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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与真相: 中国的中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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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ꎬ 大国博弈、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是决定中国中东

政策的主要因素ꎮ 冷战后ꎬ 大国博弈退出决策舞台ꎬ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的

影响攀升ꎬ 同时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政治、 经济

和军事合作稳步推进ꎮ 当前ꎬ 中美全球博弈骤然加剧ꎬ 美国在中东不断采取

敌视、 反制中国的言行ꎬ 关于中东 “中美大博弈” “中国取代美国” 的炒作

逐渐升温ꎮ 对此ꎬ 中国不仅要防范大国对抗重返中东舞台ꎬ 而且要适度调低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的决策主导地位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中国中东政策迫切需要

转型升级ꎬ 深刻领悟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思想ꎬ 着眼于长远目标ꎬ 促进政治、
经济和安全手段的有机融合ꎬ 逐步形成相对稳定、 独立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

“总体中东政策”ꎬ 循序渐进地塑造一个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中东ꎮ 唯有此ꎬ 才

能维护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ꎮ
关 键 词　 中国外交　 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美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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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ꎮ

中国的中东政策是中国政府各部门代表国家在中东采取的各类行为的总

和ꎬ 围绕中东政策的研究领域既包括政策思想、 手段、 目标和影响ꎬ 也包括

决策因素、 机制和过程ꎬ 还包括各类政策行为本身的内在联系、 结构或冲突ꎮ
本文不是对中国中东政策全景式的俯瞰ꎬ 而主要从决策影响因素的单一视角

切入ꎬ 分析中国中东政策的内在逻辑及未来发展趋势ꎮ
中国、 西方与中东之间因历史、 文化与意识形态差异巨大ꎬ 长期以来相

互之间存在诸多脱离基本事实的想像ꎬ 中国中东政策就是想像的重灾区ꎮ 近

年来ꎬ 随着美国中东战略收缩ꎬ 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ꎬ 想像与事实之间

的差距急剧扩大ꎮ 关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四类叙事方式广泛流传ꎮ 其一ꎬ 中国

５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搭便车”ꎬ 在中东几乎没有政治、 经济和安全投入ꎬ 坐享美欧带来的和平红

利ꎻ 中国仅仅通过 “外交语言” 参与中东和平进程ꎬ 中国的影响 “感觉不

到”ꎮ① 其二ꎬ 经济利益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中心目标ꎬ 政治和安全行为是工具、
手段和辅助ꎬ 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利益ꎮ② 其三ꎬ 中国正在中东下一盘 “战略大

棋”ꎬ 经济仅仅是大战略的工具、 跳板或掩护ꎬ 迟早会展现真正的战略意图ꎬ
“中国的政治、 安全权力必然追随经济权力西进”ꎬ 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中东

驻军ꎮ③ 其四ꎬ 中国的利益和手段 “错位” “不匹配”ꎬ 拥有庞大的经济利益ꎬ
但保护利益的政治、 安全能力严重不足ꎬ 甚至缺乏足够的决心和努力ꎮ④ 这些

叙事方式均基于西方国家中东战略的历史经验和逻辑ꎬ 凭空想像中国中东战

略的因果关系ꎬ 未能充分考虑、 理解中国的国家特质现与时代特性ꎬ 存在较

明显的缺陷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上述四种叙事方式有一个共同逻辑前提: 中国在

中东拥有庞大的经济存在ꎬ 获得巨额经济利益ꎬ 中东对中国的经济重要性日

益增大ꎮ 这个逻辑前提本身就偏离事实较远ꎬ 在此基础上的叙事框架必然经

不起事实检验ꎮ 中国中东政策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逻辑、 现实起点ꎬ 也因此有

不同于外界 “想像” 的未来走向ꎮ

一　 中国中东政策的历史逻辑

回顾过去 ７０ 年的历史ꎬ 中国的中东政策演变同中东本地区的形势变化关

联不大ꎬ 而主要由大国格局和中国国内形势决定ꎮ 横向看ꎬ 大国博弈、 阶段

性国际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共同决定了中国中东政策ꎮ 纵向看ꎬ 中国中东政

策既有历史延续性ꎬ 又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ꎮ 横向因素与纵向因素相互影响ꎬ
共同构成不同时期的中国中东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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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ꎬ 中国与中东联系总是时断时续ꎬ 中东作为陆海丝路的交汇点ꎬ
有时是中国途经欧洲的通道ꎬ 多数时候因动荡不安而变成障碍ꎮ 伊斯兰教扩

张、 蒙古西征时期ꎬ 双方密切接触ꎬ 却非自愿、 和平与互利的关系ꎮ １５ ~ 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 萨法维王朝时期ꎬ 中国与中东交往严重受阻ꎬ 只有少数商

人、 朝觐者冒险往来ꎮ ２０ 世纪初英帝国统治时期ꎬ 中国与中东交往的通道恢

复ꎬ 但中国当时处在内外交困之中ꎬ “伊斯兰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交往

的唯一中介”ꎮ① 可以说ꎬ 新中国成立前ꎬ 中国对中东认知有限ꎬ 新中国成立

后的前 ３０ 年双方主要是政府间交往ꎮ １９８０ 年ꎬ 中东是全球华人数量最少的地

区ꎬ 仅有 ７ 万人ꎬ 由此可以管窥中东与中国之间的隔阂ꎮ② 相比之下ꎬ 欧洲、
印度与中东则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ꎮ

(一) 大国博弈与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ꎬ 大国博弈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ꎬ 中国

要 “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ꎬ 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ꎮ③ 早在延安时期ꎬ
党中央就认为中东属于超级大国争霸的 “中间地带” 之一ꎬ 德国、 日本势力

可能汇合于中东ꎬ 对中国形成联手包围之势ꎮ④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国采取

“一边倒” 外交ꎬ 同苏联结成战略伙伴反对美国ꎬ 中东被认为是美国包抄社

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ꎮ 中国支持中东民族解放运动ꎬ 反对美英帝国主义ꎬ
从全球战略高度突破帝国主义包围圈ꎮ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接见埃及驻华大使时

说: “埃及团结了八千万阿拉伯人民ꎬ 组成了一条坚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

线ꎬ 在这条战线上ꎬ 埃及处在最前哨ꎬ 中国是在另一条反帝战线的最前哨ꎬ
有了你们ꎬ 我们就好办了ꎬ 如果你们垮台ꎬ 我们这里也不好办ꎮ”⑤ １９５８ 年

解放军炮击金门时ꎬ 毛泽东多次提及此举可以缓解黎巴嫩的压力ꎬ 因为当时

美军正在黎巴嫩登陆ꎮ
当时ꎬ 打破西方封锁是新中国迫切的政治任务ꎬ 中东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在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９ 年短短三年里ꎬ 埃及、 叙利亚、 也门、 伊拉克、 摩洛哥、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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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阿尔及利亚 ７ 个国家同中国建交ꎮ 截至 １９５９ 年底ꎬ 全球只有 ３１ 个国家同

中国建交ꎬ 除去 １２ 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其余 １９ 个国家中阿拉伯国家占 ７ 个ꎬ 成

效非常突出ꎮ 从此ꎬ “阿拉伯一大片” 几乎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个专业术语ꎬ
意指阿拉伯国家众多ꎬ 国际政治影响力大ꎮ

彼时ꎬ 中国中东政策完全着眼于大国格局、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ꎬ 中国

在中东鲜有经济利益ꎮ 中国与中东经贸联系接近于无ꎬ 少量的商品贸易实际

上是援助ꎮ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中国从埃及进口棉花、 出口钢铁ꎬ 进口价

格高于市场价ꎬ 出口价格低于市场价ꎬ 而且中国紧缺钢铁而不缺棉花ꎮ 同美

苏庞大的投入相比ꎬ 中国的贸易和援助较少ꎬ 影响非常有限ꎮ①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 大国博弈、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均出现明显变

化ꎬ 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应声而动ꎮ 在大国博弈方面ꎬ 中苏关系破裂ꎬ 中国既

反 “美帝” 又反 “苏修”ꎮ 国际政治利益方面ꎬ 当时中国认为 “亚非拉是帝

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ꎬ 是世界革命的风暴眼ꎬ 支持这些地区的革命运

动ꎬ 是中国义不容辞、 理所当然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ꎮ”② 由于既反美又反苏ꎬ
中国在中东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小ꎻ 中国同已建交国家的关系也磕磕碰碰ꎮ 这

一时期ꎬ 中国中东政策的主体是向民族解放运动、 游击队等相关组织提供意

识形态及非常有限的物质支持ꎮ 当时ꎬ 中国政治上受美苏两大阵营孤立ꎬ 经

济上贫弱ꎬ 在中东事务上几乎是个局外方ꎮ③

７０ 年代初ꎬ 大国博弈、 国际政治利益又有新变化ꎮ 大国博弈朝着有利于

中国的方向发展ꎬ 中美缓和ꎬ 苏联成为最大威胁ꎮ 中国联合西方国家、 发展

中国家ꎬ 形成针对苏联的 “一条线” 和 “一大片” 外交方针ꎮ 国际政治利益

方面ꎬ “文化大革命” 接近尾声ꎬ 中国渴望以大国身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ꎮ 这

时ꎬ “阿拉伯一大片” 的政治重要性再度体现出来ꎮ １９７１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ꎬ
在 １６ 个中东国家中ꎬ １０ 个投赞成票ꎬ ５ 个弃权ꎬ 只有沙特投了反对票ꎮ 科威

特 (１９７１ 年)、 土耳其 (１９７１ 年)、 伊朗 (１９７１ 年)、 突尼斯 (１９７１ 年)、 黎

巴嫩 (１９７１ 年)、 约旦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７８ 年阿曼 (１９７８ 年) 和利比亚 (１９７８
年) ８ 个中东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ꎮ 重返联合国后ꎬ 中国拥有了相当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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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资源ꎬ 但是仍然没有深度卷入中东政治: 在联合国投票中ꎬ 中国要么弃

