

的体制创新开始步入快车道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更高级别、 更具权威的国家安全委

员会应运而生ꎬ 取代此前的国安小组ꎬ 对安全和外交工作进行更高层级的统筹

和领导ꎮ 国安委的成立有助于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ꎬ 更好地应对国家

安全方面日益复杂多样的任务和挑战ꎬ 推动新时期 “一带一路” 建设的安全保

障和外交工作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ꎬ 角色定位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ꎬ 提高把方向、 谋大局、 定政策能

力ꎬ 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ꎬ 为中国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导ꎬ
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积极

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ꎬ 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ꎬ 倡导和推进 “一带一

路” 建设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ꎬ 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ꎬ 落实重大

外交活动规划ꎬ 增强风险意识ꎬ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ꎮ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中央处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ꎬ 加强党对外事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ꎬ 锐意进取ꎬ 开拓创新ꎬ 努

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ꎮ①

５３

①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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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中东的援助及国际发展合作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已经开始ꎬ 最近

２０ 年间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更是远超此前ꎬ 相关的双边发展合作项目在最近的

２０ 年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ꎮ 其中既有与国际多边机构合作的援助项目ꎬ 也

有与中东国家双边合作的国别援助项目ꎻ 既有不同政府部门组织实施的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医疗合作及教育培训交流等人力资源 “软领域” 建设项

目ꎬ 也有各地方部门及企业界开展的众多发展合作项目ꎬ 对统一管理和整体

布局的要求日益迫切ꎮ 为了打破既往在对外援助项目部署和实施上相互分割

和重叠的 “碎片化” 管理局面ꎬ 提高执行效率和形成合力ꎬ 推动 “一带一

路” 建设的有序和高效开展ꎬ 国家 “国际开发合作署” 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正式挂牌ꎮ 此举可以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ꎬ 加强

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ꎬ 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ꎬ 改革优化援外方

式ꎬ 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 “一带一路” 等ꎮ 从制度发展的角度

看ꎬ 国际开发合作署的成立既反映了中国不断扩大国际发展合作的必然产物

以及与世界各国共建 “一带一路” 的必然要求ꎬ 更代表着中国以更开放和合

作的姿态展现其全球抱负并意欲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ꎮ
(三) 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 倡议是新时期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载体ꎬ 也是中国提供的全球

发展公共产品ꎮ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ꎬ “一带一路” 倡议以构建多边合作机制、
服务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为目标ꎬ 体现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理念、
新思维ꎬ 天然地具备多边主义属性ꎬ 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ꎮ 突出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区域主义属性ꎬ 将 “一带一路” 倡议的起步阶段定位成一种新型

的、 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ꎬ 与现有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合作机制并行

不悖ꎬ 不仅在发展模式上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ꎬ 也契合了中

国崛起的路径选择ꎮ 作为新兴国家ꎬ 中国既可以继续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现

有多边体制ꎬ 避免与现有体系内守成国发生直面冲突ꎬ 又能够通过 “一带一

路” 选择规则外溢型参与ꎬ 难度较小地推动现存国际制度的内部改革ꎬ 发挥

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职能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ꎮ①

中国中东外交正在从自身角度着力打造两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多边对话

６３

①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５ ~ 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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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平台ꎬ 分别是中阿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 倡议ꎮ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于 ２００４ 年ꎬ 是中国中东外交最重要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ꎬ 迄今已发展成为

涵盖众多领域、 建有 １０ 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ꎮ 论坛中方秘书处的成员单

位包括中宣部国际联络局、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 商务部

西亚非洲司、 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 贸促会国际联络部、 全国对外友协亚非

工作部等ꎬ 不仅涵盖了中阿交往的各个方面ꎬ 而且与中国驻阿拉伯各国使领

馆等众多部门和单位都有密切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中国外交部设立论坛事务

大使职位ꎬ 资深外交官李成文先生担任中国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ꎮ
整体上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自成立以来ꎬ 始终坚持以对话、 合作、 和平、 发展

为宗旨ꎬ 涵盖领域不断拓展ꎬ 正规化、 机制化建设不断推进ꎬ 为丰富中阿关

系战略内涵、 推进中阿务实合作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ꎮ 中阿合作在各领域

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和重要成就ꎬ 中阿战略对接加速推进ꎬ 经贸合作日益密切ꎬ
社会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宽ꎬ 和平与安全合作日趋深化ꎬ 人文交流异彩纷呈ꎬ

民间交往日益活跃ꎬ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活动有序开展ꎬ 形成常态化

的良性互动局面ꎬ 论坛自身建设也不断完善ꎮ①

图 ３　 中阿合作论坛会议机制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８ 年) (单位: 次)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网站内容绘制ꎮ

