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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与中国的中东战略

田文林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 是近几十年中国提出的宏观的国家级战

略倡议ꎬ 其覆盖范围几乎包括整个欧亚大陆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ꎬ
中东在实现经济互利共赢、 优化地缘政治环境、 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

方面战略价值明显ꎮ 但在当前中东乱局持续背景下ꎬ 中国在中东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三大风险ꎬ 即政治转型 “尘埃未定” 带来的政治

风险ꎻ 地区动荡长期化带来的安全风险ꎻ 大国博弈带来的 “第三方风

险”ꎮ 中国在中东推进 “一带一路” 过程中ꎬ 应遵循 “有理、 有利、 有

节” 的原则ꎬ 即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ꎬ 谋求互利共赢ꎬ 避免过度

卷入中东事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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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升级版ꎬ 是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 ３０ 余年后的第二次华丽转身ꎮ “一带一路” 倡议既是中国对自身整体利益

的考量ꎬ 也是一项带有 “公共产品” 性质的公益性倡议ꎬ 还是中国为世界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做出更大贡献的具体方式ꎮ 中国历来讲究 “己所不

欲ꎬ 勿施于人”ꎬ 其另一层含义就是 “己所欲ꎬ 施于人”ꎮ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就是要将曾使中国受益颇多的发展方式在更大范围进行分享ꎬ 最终实现丝路

沿线国家的普惠式发展ꎮ 从覆盖范围看ꎬ “一带一路” 倡议几乎包括整个欧亚

大陆ꎬ 中东不仅被涵盖其中ꎬ 而且正好处在 “一带一路” 的中间点和交汇点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３ 日ꎬ 习主席首次出访中东三国 (沙特、 埃及、 伊朗)ꎬ
将中国新时期的中东政策与 “一带一路” 倡议实现有机融合ꎮ 这种新趋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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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我们思考和建构中东战略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宏观架构ꎮ

“一带一路” 的目标与收益

战略规划或倡议的关键是确定战略目标ꎬ 即一定时期国家所要达成的目

的和标准ꎮ “只要目标正确ꎬ 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 (乔治马歇尔

语)①ꎮ 发改委、 外交部、 商务部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联合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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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愿景与

行动») 虽然系统阐述了 “一带一路” 的时代背景、 共建原则、 框架思路、
合作重点、 合作机制等内容ꎬ 并提及 “促进共同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ꎬ 但却

未对这一重大倡议的 “战略目标” 进行具体阐释ꎮ 笔者认为ꎬ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对丝路沿线国家而言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目标ꎮ 其中ꎬ 中东的战

略价值十分明显ꎮ
(一) 实现经济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ꎬ 它是通过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ꎬ 使丝路沿线各国

互利共赢ꎮ
从中国角度看ꎬ 我们可以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ꎬ 更好实现经济

可持续发展ꎮ 近年来ꎬ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持续增长ꎬ 已经进入到增速放缓、
产能过剩、 亟待转型升级的 “新常态”ꎮ 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ꎬ 乃至

转型升级ꎬ 需要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ꎬ 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

源和市场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ꎬ 未来 ５ 年ꎬ 中国将进口

超过 １０ 万亿美元的商品ꎬ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５ ０００ 亿美元ꎮ② 这意味着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将更趋紧密ꎮ
中东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性

强ꎬ 中东已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之一ꎮ 目前ꎬ 中国是阿

拉伯世界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也是 ９ 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ꎮ 阿拉伯国

家则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地、 第七大贸易伙伴、 重要的工程承包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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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市场①ꎮ 其中ꎬ 能源合作是中国与中东 “一带一路” 合作的重头戏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中国原油进口量为近 ７４０ 万桶 /日ꎬ 取代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

大原油进口国ꎬ 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中东地区ꎬ 且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日趋上

升ꎮ 预计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原油需求将达到 ７ ４ 亿吨ꎬ 其中 ５ ４ 亿吨需进口ꎻ
２０３０ 年中国每年将消费 ８ 亿吨石油ꎬ 其中 ７５％ 需要进口ꎮ② 因此ꎬ 中国与中

东进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此外ꎬ 中东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ꎬ
还为中国提高工业化水平提供了难得机遇ꎮ 中国很多自主品牌的发展壮大ꎬ
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市场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铁