权ꎬ 要么缺席ꎬ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０ 年曾 ４５ 次就中东议题投弃权票ꎻ 对联合国中东维

和行动ꎬ 中国也采取 “三不原则”ꎬ 即不赞成、 不参与投票、 不负责开支ꎮ①

１９７８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ꎬ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且在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ꎮ
在大国博弈方面ꎬ 中美联手遏制苏联的态势更趋明显ꎬ 阿富汗成为反苏前线ꎮ
同时ꎬ 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ꎬ 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外交开始活跃起来ꎮ 中国同

中东大规模、 密切交往始于 ８０ 年代ꎬ 彼时中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外汇来源地之一ꎬ 是中国工程承包、 劳务输出的最大市场ꎮ 当时ꎬ 中国还没

有对外直接投资ꎬ 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是主要海外经济活动ꎬ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７ 年

期间中东占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 ５６％ ꎬ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８ 年间中国在中东的工程承

包总额 ５５ 亿美元ꎬ 占全部对外工程承包的 ６１％ ꎮ② 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军

售市场ꎬ ８０ 年代平均占比达 ８６ ８％ ꎬ 年均 ２０ 亿美元ꎬ 此后中国对中东军售

再也没有达到这一水平ꎮ③ 这一时期的军售完全是商业性质ꎬ 政治考虑极少ꎮ
尽管没有外交关系ꎬ ８０ 年代初以色列成为中国军购的重要来源国ꎮ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４
年ꎬ 以色列对华军售 １６ 亿美元ꎬ 占其对外军售的 ２７ ６％ꎮ④ ８０ 年代ꎬ 中东跃升

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ꎬ 且中国拥有大量贸易顺差ꎬ 双边贸易让中国获得 ５００
亿美元的外汇ꎬ 中东国家还向中国提供了 ３ 亿美元的发展贷款ꎮ⑤ 当时ꎬ 中国

迫切需要外汇引进技术、 人才ꎬ 中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二)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中国中东政策非常特殊但又短暂的时期ꎬ 中东对中国的

重要性可谓空前绝后ꎮ 为反制苏联ꎬ 中美在中东的战略协作程度前所未有ꎬ
甚至有零星军事合作ꎮ １９８７ 年邓小平指出ꎬ “我们之所以关心那里 (中东)
的局势ꎬ 是因为那里是一个战略要地ꎬ 那里的问题ꎬ 牵扯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战与和的问题ꎮ 从全球战略出发ꎬ 我们关心这个地区局势的发展ꎮ”⑥ 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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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充分反映出大国博弈是当时中国中东政策的主轴ꎮ 尽管中东对中国经济

的重要性也处于巅峰时刻ꎬ 中国与中东政府间的经济外交也异常活跃ꎬ 但是

经济关系基本上是自然发展、 顺势而为的结果ꎬ 政府只发挥牵线搭桥的功能ꎮ
大国博弈与经济利益似乎是两条平行线ꎬ 中国同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基于市

场原则ꎬ 很少考虑他们的战略、 政治效益ꎮ 最典型的案例是ꎬ 两伊战争期间ꎬ
中国同双方都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关系ꎮ 从此ꎬ 政治与经济两条线、 两种运作

机制ꎬ 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显著特征ꎬ 一直延续到今天ꎮ
１９９１ 年冷战结束ꎬ 苏联解体ꎬ 美国开始独霸中东ꎬ 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

断出现重大变化: 世界大战的风险越来越低ꎬ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ꎮ 中

国不再参与全球性大国博弈ꎬ 外交进入 “韬光养晦” 时代ꎮ 具体到中东ꎬ 中

国对大国控制 “中间地带” 的担忧不再ꎬ 参与大国博弈的时代结束ꎮ 这是迄

今为止中国中东政策的最大变化ꎮ
１９８７ 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ꎬ 经济建设成为

国家的中心任务ꎮ 然而同 ８０ 年代相比ꎬ ９０ 年代中东对中国经济层面的重要性

却下降了ꎬ 中东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 ５ ２％ 下降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２ ９％ 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４ 年中东占中国劳务输出、 工程承包的比重下降到 １３％ ꎬ ９０ 年代中

东占中国武器出口份额下降到 ３１ ６％ ꎬ 贸易额也下降一半ꎮ “东方不亮西方

亮”ꎬ 中东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凸显ꎮ １９８９ 年后西方国家集体孤立中国ꎬ
打破西方孤立成为中国的首要政治任务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出访埃及、 阿联酋、 科威特、 阿曼ꎬ 这是 “政治风波” 后国家领导人的首次

出访ꎬ 对于打破西方外交孤立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ꎮ①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海湾

战争前夕ꎬ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埃及、 沙特、 约旦、 伊拉克ꎬ 与美国国

务卿贝克在开罗 “巧遇”ꎬ 突破了美国不与中国高层接触的红线ꎮ② 中国在联

合国安理会没有就美国军事干预海湾危机投否决票ꎬ 随后美国解除对中国的

政治、 经济制裁ꎮ 海湾危机真正使中国完全摆脱了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和封

锁ꎮ③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发生后ꎬ 中东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ꎬ 大大缓

解了中美关系的压力ꎬ 客观上延长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ꎮ
２１ 世纪前 １５ 年ꎬ 中国和中东经济同步高速发展ꎬ 双边经济合作进入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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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ꎬ 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 ２０ 多美元飙升到 １００ 美元以上ꎬ
中东迅速崛起为重要的国际金融、 投资、 航空、 海上运输和文化体育中心之

一ꎬ 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ꎮ 中东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３ 年 １ 万亿美元

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 ３ ５ 万亿美元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中东经济年均增长 ５％左

右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为 ３ ４％ ꎬ 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ꎮ①

同期ꎬ 中国经济也处在强劲扩张阶段ꎬ 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３ 年 １ ６ 万亿美元

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万亿美元ꎮ 这一时期ꎬ 中国与中东经济关系全面提速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自 ３ ０００ 多万吨增长到 １ ３ 亿吨ꎬ 增幅近 ４ 倍ꎮ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 年ꎬ 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从１０８ 亿美元增长到１ ８３３ 亿美元ꎬ 增幅１８
倍ꎮ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在中东的工程承包额从 １５ ７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４３ ６ 亿美

元ꎮ 中国在中东的直接投资规模小、 起步晚但增速快ꎬ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从 ０ ２６ 亿

美元增长到 ２７ １９ 亿美元ꎮ②

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快速扩展ꎬ 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不断上升ꎬ 这成为

冷战后中国与中东关系最显著的特征ꎮ 在经济 “走出去” 和保障 “能源安

全” 的国家战略指导下ꎬ 中国政府通过大量的政府间合作协议为企业搭台ꎮ
由此ꎬ 中国与中东的经济、 能源关系遵循市场规律ꎬ 政治关系没有干涉经济

合作ꎬ 也没有运用或威胁运用经济制裁获取政治利益ꎮ 中国既没有根据自己

的经济利益制订相应的地区战略规划ꎬ 更没有深度参与中东政治博弈ꎬ 而是

对地区事务保持 “总体超脱”ꎬ 与中东国家稳步推进政治、 经济合作ꎮ

二　 中国中东政策的现实考察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油价长期在低位徘徊ꎬ 中东经济遭遇严重困难ꎬ 中国经

济增速也从两位数回落到个位数ꎮ 与此同时ꎬ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中国中东经济关系面临新机遇ꎮ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ꎬ 中美

关系骤然恶化ꎬ 大国竞争似有重返中东之势ꎮ 大国博弈、 国际政治和经济利

益异频同振ꎬ 中国的中东政策需要与时俱进ꎬ 进行适当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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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在中东大博弈” 的鼓噪

在美国中东战略收缩、 中国在中东影响扩大、 中美关系紧张三大因素的

共同影响下ꎬ 美国反制中国中东政策的言行渐渐增多ꎮ 美国的 “担忧” 主要

体现在三个领域: 中国的高科技影响、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军售ꎮ 在高科技

领域ꎬ 美国担心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全球形成 “中国标准”ꎬ 分庭抗礼甚至取

代美国ꎮ 中企在全球范围内签署 １１６ 个 “智慧城市” “平安城市” 项目ꎬ 中东

占 １７ 个ꎬ 是合作项目最多的地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中国华为公司同海湾国

家 １１ 家电信公司签署 “５Ｇ” 合作协议ꎬ 中东成为中国海外 “５Ｇ” 建设的重

点区域ꎮ 在数字导航方面ꎬ 中国的北斗、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俄罗斯的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 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在中东同台竞争ꎬ 沙特、 阿联

酋、 埃及、 土耳其与中国北斗签署了数字丝路协议ꎬ 巴基斯坦允许北斗进入

军队系统ꎮ 未来ꎬ 中美在中东围绕高科技、 敏感领域的竞争不可避免ꎮ 在基

础建设领域ꎬ 中国目前在中东建设或规划的港口包括: 阿曼杜库姆、 沙特吉

赞、 阿联酋哈里法、 吉布提多哈雷、 以色列阿什杜德、 伊朗恰巴哈尔等ꎬ 这

些被美国认为可能形成军事上的 “珍珠链”ꎮ 在军售领域ꎬ 中国无人机物美价

廉ꎬ 阿尔及利亚、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沙特、 阿联酋都有购买ꎬ ２０１７ 年沙

特与中国同意在沙特建立无人机联合生产厂ꎮ
基于想像中的 “中国威胁”ꎬ 美国开始抱怨中国与中东的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 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在开罗

公开指出ꎬ 中国华为公司的 “５Ｇ” 网络是安全威胁ꎬ 埃及需要加入美国主导

的 “清洁网络”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美国中央司部司令麦肯奇提出ꎬ 同中国、
俄罗斯竞争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三大任务之一ꎮ②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警告ꎬ 中