７３

① «共建 “一带一路”ꎬ 推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 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ｄｔ /
Ｐ０２０１８０６１４５８０３０１５００６３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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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外合作重点是 “五通”ꎬ 政策沟通是重要保证ꎬ 设

施联通是优先领域ꎬ 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ꎬ 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ꎬ 民心相通

是社会根基ꎮ 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一带一路” 以来ꎬ 该倡议得到了中东国家的热

烈反响ꎬ 多国都在积极将各自的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建设相对接ꎬ 例如

埃及 “振兴计划”、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土耳其的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科威特

丝绸新城 (Ｓｉ１ｋ Ｃｉｔｙ ) 建设、 摩洛哥丹吉尔穆罕默德六世科技城建设、 约旦

“２０２５ 年愿景” 等ꎬ 具体进展体现在多个方面ꎮ 首先ꎬ 以能源合作为主轴ꎬ
以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ꎬ 以核能、 航天卫星、 新能源三

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 “１ ＋ ２ ＋ ３” 合作格局初步成型ꎮ 双方着眼战略ꎬ 尊重

市场ꎬ 努力推动务实合作升级换代ꎬ 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

构ꎮ 其次ꎬ 金融合作不断拓展ꎮ 中东国家积极参与亚投行的建设与运营ꎬ 埃及、
沙特、 土耳其和伊朗等 １１ 个中东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ꎬ 沙特代表和埃及

代表还分别担任亚投行中东选区和非洲选区的董事ꎬ 亚投行已批准多项涉及阿

曼、 埃及等中东国家的项目ꎮ 此外ꎬ 中国还与阿联酋、 卡塔尔设立共计 ２００ 亿

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ꎮ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已启动

人民币清算业务ꎮ 再次ꎬ 人文交流丰富多彩ꎮ 人文交流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

重要支柱ꎬ 双方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ꎬ 在文化、 艺术、 教育、 卫生、
传媒、 旅游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丰富和扩大ꎬ 绵绵用力ꎬ 久久为功ꎬ 推

动文明互鉴ꎬ 助力民心相通ꎬ 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交、 和平友好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无论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ꎬ 还是 “一带一路” 共建平台ꎬ

现阶段中国与中东国家间的重大活动实际上都是以双边形式展开ꎮ 例如ꎬ 中

国和沙特在产能与投资方面确定了 ３０ 个重点项目ꎬ 包括: 以阿联酋为平台开

展转口贸易ꎬ 与伊拉克、 伊朗和卡塔尔等国积极开展能源合作ꎬ 在埃及积极

推进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ꎬ 对以色列活跃的高科技领域投资ꎬ 在巴基斯坦

开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ꎬ 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工程和劳务承包等ꎬ 与埃

及、 阿尔及利亚、 阿联酋、 沙特、 苏丹 ５ 国开展的双边航天合作等ꎮ 鉴于多

边框架暂时还不足以充当有效参与中东事务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平台ꎬ 而交好

关键国家的实际效果又远超与所有国家维持一般状态的友好ꎬ 有较高的收益 /
付出比ꎬ 例如维持与沙特一国的贸易就可以保证与海合会国家 １ / ２、 阿拉伯国

家 １ / ３ 和大中东国家 １ / ４ 的经济联系ꎮ 现阶段的中国中东外交还必须以双边

关系为主轴有重点地展开ꎬ 但多边合作是值得努力的方向ꎮ 从长远看ꎬ 只要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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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对沙特、 伊朗、 埃及和土耳其等支点国家事务的有效参与ꎬ 将 “一带

一路” 倡议与其发展战略成功对接ꎬ 同时适当涵盖阿联酋、 阿尔及利亚、 阿

富汗、 以色列和伊拉克等重要国家ꎬ 中国中东外交的大局就基本可以确定ꎬ
与其他中东国家关系也会按照预期轨道发展ꎮ

从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落地中东的具体参与实践看ꎬ 无论是针对沙特、
巴基斯坦、 阿富汗、 苏丹、 南苏丹、 伊拉克等高度相关国家ꎬ 还是针对一些

可能影响全球安全局势和能源供应的重大中东事务等ꎬ 中东外交已经有不少

相对成熟的务实参与个案ꎮ 中国通过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ꎬ 从而为 “一带

一路” 在更大范围落地中东营造更好的稳定环境ꎮ 在因应南苏丹内乱过程中ꎬ
中国行为体的危机应对向更为积极主动地危机管控和预防冲突转变ꎬ 不仅通

过切实措施确保人员和利益安全ꎬ 借助地区组织 “伊加特” 展开斡旋并推动

冲突双方达成共识ꎮ 中方首次派出 ７００ 名成建制作战部队ꎬ 协助维护南苏丹

的安全稳定ꎬ 积极寻找兼顾和平发展的综合策略ꎮ① 对于 “九一一” 事件

以来的阿富汗事务ꎬ 中国行为体的具体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到深入的发展

过程ꎬ 不仅政策框架涵盖安全合作、 经济发展和增强治理能力等三方面ꎬ② 而

且积极地组建和参与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建设ꎬ 主动为阿富汗对立双方提供

中立谈判场所ꎬ 举办以阿富汗和解为主题的地区性论坛ꎬ 支持建立中国、 阿

富汗和美国参与的三方会谈制度ꎬ 多渠道加强有关阿富汗事务的国际磋商ꎬ
为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ꎮ