路、 公路、 港口、 航空、 电力、 通信、 核能、 建筑等领域均有巨大合作空间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在习近平主席行将出访中东三国之际ꎬ 中

国政府首次公布了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其中再次提到 “一带一

路” 框架下的双边合作构想ꎮ③ 习主席 １ 月 ２１ 日在阿盟总部演讲中ꎬ 共 １０ 次

提到 “一带一路”ꎮ④ 这充分表明ꎬ 中国日趋将 “一带一路” 作为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投资经贸合作的框架和平台ꎬ 由此将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ꎮ
对中东国家来说ꎬ “一带一路” 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历史性机遇ꎬ 具体而

言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日益成为中东国家稳定的能源消费市场ꎮ 对中东产油国来说ꎬ

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ꎮ 事实上ꎬ 中国从中

东进口原油ꎬ 使中东产油国大获其益ꎮ 据汇丰控股研究报告称ꎬ 在过去十年

时间里ꎬ 中国需求推动下的油价大幅上涨ꎬ 令海合会成员国的原油产值增加

１ ７ 万亿美元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上升至 ３ ５ 万美元ꎮ⑤ 近年来ꎬ 随着

“能源生产中心向西半球转移ꎬ 能源消费中心向东半球转移”ꎬ 中东国家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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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中的 ２２％是直接针对中东地区的ꎬ 只占中国每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

对外投资额的 ２ ２％ ꎬ 参见 «习近平: 未来 ５ 年中国将进口超过 １０ 万亿美元商品»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ｅｔｎｅｔ ｃｏｍ ｃｎ / ｅｄｉｔｏｒ / ２４０６０ꎻ 杨光: «经贸合作夯实中阿关系根基»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ꎮ

Ｄａｖｉｄ Ｐ Ｇｏｌｄｍ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ꎬ ＢＥＳ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ｌꎬ ２０１５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３ / ｃ ＿
１１１７７６６３ ８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８ꎮ

«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ꎮ

«汇丰: 中国原油需求令海湾国家 ＧＤＰ 暴增万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ａｉｊｉｎｇ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４ －
０５ －２３ / １１４２０４９９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１０ －１３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国的能源消费市场依赖日趋加重ꎮ 未来ꎬ 中东产油国仍亟须加强与中国这一

最大能源消费国的战略合作ꎮ
二是中东国家需要产业转型升级ꎮ 中东地区之所以动荡贫困、 失业率居

高不下ꎬ 很大程度是工业化程度不够、 工业化水平不高造成的ꎮ 而推进工业

化进程ꎬ 特别是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ꎬ 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ꎮ 中国当前正

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ꎬ 有能力、 也有意愿向阿拉伯国家转移

优质富裕产能ꎬ 帮助阿拉伯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ꎬ 增加就业ꎬ 改善民生ꎮ 一

些埃及学者认为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对埃及经济发展是难得机遇ꎬ 尤其有

利于埃及发展中小规模的工业ꎬ 获得先进技术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习近平

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表示ꎬ 为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ꎬ 中国将联合阿拉伯国

家ꎬ 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ꎬ 将向中东提供 ５５０ 亿美元的贷款ꎮ 包括设立 １５０
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ꎬ 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 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ꎬ 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商业性贷款ꎬ 支持开展产能合作ꎻ
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ꎬ 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ꎻ 同阿联酋、 卡塔尔

设立共计 ２００ 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ꎬ 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
高端制造业等ꎮ

此外ꎬ 近年来ꎬ 海合会国家也在大力发展非能源产业ꎮ 而中国在轨道交

通、 电力、 通讯、 港口、 电子信息、 民用核能等领域的设备技术水平、 建设

运营能力ꎬ 都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则可为中东国家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平台 “助燃剂”ꎮ
(二) 优化地缘政治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ꎬ 中东与中国分别位于亚洲西端和东端ꎬ 互为犄角ꎬ
客观上形成相互依存关系ꎮ 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特定时期战略重心只有一

个ꎬ 难以同时兼顾亚太与中东两大区域ꎮ 因此ꎬ 中国外部安全压力的大小ꎬ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对美国的牵制程度ꎮ 历史上ꎬ 中东地区每次爆发

重大事件ꎬ 都会不同程度牵制美国的战略资源和精力ꎬ 客观上缓解了中国的

战略压力ꎬ 由此创造或延长了中国崛起的 “战略机遇期”ꎮ
当前ꎬ 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压力再度增大: 美国遏制、 防范中国崛起趋