国通过投资、 基建 “渗透” 中东国家ꎮ③ 在美国施加压力之后ꎬ 中国企业竞

标建设以色列帕勒马西姆海水淡化厂没有成功ꎮ 美国 ２０２１ 财年 «国防授权

法» 规定ꎬ 美国与以色列应共同防范中国窃取技术ꎬ 国防部应当就此做出专

门评估报告ꎮ

２３

①

②
③

Ｏｍｎｉａ Ａｈｍｅｄꎬ “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Ｈｏｒｒｉｆ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Ｇ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ｅ ｎｅｗ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 ｈｏｒｒｉｆｉｃ －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０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ꎬ Ｊｒ ꎬ ｏｐ ｃｉｔ 
Ｌａｈａｖ Ｈａｒｋｏｖ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Ｍａｙ １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ｅｗ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ｃａｕｇｈｔ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ｏｆ － ｇｒｏｗｉｎｇ －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２７７７３ꎬ ２０２１ －０３ －１０



想像与真相: 中国的中东政策　

面对美国的鼓噪和挑衅ꎬ 中国没有随之起舞ꎮ 中国既没有对抗、 破坏美

国的中东政策ꎬ 也没有要求中东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随着俄

罗斯跃进叙利亚ꎬ 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增多ꎬ 伊朗、 土耳

其和俄罗斯亦有所协调ꎬ 两个阵营的格局若隐若现ꎮ 中国既没在美国、 俄罗

斯之间选边站ꎬ 也没有在沙特、 伊朗之间有偏爱ꎬ 同两个阵营的各方都保持

密切关系ꎬ 经济上同美国的联系更紧密ꎬ 政治上同俄罗斯的关系更牢靠ꎮ 迄

今为止ꎬ 中国同中东 ５ 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同 ８ 个国家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ꎬ 两个阵营的国家都有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在以色列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４６ ２ 亿美元、 阿联酋为 ６４ ４ 亿美元ꎬ 合计占中国对中东投资的 ４２ ２％ ꎮ①

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中东的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沙特 (７８０ ４ 亿美元)、 阿联酋

(４８６ ７ 亿美元)、 伊拉克 (３３３ ３ 亿美元)ꎬ 以色列、 阿联酋、 沙特和伊拉克

都是美国战略盟友ꎬ 充分显示出中国与中东的经济交往不以中美关系画线、
不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ꎮ 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敌人ꎬ 中国并没有因中美

关系恶化而加大同伊朗的合作力度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从伊

朗进口原油价值 ７１ ５５ 亿美元ꎬ ２０２０ 年只有 １３ 亿美元ꎮ 同年ꎬ 中国对伊朗直

接投资流量为 － ５ ９１７ 万美元ꎮ
(二) 中国与中东国家国际政治合作的升温

在国际政治斗争领域ꎬ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 能见度

越来越高ꎬ 围绕中国的大国形象、 “一带一路” 和其他热点国际问题ꎬ 中国与

西方国家的政治竞争加剧ꎬ 中东对中国的政治重要性上升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大国外交” “中国倡议” “中国主张” “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等外交词汇频频出现ꎬ 显示出中国树立全球性大国形象的强烈愿

望ꎬ 昭示着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感召力ꎮ 中东是中国树立大国

形象、 落实 “大国外交”、 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想的重要舞台ꎮ② 英、
法、 苏、 美等大国ꎬ 特别是美国近 ３０ 年在中东 “好战” “制裁” “撤退”ꎬ 反

衬出中国 “积极” “友好” “和平” 的良好形象ꎮ 美国把经济、 科技影响作为

“硬实力”ꎬ 频繁制裁伊朗、 土耳其、 真主党、 胡塞武装ꎻ 中国把经济、 科技

３３

①

②

Ｋａｔａｒｚｙｎａ Ｗ Ｓｉｄłｏ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ｉｎ Ｋａｔａｒｚｙｎａ Ｗ Ｓｉｄłｏ
ｅｄ 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ＲＮＡ)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ｐ ４４

李伟建: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基础、 现状与前景»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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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为 “软实力”ꎬ 广泛开展地区合作ꎬ 从未使用经济制裁手段ꎮ
最近 ２０ 年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积极性明显上升ꎬ 几乎对每个热点问题都

提供了 “中国方案”ꎮ ２００２ 年中国设立中东问题特使ꎬ 在巴以、 伊核和苏丹

达尔富尔问题上ꎬ 都能听到中国声音ꎮ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ꎬ 成为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的 “名片”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四点主张”ꎬ ２０１４ 年又提出解决巴以冲突的 “五点和平倡议”ꎬ ２０１５ 年提出

解决利比亚问题的 “三点基本原则”ꎮ 中国 ２０１６ 年任命叙利亚问题特使ꎬ 先

后提出 “六点主张” “四点倡议” “五个坚持” 和 “四步走” 等思路和举措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王毅出访中东期间ꎬ 提出关于中东由乱到治的 “五点倡议”ꎮ
虽然这些倡议、 原则迄今尚未产生实质影响ꎬ 却彰显出中国同西方大国迥异

的思路和做法ꎬ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ꎬ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①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较前更频繁使用否决权ꎬ 反对域外大国干涉中东事

务ꎮ １９７１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在安理会只投过 １４ 次否决票ꎬ ２０１１ 年以来总共投下 ９
次否决票ꎬ 其中 ８ 次涉及叙利亚问题ꎮ 中国否决票主要是阻止西方干预叙利

亚事务ꎬ 展现出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大国形象ꎮ ２００８ 年起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

湾巡航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访问中东港口 ４５ 次ꎬ 是同期全球访问最多的地区ꎮ 中

国还同土耳其、 伊朗、 沙特举行联合军演ꎻ ２０１７ 年启用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ꎻ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中国、 俄罗斯、 伊朗三国举行联合军演ꎮ 同样ꎬ 中国从未卷入中

东战争ꎬ 军事行为主要是针对海上安全、 友好交流等和平目的ꎮ
近年来ꎬ 被西方媒体标签化所谓 “基建外交” “贷款外交” “口罩外交”

“疫苗外交” 的中国行为ꎬ 同西方的 “军事干预” “经济制裁” “人权指责”
形成明显对比ꎬ 赢得中东国家的普遍好评ꎬ 也成为中国突出的外交成就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ꎬ 习近平主席同多位阿拉

伯国家元首近 １０ 次通话、 近 ２０ 次互致信函ꎬ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 “成为

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和南南合作的样板”ꎮ② 这既是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结果ꎬ

４３

①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１０ / ２７ / ｃ ＿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８ꎮ

李京泽: «外交部: 中阿关系成为国家间关系典范和南南合作样板»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５ / ９３７１２８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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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西方国家反面衬托的加持ꎮ
中东各国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都是西方霸权主义的受害者ꎬ 因而成

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天然伙伴ꎬ 阿拉伯 “一大片” 的政治价值依然存在ꎮ 中

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斗争越尖锐ꎬ 中东的政治价值越突出ꎮ 事实上ꎬ 近年来ꎬ
在南海、 人权、 涉藏、 涉疆、 涉台、 “一带一路”、 新冠疫情等问题上ꎬ 阿拉

伯国家都站在中国一边ꎮ 例如ꎬ 沙特国王是第一位致电习近平主席支持中国

抗疫的外国元首ꎬ 阿联酋是第一个接受中国疫苗境外三期试验的国家ꎮ 正如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所言ꎬ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ꎬ 中东国家一

贯鼎力相助ꎬ 给予中国宝贵支持ꎮ①

“一带一路” 是新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全球倡议ꎬ 中东地处海陆 “一带一

路” 的交叉路口ꎬ 其价值和地位无法取代ꎬ 特别是当 “一带一路” 转变成中

西方博弈的政治议题后ꎬ 中东的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已有

１９ 个中东国家同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中国同阿盟 “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 成为中国在全球同地区组织签署的首份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受油价下降影响ꎬ 中东经济进入困难时期ꎬ 但是 “一
带一路” 倡议为中国中东经济合作注入新活力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是中国对外贷

款高峰期ꎬ 对西亚非洲贷款从 ３ 亿美元跃升到 ８８ 亿美元ꎬ 其中 ２０１５ 年对中东

贷款比上年增长 １０ 倍ꎬ 从 ３ ６８ 亿美元上升到 ３５ 亿美元ꎮ②

(三) 被夸大的中国与中东经济关系

近十年来ꎬ 当中国与中东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协作悄然升温的时候ꎬ 全

球注意力却聚焦于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关系ꎬ 因为经济领域的表现更亮丽、 更

抢眼ꎮ 中国与中东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事实ꎬ 国际社会的想像、 夸大、 误导也

是事实ꎮ 如果说中国中东政策是国际社会想像的重灾区的话ꎬ 中国与中东经

济关系则是 “重中之重”ꎬ 诸多论述严重偏离基本事实ꎮ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ꎬ 中国对中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ꎬ 双方

经济交往的范围持续延展ꎮ 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ꎬ 双边经济关系展是平缓、
渐进的ꎬ 而非跳跃式、 更非火箭式蹿升ꎮ 在贸易领域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中东贸

５３

①

②

翟隽: «命运与共ꎬ 续写辉煌ꎬ 打造中国与中东国家更加美好的未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ｉｆａ
ｏｒｇ / ｃｍｓ / ｉｔｅｍ / ｖｉｅｗ? ｔａｂｌｅ ＝ ｂｏｏｋ＆ｉｄ ＝ １８３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５ꎮ

Ｋａｒｅｎ Ｅ Ｙｏｕｎｇꎬ “Ｔｈｅ Ｇｕｌｆ’ｓ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ｕｌｆ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ｐ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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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 ３ ３３５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为 ３ ２３６ ２ 亿美元ꎬ 基本持平ꎮ 在投资方面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中东累计直接投资 １５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 ２７２ 亿美元ꎬ 增幅 ７３％ ꎮ 在