余　 论

“丝绸之路” 一词在 １９ 世纪末期才首次出现ꎬ 丝路经济带本身却是从公

元前就已经展开的全球重要贸易通道和文明交流纽带ꎬ 矿物、 香料、 金属、
马具及皮革制品、 玻璃、 纸等商品交换而展开的ꎮ 大量丝绸以货币的形式从

长安行销到北高加索地区ꎬ 在宗教、 艺术、 语言和技术交流等多个方面切实

地改变了东西方文化ꎮ③ 从宽广的历史视角看ꎬ 丝绸之路涉及地缘政治博弈、
商品贸易往来和宗教文化交流等多重内容ꎬ 发展轨迹沉浮多变ꎮ 汉王朝 “凿

９３

①
②
③

钟声: «计利当计天下利»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刘中民、 范鹏: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ꎬ 载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５ 年第１ 期ꎬ 第 １２ ~１７ 页ꎮ
赵丰: «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ꎬ 三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２１０ ~ ２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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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西域” 原本就是出于政治、 外交目的而不是经济收益ꎬ 唐代的丝路经济主

要依赖中国中央政府的强力帛财刺激而不是国际商贸ꎮ 传统 “丝路” 是由无

数节点、 干道和支流构成的网络体系而非笔直的国际贸易商路ꎬ 沿线各国大

多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非相互依赖的商业贸易ꎬ 资源禀赋各异ꎬ 彼此间

关系复杂ꎮ １５ 世纪后ꎬ 传统丝路经济带开始让位于跨大西洋贸易线路ꎬ 沿线

区域在随后的 ６００ 年岁月洗礼中日渐褪色ꎮ①

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继承了陆、 海丝路的历史遗产ꎬ 也是共建 “一带一

路” 的天然伙伴ꎮ 在中东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不仅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ꎬ
也是中方优势与中东国家需求在新时期的结合点ꎮ 但另一方面ꎬ 中东是伊斯

兰世界的主体ꎬ 由数十个独立国家组成ꎬ 涵盖当代世界的部分交通枢纽、 战

略要地和主要产油国ꎬ 是影响国际格局配置和变化的重要战略力量ꎮ 然而ꎬ
中东本质上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碎片化地带ꎬ 存在太多的民族、 部族、 宗教、
领土等争议或纠纷ꎬ 诉诸战争解决争端的个案不胜枚举ꎮ 难以企及的阿拉伯

统一梦想ꎬ 命途多舛的中东和平进程ꎬ 迟滞坎坷的社会转型ꎬ 此起彼伏的部

族冲突、 教派仇杀、 领土纠纷和国家间战争ꎬ 暴恐威胁和反恐战争ꎬ 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反扩散较量ꎬ 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价格的控制权争夺等ꎬ
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就像一个没有出口的禁闭室ꎬ “介入冲突远比从中出来容

易”ꎮ②

因此ꎬ 中国对中东地区形势的研判要有历史观、 大局观和角色观ꎮ 坚持

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坚持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ꎬ 坚持以共商、 共建、 共享为原则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坚持以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坚持

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ꎬ③ 努力 “建设和平之路、 繁荣之

路、 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④ꎬ 服务双方的共同利益ꎮ 中国在中东

结伴而不结盟ꎬ 需要以命运共同体意识扩大朋友圈ꎬ 尤其是战略伙伴ꎮ 虽然中

国的经济实力有较快的增长ꎬ 但国家经济规模不等于国家综合国力ꎮ 现阶段参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Ａｄａｍ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ｓｔ”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５ꎬ ２００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Ｈａａｓｓꎬ “Ｎｏ Ｅｘｉｔ”ꎬ 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ｌｙꎬ Ｄｅｃ １４ꎬ ２００９
参见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１８０６２３ / ｄ２９ｆ６ａａｂ － ｆ９７３ － ａ８ｂ１ － ｅ０３１ － ｂｆ８７１ｅｆ１９９ｄ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４ꎮ
«中阿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 (北京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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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传承与担当　

与中东事务的中国国际关系行为体就必须以更宽广的视角理性审视中东事务ꎬ
以更从容的姿态稳扎稳打ꎬ 务实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落地中东ꎬ 维护中国的

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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