工程承包方面ꎬ ２０１３ 年中国在中东完成工程承包额 ３０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完成

３２２ 亿美元ꎬ 没有明显变化ꎮ 在能源领域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 １ ４９
亿吨ꎬ ２０１９ 年 ２ ３８ 亿吨ꎬ 增长 １６０％ ꎮ① 从绝对值上看ꎬ 除石油进口大幅增

长外ꎬ 五年来中国与中东经济关系没有太突出变化ꎮ 从中东所占份额上看ꎬ
即便是石油进口的份额也没有明显变化ꎮ

然而ꎬ 全球媒体、 学术界所展示的中国与中东经济关系却是另外一番热

闹景象ꎬ “中国成为中东最大投资者” “中国取代美国” 等耸人听闻的报道不

绝于耳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阿拉伯投资与出口信保公司” 公布数据ꎬ “２０１６ 年中国成

为中东最大投资者”ꎬ 当年投资流量达 ２９５ 亿美元ꎬ 占阿拉伯国家全部外资

３１ ９％ ꎬ 美国只有 ６９ 亿美元ꎮ② ２０１８ 年中国也是中东最大投资国ꎬ 投资额

２８０ 亿美元ꎮ③ ２０１９ 年以色列媒体报道ꎬ “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以色列最大

的投资者”ꎮ④ 实际上ꎬ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所有阿拉伯

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只有 １２ 亿美元ꎻ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整个中东

接收外国直接投资也仅为 ３０１ 亿美元ꎮ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美国占以

色列直接投资存量 ２０ ４％ ꎬ 中国占 ２ ９％ ꎮ 媒体、 学者和决策官员广泛引用

的数据与事实之间有天壤之别ꎬ 长期以来以讹传讹ꎬ 影响广泛ꎬ 大有取代事

实之势ꎮ
同时ꎬ 国际媒体时常播报关于中国投资中东 “特大项目” 的新闻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有线新闻网 (ＣＮＮ) 报道ꎬ 中国两家公司同意给埃及新首都建设投资

３５０ 亿美元ꎮ⑤ 据此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第一太平戴维斯” 迪拜负责人在视频会议

中说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国给中东投资 ７１１ 亿美元ꎬ 埃及是中国对中东投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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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最大目的地ꎮ① ２０１６ 年阿曼新闻报道ꎬ 中国承诺给杜库姆工业园投资 １２０
亿美元ꎮ② 根据 «福布斯» 报道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在沙特投资达 ３８６ 亿美

元ꎬ 中东成为中美在愿景、 标准、 价值观等方面对决的新场所ꎮ③ ２０２０ 年

«纽约时报» 报道ꎬ 中国与伊朗签署长期合作合同ꎬ 未来 ２５ 年投资 ４ ０００ 亿美

元ꎮ④ 这些报道中的投资时间跨度长、 金额高ꎬ 难以核实、 证伪ꎬ 易造成更强

大的视觉冲击力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中国在中东直

接投资累计为 ２７２ 亿美元ꎬ 其中沙特 ２７ ８ 亿美元ꎬ 埃及 １１ ８ 亿美元ꎬ 伊朗

３０ １ 亿美元ꎬ 阿曼 １ ６ 亿美元ꎮ 美国 “企业研究所” 统计显示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中东直接投资累积 ６６１ ５ 亿美元ꎬ 其中沙特 ５８ ７ 亿、 埃及 ４６ ３ 亿、
伊朗 ４７ ２ 亿、 阿曼 １２ １ 亿ꎮ⑤ 不论采用哪个统计数据ꎬ 动辄数百甚至千亿美

元的投资项目都与现实情况有非常大的出入ꎮ
炒作中国投资的原因比较复杂ꎬ 既有全球联动的政治氛围ꎬ 也有统计方

法差异ꎮ 在政治上ꎬ 西方有担忧 “中国崛起” 的焦虑ꎬ 由此提供了炒作的温

床ꎮ 同时ꎬ 一些中东国家既想宣传本国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绩ꎬ 又想利用 “中
国投资” 跟美西方讨价还价ꎬ 因而默许、 鼓励炒作的情况也存在ꎮ⑥ 在技术

上ꎬ 中美对直接投资统计口径有差异ꎬ 使国际比较非常困难ꎬ 媒体、 研究机

构通过种种途径自行弥合统计差距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 ５ ９６ 万亿美元ꎬ 中国公布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 ７ ７ 万亿

美元ꎮ 因此ꎬ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商务部数据会低估对中东直接投资流量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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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计算的存量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难以确认ꎮ
海外一些非政府机构开始自己统计中国对外投资数据ꎮ 目前ꎬ 国际上广

泛引用的是美国 “企业研究所” 和 “传统基金会” 共同主持的 “中国投资跟

踪系统”ꎮ 统计标准的混乱ꎬ 给国际炒作预留了无限广阔的空间ꎮ
比统计混乱更令人担忧的是ꎬ 媒体、 学者有意无意地误用、 滥用 “中国

投资跟踪系统” 的数据ꎮ 迄今为止ꎬ 几乎所有关于 “中国是中东最大投资

者”、 年度投资额 ３００ 亿美元左右的论述ꎬ 数据基本上都源于 “中国投资跟踪

系统”ꎮ 根据 “中国投资跟踪系统”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在中东的直接投资与工程承

包总计 ３０１ ４ 亿美元ꎬ 其中 ２５６ ３ 亿美元是工程承包ꎬ 直接投资 ４５ １ 亿美

元ꎮ① 显然ꎬ 这些引述把直接投资与工程承包混为一谈了ꎮ 福布斯、 “阿拉伯

投资与出口信保公司” 是非常专业的财经机构ꎬ 出现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很难

从技术上解释ꎮ
同外界的舆论喧嚣、 政治想像形成明显对比的是ꎬ 中国中东政策保持定

力ꎬ 其政治原则、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ꎬ 经济活动也是艰难前行ꎮ 不论是国际

还是地区层次上ꎬ 中国继续维持同所有中东国家的平衡友好关系ꎬ 树立负责

任大国形象ꎮ 尽管中国对地区形势的关注度、 参与度均有增加ꎬ 但中国在维

护联合国多边体系下ꎬ 尊重中东国家在解决自身问题的主事权ꎮ 近几年ꎬ 关

于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进程、 维也纳会议ꎬ 关于巴以问题的四方机制ꎬ 关

于利比亚问题的巴黎会议、 巴勒莫会议、 柏林会议ꎬ 关于也门问题的 “斯德

哥尔摩协议”ꎬ 中国或者没参加ꎬ 或者没唱主角ꎮ 同美、 欧、 俄等大国相比ꎬ
中国中东政策 “落地” 程度最轻ꎮ 不断推进的中东经济利益没有改变中国中

东政策的总体结构ꎬ 国际社会的热炒也没有撼动中国中东政策ꎮ

三　 中国中东政策的战略评估

未来ꎬ 中国中东政策会否进一步 “落地”ꎬ 中国能否进一步深耕中东ꎬ 取

决于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对中东的重要性ꎮ 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决定

了中国的利益有多大ꎬ 利益影响着采取行动的意愿ꎬ 决定着中东在中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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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中应当占据的位置ꎻ 中国对中东的重要性代表着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力ꎬ
即采取行动的能力ꎬ 决定着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实际拥有的位置ꎮ 中国中

东政策需体现意愿与能力之间的平衡、 匹配ꎮ
(一) 中东成为中美博弈新战场的可能性小

多年来ꎬ 尽管中美战略互信不足ꎬ 但双方一直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混合

关系ꎬ 而不是遏制与反遏制的敌对关系ꎬ 这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ꎮ
当前ꎬ 这个前提虽没有完全消失ꎬ 但出现前所未有的动摇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防

战略首次把大国竞争置于反恐之上ꎬ 这是 ２００１ 年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最大的变

化ꎬ 大国竞争主要指中美关系ꎮ① 这是一个重大信号ꎬ 值得高度关注ꎬ 但我们

不能过度解读ꎬ 更不能过早下结论ꎮ 虽然美国视中国为 ２１ 世纪最大的竞争对

手ꎬ 但是如何同中国竞争是个大难题ꎬ 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定论ꎮ 重回冷战

时代ꎬ 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ꎬ 并不符合美国利益ꎮ 拜登政府强调对华政策

要保持 “耐心”ꎬ 该竞争的竞争、 须对抗的对抗、 能合作的合作ꎬ 凸显出美国

并未形成遏制中国的全球战略ꎬ 未来最大的可能是不断调整政策ꎬ 这将是一

个充满困难、 风险的过程ꎮ
近年来ꎬ 我们在中东能看到美国对抗中国的言行ꎬ 但远远不及在欧洲、

亚太甚至非洲、 拉美地区ꎮ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２０２１ 年初的一份评估报告

认为ꎬ 中国未来十年可能在东南亚、 东北亚、 俄罗斯、 欧洲、 日本、 印度、
非洲、 拉美等地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ꎬ 唯独没有提及中东ꎮ② 在美方看来ꎬ 中

美在中东利益冲突有限ꎬ 应更多关注共同利益ꎮ 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体现在

经济方面ꎬ 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非常少ꎬ 中美双方少有交集ꎮ 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

每天进口原油 ６８０ 万桶ꎬ 中东占 ８７ 万桶ꎬ 仅具象征性意义ꎮ 同年ꎬ 美国在中东

的直接投资存量 ８６６ 亿美元ꎬ 占其全球存量 (５ ９５ 万亿美元) １ ５％ꎻ 同中东的

贸易额 １ ５７４ 亿美元ꎬ 占其全球外贸 ３ ７％ꎮ 其中ꎬ 美国与以色列贸易额 ４９０ 亿

美元ꎬ 直接投资存量 ２８０ 亿美元ꎬ 均占美国在整个中东贸易、 投资的 １ / ３ 左右ꎮ
如果排除以色列ꎬ 中东仅占美国外贸的 ２ ６％、 投资的 ０ ０９８％ ꎮ③ 因此ꎬ 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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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角度看ꎬ 中东对美国的意义微不足道ꎬ 几乎找不到学术文章、 研究报告从

经济视角论述美国中东政策ꎮ 美国中东政策着眼于能源供应、 地区稳定、 恐

怖主义ꎬ 战略目标大体上同中国重叠ꎬ 但是双方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有差

异ꎮ 正如美国 “兰德公司” 报告所言ꎬ 中美在中东多数领域利益一致ꎬ 若美

国通过大国竞争视角看中国ꎬ 会错失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ꎮ①

过去 １００ 年来ꎬ 全球性大国崛起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东ꎬ 国外有不少

人相信ꎬ 获得中东主导权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ꎬ 中国也不例外ꎮ② 据此ꎬ 中

国中东威胁论的鼓吹者相信ꎬ 中国而非俄罗斯是美国真正的挑战ꎬ 其逻辑是:
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能源需要求迟早会演变成军事存在ꎬ 历史上的大国都

是这样做的ꎻ③ 随着美国能源自足、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市场ꎬ 美中

在海湾地区的战略竞争会更尖锐ꎻ 尽管目前中国中东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方

面ꎬ 但是未来可以转化为战略工具ꎬ 或可以增加中国在其他地区的竞争力ꎮ
例如ꎬ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ꎬ 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ꎬ
同美国目标并不冲突ꎬ 但是中国在伊拉克获取的经济利益ꎬ 可以用来在全球

其他地方对抗美国ꎮ④ 这些观点目前仅仅是历史推理、 理论假设ꎬ 没有现实

支撑ꎮ
现实中ꎬ 极少有美国人认为中国的中东政策直接挑战美国ꎮ 但在他们看

来ꎬ 中国的行为客观上会侵蚀美国主导下的政治经济秩序ꎬ 因而损害美国利

益ꎮ 在金融领域ꎬ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均为经济援助设

定前提条件ꎻ 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新

丝路基金ꎬ 明确表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ꎮ 在货币领域ꎬ 中国主导的国际金

融机构、 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双边投资协议、 上海黄金交易市场、 上海石油交

易市场均使用人民币ꎬ 冲击美元霸权ꎮ 在贸易领域ꎬ 针对 “一带一路” 项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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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了新的贸易、 投资纠纷解决机制ꎬ 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体系ꎮ① 在政治

领域ꎬ 中国为中东国家提供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ꎬ “可能威胁西方的

价值体系ꎬ 甚至成为欧洲对中国中东战略的最大担忧ꎮ”② 在外交领域ꎬ 中国

特色的 “大国外交” 处处以美国为 “参照”ꎬ 且 “以美国利益为代价”ꎮ 但

是ꎬ 这些零星的冲击不会动摇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ꎬ “除一些技术因素

外ꎬ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模式在中东对美国形成挑战ꎮ”③

在没有看到显著的现实威胁的情况下ꎬ 美国不可能构建全面针对中国的

中东战略ꎮ 如果美国选择在中东遏制中国ꎬ 就不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ꎬ 相反

需要加大中东投入ꎬ 对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ꎬ 付出更沉重的代价ꎮ 中国同中

东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互利共赢的ꎬ 不是政治站队ꎬ 中国需要消费品市场、 投

资目的地ꎬ 中东国家需要能源市场、 国际投资、 消费品ꎮ 中东不会因为美国

不满意就放弃中国ꎬ 美国要建立反华统一阵线ꎬ 必然要付出相当大的政治、
经济成本ꎬ 这同美国现在的战略收缩背道而驰ꎮ 因此ꎬ 迄今为止ꎬ 美国在中

东对中国的遏制、 反击、 抱怨是局部、 零星、 情绪化的ꎬ 尚未形成系统性的

竞争战略ꎮ “收缩” 是过去 １０ 年美国中东战略的主旋律ꎬ 遏制中国仅仅是杂

音、 噪音或跑调ꎬ 现在说 “美国中东政策重心已经转向遏制中国”ꎬ④ 为时尚

早ꎮ 美国对中国中东行为的 “担忧” 是理论、 推测、 想像ꎬ 并且是夸大的ꎬ
不排除未来会演变成系统性战略ꎬ 但回归理性的可能性也真实存在ꎮ

美国作为世界大国ꎬ 往往有过度的焦虑、 忧患意识ꎬ 倾向于夸大崛起国

家的实力和意图ꎻ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ꎬ 有时可能过度自信ꎬ 急于展现大

国的实力和地位ꎻ 中东作为第三方ꎬ 担心美国的收缩ꎬ 急于利用崛起的中国

平衡美国ꎬ 也乐于虚张声势ꎬ 扩大中国的影响ꎮ 对中国而言ꎬ 中美全球对抗

不符合中国利益ꎬ 中美在中东对抗更不符合中国利益ꎬ 因为中国在中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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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风险大ꎬ 美国在中东的全面优势更突出ꎮ 防止中美在中东对抗ꎬ 是中

国的最优选择ꎬ 也符合美国利益ꎮ 因此ꎬ 中国必须同时警惕这三种趋势ꎬ 避

免同美国短兵相接、 正面冲突ꎬ 化解大国博弈的喧嚣ꎮ 中国既没有实力与资

源ꎬ 也没有意愿在中东挑战美国ꎬ 更不会推翻美国治下的秩序ꎬ 相反中国比

较担心现存秩序的崩溃ꎮ 如果未来中东出现中美对抗的情景ꎬ 必然是美国的

主动选择ꎬ 而非中国ꎮ 美国华盛顿近东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辛格就说ꎬ 是

否与中国在中东展开竞争ꎬ 选择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ꎮ①

从中美关系的视角看ꎬ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０ 年期间中美在中东是对立关系ꎬ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是零星协作关系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０ 年是平行关系ꎮ 在平行关系时代ꎬ 中美不

对抗、 不合作ꎬ 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配合、 不支持、 不替美国解套ꎬ 可以理

解为不以美国为考虑因素或目标ꎮ 未来ꎬ 中美关系最大的可能性是摇摆在对

抗与平行之间ꎮ
(二) 中东在中国阶段性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价值没有显著上升

在国际格局中ꎬ 美国打 “中东牌” 的可能性低ꎬ 中国更低ꎬ 因此中东在

大国博弈中的作用不甚明显ꎮ 同时ꎬ 中东对阶段性国际政治斗争的价值也很

有限ꎮ 长期以来ꎬ 服务于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是中国中东政策的决策因素之

一ꎬ 中国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国际政治利益都不同ꎬ 历史环境变化了ꎬ 中东在

中国外交中阶段性价值则有所不同ꎬ 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阿拉伯一大片” 的

政治价值、 ８０ 年代的 “出口大市场”、 ９０ 年代的 “策应中美关系”、 ２０ 世纪

前十年的 “缓解中美关系压力”ꎬ 以及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 “能源大文章”ꎮ
现在ꎬ 中国同世界上 １８０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已经是国际舞台上当之无

愧的主角ꎮ “阿拉伯一大片” 在联合国投票、 国际政治话语权争夺方面仍具有

价值ꎬ 但是同 １９５９ 年相比情况已发生变化ꎬ 当时中国只有 ３１ 个建交国ꎬ 阿

拉伯国家占 ７ 个ꎬ 分量可想而知ꎮ ２０１９ 年中东占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额 １４％ ꎬ
是不一个不可小觑的市场ꎬ 但是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６１％ 相比ꎬ 也有较大的

落差ꎮ ２０２０ 年中东占中国石油进口的 ４７％ ꎬ 也已经从 ２０１０ 年 ５３ ９％ 微幅回

落ꎮ 中美关系今天已经深度交融、 高度相互依赖ꎬ 中东这个小支点很难撬动

中美沉重的双边关系ꎬ 中东 “策应” 中美关系的绩效越来越低ꎮ 美国全球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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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重心已经从 “反恐” 转向 “大国竞争”ꎬ 中东能够缓解中国亚太压力的可

能性越来越小ꎮ
(三) 中东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更大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中东双边贸易额 ３ ２５３ 亿美元ꎬ 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７ １％ ꎻ
中国对中东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 ２７２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１ ２％ ꎻ 中国对中东直接投资流量 ２４ １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 ７％ ꎮ 若采用美国 “企业研究所” 数据ꎬ 中东的投资存量占 ３％ ꎬ 流量占

４ ５％ 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中东新签工程承包合同 ３７４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工程承

包新签合同额的 １４％ ꎻ 中国在中东完成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 ３２２ 亿美元ꎬ 占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额的 １８％ 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中东军售 ２ ４８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

外军售额的 ２３％ ꎮ① ２０１９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７０ ８％ ꎬ 每天进口 １ ０１１
万桶ꎬ 其中 ４７５ 万桶来自中东ꎬ 占全部进口 ４７％ ꎬ ２０％ 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

自卡塔尔ꎮ 如果视中东为一个整体ꎬ 中东是中国最大的原油来源地ꎮ 可见ꎬ
整体而言中东经济对中国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ꎬ 但中国在中东的能源、 工程

承包和军售领域所占比重不低ꎮ 能源是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命脉ꎬ 中东的作

用显而易见ꎮ 工程承包是当前中国企业推进 “一带一路” 的主要方式ꎬ 能带

动中国产品、 技术、 服务和标准 “走出去”ꎬ 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ꎬ 中东也

有一定的重要性ꎮ 中国每年对外军售额仅为 １０ ４ 亿美元ꎬ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率太小ꎬ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中东的作用不大ꎮ
同中东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相比ꎬ 中国对中东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ꎬ

但是在各领域的表现非常不平衡ꎮ 在贸易领域ꎬ ２０１９ 年中东外贸总额 ２ ４８ 万

亿美元ꎬ 对华贸易占 １３ １％ ꎻ 同年欧盟 (４ ７１１ 亿美元) 占中东贸易额的

２０％ ꎬ② 美国 (１ ５６１ 亿美元) 占 ６ ３％ ꎬ 如果不把欧盟视作一个整体ꎬ 中国

是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ꎮ 在能源领域ꎬ ２０１９ 年中东日出口原油 １ ５０１ 万桶ꎬ
对华出口占 ３１ ２％ ꎮ③ ２０２０ 年中国成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伴ꎬ 海合会 ２５％ 的

３４

①

②

③

“Ｈｏｗ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ｄ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ｐｏｗｅｒ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ｒｍｓ －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０２１ －０２ －１１

根据复旦大学孙德刚教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东形势” 研讨会上的

发言 «大国与中东的关系» 整理ꎮ
Ｋａｔａｒｚｙｎａ Ｗ Ｓｉｄłｏ ｅｄ 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ＲＮＡ)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ｆｉｌｅ: / / / Ｃ: / Ｕｓｅｒｓ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ＪＰ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ＥＮＡ％２０ (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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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石化产品出口到中国①ꎮ 欧盟国家从中东日进口原油 ２３０ 万桶ꎬ 占

１５ ４％ ②ꎬ 即便把欧盟算作一个整体ꎬ 中国也稳居中东最大的原油进口国ꎮ 在

工程承包领域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 ２１６ 亿美元ꎬ
占总额 (１ ２０３ 亿美元) 的 １８％ ꎮ③

在投资领域ꎬ 根据美国 “企业研究所” 的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中东直接

投资流量 ６２ ７ 亿美元ꎬ 占中东全部外资流量 (６１６ 亿) １０ １％ ꎻ 中国在中东

直接投资存量 ６６１ 亿美元ꎬ 占中东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５％ ꎮ 近年来ꎬ 中国投资

开始突显其重要性ꎬ 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ꎬ 尚未进入第一集团ꎮ 正如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所报告所言ꎬ 迄今为止中国并非以色列重要的投资者ꎬ 远远赶

不上美国、 欧盟ꎮ④ 在援助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经合组织成员向中东提供双边发

展援助 １３０ 亿美元ꎬ 占中东受援总额的 ４０％ ꎬ 其他份额主要由土耳其、 沙特、
阿联酋和多边机构提供ꎮ⑤ 据一位欧洲学者计算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向中东

提供政府发展援助 (优惠贷款、 减债、 技术支持、 发展赠款、 奖学金等)
２９ ２ 亿美元ꎬ 占中国政府对外发展援助额的 ３ ３２％ ꎮ⑥ 可见ꎬ 中东不是中国

对外援助重点ꎬ 中国也不是中东重要的援助来源国ꎮ
在金融领域ꎬ 除政府发展援助外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中国政府、 国有企业向中东

提供的资金 (商业贷款、 出口信用、 直接投资、 赠款、 孔子学院等) 共计 ４９１ ９
亿美元ꎮ⑦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９ 年由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给中东提供发展金融贷款

８３ ８ 亿美元ꎬ 占这两家银行全部对外贷款 (４ ６２０ 亿美元) 的 １ ８％ꎮ⑧ 据国际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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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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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ｏｎ － ｅｕ － ２８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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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ｔａｒｚｙｎａ Ｗ Ｓｉｄłｏ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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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组织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额达到 １ ４６ 万亿美元ꎬ 这些

债务多数来自西方国家ꎮ① 以埃及为例ꎬ 埃及是中东接受中国贷款最多的

国家ꎬ 根据埃及中央银行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的统计ꎬ 埃及共欠外债 １ ０８６
亿美元ꎬ 其中 ６５ 亿美元来自中国ꎬ 占 ６％ ꎻ ６５ 亿美元来自欧洲国家ꎬ 占

６％ ꎻ 阿拉伯国家占 ２２％ ꎬ 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占 ２８％ ꎮ② 在阿拉伯国家

上万亿美元的债务面前ꎬ 无论按何种方法计算ꎬ 中国贷款都不是主要组成

部分ꎮ
在军售领域ꎬ 中国从来不是中东武器市场上的主要供货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 中国占中东全部军购额的 ８％ 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占 １ ６％ 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占 ２ ８％ 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占 ２％ ꎮ③

显然ꎬ 在能源、 贸易方面ꎬ 中国对中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中国占中

东原油出口 １ / ３、 石化产品出口 １ / ５ꎮ 除此之外ꎬ 中国在投资、 金融、 军售、
外援等领域的影响力在上升④ꎬ 但是仍在起步阶段ꎬ 距离美欧还较远ꎮ 当然ꎬ
这些主要是经济数量的对比ꎬ 在经济合作质量方面ꎬ 美欧的领先优势更明显ꎬ
整体上美欧处于经济链上游ꎬ 从事能源勘探、 金融、 保险、 设计、 监管、 咨

询等活动ꎬ 中国则主导着能源开采、 基建、 生产、 加工等领域ꎮ 在经济领域

之外ꎬ 美欧在政治、 安全领域的优势更明显ꎮ
但是ꎬ 在特定时间段中国对个别国家具备决定性战略影响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在伊朗、 也门、 苏丹三国投资已经多于欧盟ꎮ 在几个无法获得美欧

投资的国家ꎬ 中国显得尤其重要ꎬ 甚至是唯一的外国投资者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在伊朗几乎是唯一的投资者ꎻ ２０２０ 年进口伊朗原油 １３ 亿美元ꎬ 可能是唯

一的重要原油进口国ꎮ ２０１６ 年埃及财源枯竭ꎬ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 １２０
亿美元贷款ꎬ 前提是埃及必须先找到 ６０ 亿美元双边贷款ꎬ 中国及时向埃及中

央银行提供 １０ 亿美元援助ꎬ 向埃及国家银行提供 ７ 亿美元贷款ꎬ 帮助埃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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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ꎮ① 但是这只是一些特例ꎬ 这些国家既不是中国

的投资重点ꎬ 中国也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投资来源国ꎮ 此类看似紧密的经济关

系是西方制裁的结果ꎬ 既非双方的战略选择ꎬ 也非经济逻辑的自然结果ꎬ 迄

今为止中国没有使用这种自然形成的经济影响力服务于政治目的ꎮ
从发展趋势上看ꎬ 近 ２０ 年来中国与中东经济交往的绝对数量呈几何级增

长ꎬ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扩展的速度更快ꎬ 中东在中国战略全局中的分量并

没有相应上升ꎬ 甚至有些微幅下降趋势ꎮ 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ꎬ 中国在中东

经济中的分量和影响却快速跃升ꎮ ２０１０ 年中东占中国外贸额的 ６ ６％ꎬ ２０１９ 年

占 ７ １％ꎻ ２０１０ 年中国占中东外贸额的 ９ ２％ꎬ ２０１９ 年占 １３ １％ꎮ ２０１０ 年中东

占中国原油进口额的 ５３ ９３％ꎬ ２０１９ 年占 ４７％ꎻ ２０１０ 年中国占中东原油出口额

的 ３ ９％ꎮ ２０１９ 年占 ３１ ２％ꎮ ２０１０ 年中东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６ ８％ꎬ
２０１９ 年占 ３％ꎻ ２０１０ 年中国占中东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 ２ ４％ꎬ ２０１９ 年占 ５％ꎮ
２０１０ 年中东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４ ２％ꎬ ２０１９ 年占４ ５％ꎻ ２０１０ 年中国占

中东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３ ３％ꎬ ２０１９ 年占 １０ １％ꎮ②

图 １　 中国占中东市场比重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ｅｉ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ｔｒａｃｋｅｒ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１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ａｂｏｕｔｕｎ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ｕｎｃｔａｄ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９ꎮ

从大国博弈、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个层次上看ꎬ 中东还没

有成为中美博弈的舞台ꎬ 中东在中国阶段性国际政治斗争中及在中国经济全

６４

①

②

“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ｆｉｌｅ: / / / Ｃ: / Ｕｓｅｒｓ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Ｅｇｙｐｔ
％２０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２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Ｖｏｌｕｍｅ％２０Ｎｏ ５８％２０ＦＹ％２０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０１

这里中国投资采用美国企业研究所数据ꎬ 中东存量采用联合国贸发会数据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ｅｉ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ｔｒａｃｋｅｒ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１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ａｂｏｕｔｕｎ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ｕｎｃｔａｄ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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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的重要性没有显著上升ꎮ 同国内外流行的想像不同ꎬ 不是中东对中国经

济越来越重要了ꎬ 而是中国对中东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增长ꎻ 中国在经济上取

代美欧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ꎬ 中国只在贸易、 能源进口和工程承包领域领先

了ꎬ 而在投资、 金融、 援助、 军售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ꎮ 中东对中国的政

治、 经济和安全重要性没有显著增加ꎬ 中国对中东的重要性却不断上升ꎬ 但

仍处于起步阶段ꎬ 同美欧仍有较大差距ꎮ 但是在能源领域ꎬ 中国同中东的互

相依赖都非常突出ꎬ 中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持续攀升ꎮ

四　 中国中东政策的未来方向

相较其他地区ꎬ 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显著增加ꎬ 中国对中东的影响

却明显上升ꎬ 这意味着中国介入中东事务的紧迫性不强ꎮ 同时ꎬ 美国中东战

略收缩ꎬ 地区秩序从单极向多极转换ꎬ 全球层次上美、 欧、 俄、 中各有千秋ꎬ
地区层次上土耳其、 以色列、 伊朗、 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各领风骚ꎬ 这也

是关注点ꎬ 中国有足够的空间纵横捭阖ꎮ 然而ꎬ 中美竞争态势骤然加剧ꎬ 中

东政治、 经济和安全形势持续动荡ꎬ 这是一个坏消息ꎮ 对于一个正在走近中

东政治舞台中心的大国ꎬ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ꎬ 也是最坏的时代ꎮ 时代越是

激荡ꎬ 大国战略越要透过浮云看本质ꎬ 聚焦本国核心和长远利益ꎮ
(一) 中国中东政策的时代性

迄今为止ꎬ 中国对中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ꎬ 军售、 军演、
军事外交等行为是零星的且不具有关键性战略意义ꎬ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在中东驻军的国家ꎮ 国内外均有学者认为ꎬ 因为存在军

事短板ꎬ 中国中东政策不完整、 不平衡ꎻ “软实力” 外交不能有效保护中国能

源利益ꎬ 扩大 “硬实力” 是迟早的事ꎬ 晚不如早ꎬ 历史上的大国都是这样做

的ꎮ 实际上ꎬ 这是一种脱离历史背景的假设ꎬ 似有刻舟求剑之嫌ꎮ 二战前ꎬ
英、 法争夺中东ꎻ 二战后ꎬ 美、 苏逐鹿中东ꎮ 现在ꎬ 美国战略收缩ꎬ 主要大

国意兴阑珊ꎬ 中东不存在大国竞争的紧迫性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ꎬ 在炮舰的支

持下ꎬ 西方 “石油七姊妹” 控制中东石油ꎮ 此后ꎬ 美国 １９９１ 年发动海湾战

争、 ２００３ 年入侵伊拉克ꎬ 并未能控制科威特、 伊拉克石油ꎬ 靠军事实力控制

石油的时代恐怕也结束了ꎻ 相反ꎬ 石油消费国都依靠市场机制保证保障能源

安全ꎮ 时过境迁ꎬ 能源安全需要有新视角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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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ꎬ 中国能源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一是中东动荡中断供

应ꎬ 二是美国切断供应ꎮ 两种风险都不能排除ꎬ 关键在于风险高低、 应对成

本及效果ꎮ 从中东方面看ꎬ 中国的进口来源比较分散ꎬ 个别国家动荡不会形

成特别重大影响ꎮ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国前十位依

次是沙特 (１６９ 万桶 /日)、 俄罗斯 (１６７ 万桶 /日)、 伊拉克 (１２０ 万桶 /日)、
巴西、 安哥拉、 阿曼 (７５ 万桶 /日)、 阿联酋 (６１ 万桶 /日)、 科威特 (５４ 万

桶 /日)、 美国、 挪威ꎮ 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沙特占中国石油进口 １６％ ꎬ 因此单

个中东国家没有能力主导中国石油进口格局ꎮ 事实上ꎬ 过去 ３０ 年中东动荡此

起彼伏ꎬ 并没有给中国能源安全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ꎮ 只有大规模地区战争、
石油通道封锁才能形成大危机ꎬ 这样的情景迄今未出现过ꎬ 未来的风险也极

低ꎮ 从美国方面看ꎬ 美国是否切断能源供应线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一个阴

影ꎬ 但封锁石油通道是一种战争或准战争状态ꎬ 虽不能完全排除ꎬ 但实属极

端情况ꎮ 美国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高斯就指出ꎬ “若美中在东亚发生冲突ꎬ 阻止

中国获取中东石油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抓手ꎮ”① 迄今为止ꎬ 中美均未就这

一极小概率情景做出现实安排ꎮ 现实中ꎬ 中美在中东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ꎬ
保护石油通道、 防止大规模地区战争是美国军事存在的主要目的ꎮ

在应对成本方面ꎬ 处置中东大规模动荡或美国封锁石油通道均需大量驻

军ꎬ 至少需要同美国相当的军力ꎮ 为确保拥有打赢一场大规模海湾战争的军

事存在ꎬ 美国在中东每年开支 ７５０ 亿美元的常规费用ꎬ 相当于总军费的 １５％ ꎬ
尚不包括战争费用ꎮ② ２０２０ 年中国总军费仅 １ ７８６ 亿美元ꎬ 对中国而言维持类

似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不可承受之重ꎬ 更何况这同中国的基本外交理念背道

而驰ꎻ 相反ꎬ 如果中国选择在亚太反制美国ꎬ 成本更小、 效果更好ꎮ 从全球

战略格局看ꎬ 防范美国切断石油供应并非中国最迫切的战略风险ꎬ 中国不可

能就此进行大规模资源投入ꎮ
从应对效果看ꎬ 外国军事干预是中东长期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ꎬ 驻军无

异于抱薪救火ꎮ １９７３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是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危机ꎬ 起因就是

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干预ꎮ 相关国家逐渐减少军事干预ꎬ 扩大国际合作ꎬ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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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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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东能源安全的治本之道ꎮ 例如ꎬ 增加石油储备就是一种方便、 有效、
便宜的选择ꎮ 目前国际能源组织成员国储备的石油相当于霍尔木兹海峡 ８ 个

月的通过量ꎬ 中国正在建设的战略石油储备可替代 ９０ 天的进口量ꎮ 如果美国

把现有石油储备增加 ５０％ ꎬ 费用大约为 １００ 亿 ~ ４００ 亿美元ꎬ 大大低于驻军

费用ꎮ① 当然ꎬ 中国也可以进一步增加战略储备油ꎬ 同国际能源组织合作ꎬ 共

同防范能源风险ꎮ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ꎬ 通过驻军维护中东能源安全不在中国政策选择范围

之内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 中国在中东的双边军事活动都会保持在仅具象征意

义的军事外交层次ꎮ 未来ꎬ 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仍会持续ꎬ 但受制于内外因素ꎬ
不可能大幅度转向ꎬ 美国还是涉足中东最深的国家ꎮ 欧洲与中东地理上接壤ꎬ
深受难民、 恐怖主义渗透ꎬ 其安全同中东密切相关ꎬ 不可能置身事外ꎮ 俄罗

斯 ２０１５ 年军事上跃进中东以来ꎬ 深度卷入叙利亚事务ꎬ 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度

越来越高ꎮ 美、 欧、 俄总是面临一个接一个的现实危机ꎬ 不得不牺牲长远利

益ꎬ 只有中国还没有深度介入中东事务ꎬ 保留着珍贵的自由选择权ꎬ 有足够

的时间、 空间思考与测试新政策ꎬ 使其行稳致远ꎮ
在美国战略收缩、 地区强权纷纷填补真空的背景下ꎬ 几乎所有地区国家

都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ꎬ 以便在传统大国之外寻找新的选择ꎮ 历史有惊

人相似之处ꎬ 二战结束后ꎬ 美国开始介入中东事务时ꎬ 当时面临的地区环境

也是如此ꎮ 但是ꎬ 历史更多的是差异之处ꎬ 未来不论中国中东政策如何选择ꎬ
一定不会步美国后尘ꎬ 不会把结盟、 驻军、 制裁作为主要手段ꎬ 而会坚持不

结盟、 不干涉、 经济合作、 外交协调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政策ꎮ
(二) 中国中东政策的总体性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ꎬ 战略与政治利益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ꎬ 政治、
经济和军事手段都服务、 服从于这个总目标ꎬ 当时的中国中东政策是具有内

在一致性的总体政策ꎮ 冷战结束后ꎬ 大国竞争退出决策舞台ꎬ 随着中国在中

东的影响不断增大ꎬ 除出台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外ꎬ 迫切需要一

个总体性的中东政策ꎮ
第一ꎬ 需要全面评估中东形势、 各主要大国的中东政策和中国的中东利

益ꎬ 制订一个纲领性的中国中东政策文件ꎮ 中东问题是一个 “综合性难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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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政治、 经济、 军事和宗教等方方面面ꎬ 牵一发而动全身ꎬ 由此破解这个

难题必须综合施策ꎮ 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也是综合性的ꎬ 政治、 经济和安全利

益交织ꎬ 最终体现为 “一个和平稳定的中东”ꎮ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ꎬ 中国直接

经济损失 ２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中国至少损失 ８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利

比亚战争中国最终损失可能高达 ２００ 亿美元ꎬ① 这些是非常深刻的教训ꎮ 长远

看ꎬ 只有促进中东和平稳定ꎬ 才能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ꎬ 因此中国的贸易、
投资、 军售等政策需要超越短期经济利益、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考虑ꎬ 着眼

于长远的中东和平与稳定ꎮ 为此ꎬ 中国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各主要大国的中东

政策ꎬ 区分哪些国家、 哪些政策符合中东稳定ꎻ 中国更要深入研究中东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和宗教形势ꎬ 判断哪些国家、 哪些趋势有利于中东稳定ꎻ
中国还要研究自己在中东的经济、 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 结构ꎬ 哪些是

短期的、 哪些是长期的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中国才能规划自己的中东政策目标ꎬ 支

持哪些国家ꎬ 抑制哪些趋势ꎬ 实现什么样的近、 中、 长期目标ꎮ 据此ꎬ 才能综

合配置经济、 政治和军事资源ꎬ 协调各部门的中东政策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纲领

性文件ꎬ 各部门在处理与中东相关国家关系、 应对突发事件时ꎬ 就有了根本遵

循ꎬ 中国中东政策就具有了相对的整体性、 独立性和长远性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

中东政策积累了一些基本原则ꎬ 原则代替了综合性政策ꎮ 但是ꎬ 原则不是政策ꎬ
政策远比原则复杂ꎬ 原则只能服务于政策目标ꎬ 并根据目标适当调整ꎮ

第二ꎬ 进一步完善总体中东政策的决策、 执行机制ꎮ 从思维、 决策到政

策执行层次上ꎬ 都要体现 “总体” 思想ꎮ 传统上ꎬ 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主要由

国家发改委、 能源局、 商务部、 国资委负责ꎬ 政治活动由外交部负责ꎬ 安全

事务则由国防部、 公安部等部门主管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ꎬ 执行总体中东政策有了基本的机制保障ꎮ 未来ꎬ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ꎬ 需要进一步细化顶层设计ꎬ 使部门合作与融合常

态化、 机制化ꎮ 在中国中东利益中ꎬ 经济位居重要位置ꎬ 能源又是重中之重ꎮ
但是ꎬ 阶段性国际政治利益有时同经济利益重叠ꎬ 有时相抵触ꎬ 二者需要平

衡、 取舍ꎬ 更需要相互支持、 协调ꎮ 中国中东政策既要紧跟国际政治斗争形

势ꎬ 还要服务于经济利益ꎬ 更要考虑长远的总体政策目标ꎬ 这是整体和部分

的辩证关系ꎮ 只有整体的统领性和部分的独立性相结合ꎬ 才能称之为具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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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构的中国中东政策ꎮ
第三ꎬ 中国与中东的关系需要回归事实基本面ꎬ 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

起点ꎮ 在中东重要性、 中国影响力和中美冲突等基本问题上ꎬ 国际上媒体、
学术界和决策圈均存在诸多远离事实的想像、 炒作ꎮ 这些想像基于过去 １００
年其他大国在中东的历史经验ꎬ 基于 ２１ 世纪前 １５ 年中东经济的良好表现ꎬ
总调子是夸大中东在全球格局中的重要性ꎬ 渲染中国影响力在中东的 “扩
张”ꎬ 描绘所谓的 “中美在中东大博弈”ꎮ 此类国际鼓噪已经产生非常负面的

影响ꎬ 不仅扭曲中国中东政策的形象ꎬ 而且助推 “中国威胁论”ꎬ 损害中国与

中东国家之间的互信ꎮ 诸多动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ꎬ 往往没有办法找到合理

的经济解释ꎬ 媒体、 学者就不断想像其战略图谋、 军事用途ꎮ 例如ꎬ 阿曼杜

库姆工业园就被解读为中国的 “战略图谋”ꎬ 因其扼守阿曼湾、 亚丁湾ꎬ 是途

经霍尔木兹海峡、 阿曼湾、 印度洋、 阿拉伯海的重要战略要点ꎮ① 当然ꎬ 这些

数百甚至上千亿美元的项目最终未能实现预期ꎬ 这又会损害中国在中东国家

和人民中的形象ꎮ 为此ꎬ 我们需要尽快完善信息发布体系ꎬ 尤其应及时发布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情况ꎬ 正面挤压想像、 炒作的空间ꎮ
第四ꎬ 继续坚持不结盟、 不干涉内政原则ꎬ 但可以因事、 因时协调大国

关系ꎬ 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ꎮ 在总体中东政策的框架内ꎬ 中国既要坚持基本

原则ꎬ 又要兼顾现实灵活性ꎮ 原则上反对外国干预ꎬ 支持地区国家独立自主ꎬ
但大国频繁干预中东是个客观事实ꎬ 不可能杜绝ꎬ 授权外国干预应仅限于人

道主义、 临时、 有限的行动ꎬ 必须目标明确、 范围清晰ꎬ 慎之又慎ꎮ 原则上

支持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ꎬ 反对跨境宗教、 族群干涉ꎬ 反对国中之国ꎬ 但

是要兼顾历史事实ꎬ 毕竟几乎每个中东大国都涉及跨境问题ꎮ 原则上支持中

东国家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ꎬ 反对输出意识形态ꎬ 尊重中东人民选择、
借鉴国际社会现有发展模式的权利ꎮ 基于这些基本原则环顾世界大国ꎬ 随着

议题转换中国同不同的国家有相似立场ꎮ 比如ꎬ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ꎬ 中国与

美国利益相近ꎬ 双方不仅可以协商中东能源安全议题ꎬ 还可以就国际石油储

备合作ꎮ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ꎬ 中国与俄罗斯立场接近ꎬ 均反对西方输出意识

形态ꎬ 反对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ꎮ 在更多议题上ꎬ 中国与欧洲有共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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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ꎬ 都反对美国、 俄罗斯军事化的中东政策ꎬ 主张通过外交、 经济手段维持

地区稳定ꎮ 在伊朗问题上ꎬ 中国、 欧洲和俄罗斯有共同立场ꎬ 反对美国肆意

打压伊朗ꎮ 在宗教极端化问题上ꎬ 所有大国立场一致ꎬ 都支持宗教温和主义ꎮ
第五ꎬ 拓展外交活动空间ꎬ 积极支持建立地区安全机制ꎬ 缓解地区冲突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 美国一直是中东地区安全结构的中心ꎮ 中东各国同美国的双

边关系是地区安全结构的基础ꎬ 中东国家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美国关

系的亲疏远近ꎮ 缺乏地区安全机制ꎬ 甚至也没有多边对话平台ꎬ 是中东安全

的一大短板ꎮ 随着美国战略收缩ꎬ 地区大国自主性增强ꎬ 相关各方筹建地区

安全机制的主客观条件正在出现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俄罗斯外交部发布 «海湾地区

集体安全构想»ꎬ 建议域外国家放弃永久驻军ꎬ 由地区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机

制ꎮ 但是ꎬ 该倡议没有激起任何政治涟漪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提出ꎬ 搭建一个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ꎬ 以集体协商方式管控危机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伊朗分别与沙特、 阿联酋、 埃及、 约旦在伊拉克举行双边会议ꎬ
地区国家主导的多边对话平台已经若隐若现ꎮ 同时ꎬ 围绕美国与伊朗重返核

协议ꎬ 欧洲、 美国均提议开展包括沙特、 以色列等国家在内的多边磋商ꎬ 这

可能形成包括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对话机制ꎮ

五　 结语

同国际社会普遍的想像不同ꎬ 中国目前的中东政策既不是以经济、 能源

利益为中心ꎬ 也不是 “大战略” 统领下的分兵合进ꎬ 而是政治、 经济和安全

分支各有其道ꎮ 经济、 能源是中国中东利益的核心部分ꎬ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中东政策完全围绕着经济展开ꎮ 经济关系是自然形成的ꎬ 主体是企业ꎬ 路径

是市场机制ꎬ 政府只起辅助、 引导作用ꎮ 相反ꎬ 政治关系是由政府直接主导、
落实而形成的ꎬ 追求阶段性国际政策利益需要密切的政府间合作ꎮ 这种模式

既是中国中东政策历史遗产的延续ꎬ 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体现ꎬ 还

是中国未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的必然结果ꎮ 西方媒体、 学术界总是充满想像ꎬ
认为中国政企不分ꎬ 企业是国家战略的工具ꎬ 政府是企业的总后台ꎮ 此类想

像严重低估中国国家治理的专业化水平ꎬ 也严重低估外交遗产对现实的影响ꎬ
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现象简单粗暴的解读ꎮ 现实同想像差异非常大ꎬ 中国既没

有像传统大国那样依靠武力抢夺市场ꎬ 也没有像其他大国一样用政治强权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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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场ꎬ 市场和政府在双方合作中既不 “缺位”ꎬ 也不 “越位”ꎮ
然而ꎬ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ꎬ 中国中东政策面临升级换代的挑战ꎬ 我们

需要更长的视角、 更综合的手段ꎮ 新的中东政策同国际社会想像中的 “大战

略” 形似神异ꎬ 不是建立中国的中东霸权ꎬ 不是传统大国中东政策的翻版ꎮ
未来中东政策的目标是塑造一个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中东ꎬ 是新时期具有中国

特色的总体中东政策ꎮ
长期以来ꎬ 一方面ꎬ 虽然中东地区形势多变ꎬ 但中东变局并未直接冲击中

国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对中东影响力有限ꎬ 难以直接塑造中东形势ꎬ 因而对中东

事务比较超脱ꎮ 对于中国是否有一个相对明确、 稳定的中东政策ꎬ 莫衷一是ꎮ
回顾过去 ４０ 年中国中东政策的演变ꎬ 中国在中东有明确的阶段性政策目标ꎬ 亦

有清晰的政策路径ꎬ 这些政策基于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安全需要ꎬ 既没有影响、
塑造中东格局的构想ꎬ 也没有超越具体领域、 特定部门的总体战略ꎮ 从这个角

度看ꎬ 中国尚待出台涵盖整个中东的相对稳定、 独立的地区政策ꎬ 即指针对中

东并围绕中东本身设计、 筹谋的战略或政策ꎮ 随着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不断增

长ꎬ 政治、 经济和安全资源持续积累ꎬ 已经有一定的实力和资源塑造地区格局ꎬ
迫切需要一个统领政治、 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总政策ꎮ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义在

于 “总体” 两个字ꎬ 具体到中国中东政策ꎬ 也需要在总体、 统筹方面下功夫ꎮ
中国中东政策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代特色ꎬ 同历史上的大国中

东政策有本质区别ꎮ 中国不必保护盟国与遏制敌人ꎬ 而是同所有地区国家保

持着友好合作关系ꎮ 中国不必推广 “普世价值”ꎬ 而是希望各国都能探索适合

自身发展的道路ꎮ 中国没把中东作为大国竞技场ꎬ 而是呼吁大国停止干预中

东事务ꎮ 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冷战遗产、 霸权思维ꎬ 严重依赖军事手段ꎬ 过度

“军事化”ꎮ 中国中东政策是新时代的产物ꎬ 是冷战结束后 “总体超脱” 政策

的延续和发展ꎮ 中东和平、 发展、 独立、 开放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ꎬ 中东政

策着眼于此、 服务于此ꎬ 这是中国同历史上大国的本质区别ꎮ 中国没有意愿

主导中东局势ꎬ 中东局势应当由中东国家主导ꎬ 外国主导中东局势的时代应

当结束ꎮ 同其他大国相比ꎬ 中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工具是 “软实力”ꎬ 融合使用

外交、 科技和经济资源ꎬ 统筹多边、 双边机制ꎬ 同国际大国合作ꎬ 让中东国

家和人民发挥更大的作用ꎬ 塑造和平稳定的中东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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