势强化ꎻ 海上领土争端频发ꎻ “三股势力” 对中国西部威胁增大ꎮ 中国要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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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围堵ꎬ 缓解安全压力ꎬ 既要稳固和经营周边ꎬ 更要谋求外线突破ꎮ①

在这种环境下ꎬ 中东在中国地缘棋盘中的重要性更趋凸显ꎮ 当年亨廷顿

预言性的 “文明冲突论” 中ꎬ 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联合ꎮ 在当前中国外部压力增强的背景下ꎬ 中东地区成为为数不多能牵动美

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变量因素ꎬ 尤其伊朗等强硬国家ꎬ 既是中国 “大周边”ꎬ 也

是中国 “外线国家”ꎬ 其可在两方面缓解中国外部安全压力: 一方面ꎬ 伊朗等

中东国家是迟滞美国战略包围的重要牵制力量ꎮ 另一方面ꎬ 伊朗是防范极端

宗教势力向新疆渗透的重要 “防火墙”ꎮ 当前ꎬ 中东恐怖活动升温ꎬ 尤其 “伊
斯兰国” 异军突起ꎬ 使逊尼派极端宗教势力呈现扩大外溢之势ꎮ 伊朗作为为

数不多什叶派掌权国家ꎬ 其与 “基地” 组织、 “伊斯兰国” 等水火不容ꎬ 是

阻遏逊尼派极端势力蔓延的重要力量ꎮ② 中东其他国家 (如沙特、 埃及、 土耳

其等) 则起不到类似伊朗的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借重也在不断增加ꎮ 过去相当长时期ꎬ

美国一直是主导中东的最大外部力量ꎮ 近些年来ꎬ 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势头日

趋明显ꎬ 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ꎬ 战略收缩态势明显ꎬ 如从阿

富汗和伊拉克撤军、 用 “化武换和平” 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 谈判解决伊朗

核问题等等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美国的中东盟友深感美国越来越靠不住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美国国防部长公开称ꎬ 美国无力确保海湾产油国安全ꎮ 这一趋

势迫使沙特、 埃及、 以色列等传统盟友另辟蹊径ꎬ 纷纷加强与中国关系ꎬ 希

望借中国平衡地区力量ꎮ
与此同时ꎬ 中东国家在经历了 “民主转型” 破产之后ꎬ 日趋重视中国的

发展道路和价值观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以来ꎬ 中东国家开启 “民主转型”ꎬ 但

随着中东政治转型进入 “深水区”ꎬ 相关国家不同程度陷入政局动荡、 经济衰

退、 社会分裂、 安全恶化等困境 (仅突尼斯略好)ꎬ “阿拉伯之春” 日趋变成

“阿拉伯之秋” 乃至 “阿拉伯之冬”ꎮ 经历惨痛教训后ꎬ 阿拉伯朝野不再迷信

西方价值观ꎬ 中阿深化政治合作的政治隐患打消ꎮ 而中国凭借独特的 “中国

模式”ꎬ 政局稳定、 经济快速发展ꎬ 由此使 “中国道路” 日益受到中东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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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追捧ꎮ 近年ꎬ 沙特、 埃及、 以色列、 伊朗、 土耳其等领导人相继访华ꎮ
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提出 “沙特未来在中国” 的响亮口号ꎬ 履新次年首次出

访即锁定中国ꎬ 开启阿拉伯经贸战略 “向东看”、 “看中国” 的新时代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 ４０ 个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ꎬ 中东地区对美

国持有好感的仅为 ２９％ ꎬ 对中国持有好感的则达到 ５２％ ꎮ① 习近平主席提出

“命运共同体” 概念后ꎬ 阿拉伯国家十分欢迎ꎮ 阿盟秘书长助理法迪勒贾瓦

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ｌ８ 日表示ꎬ “阿拉伯国家热诚欢迎中方提出的打造中阿命运共

同体的倡议ꎬ 期待今后双方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ꎮ”②

(三) 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当前ꎬ 中国已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ꎮ 中国若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ꎬ
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ꎬ 必须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ꎬ 尤其是打破国际金融旧秩

序ꎬ 开启新的对外合作模式ꎮ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ꎬ 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方面ꎬ “我们不能当旁观者、 跟随者ꎬ 而是要做

参与者、 引领者ꎬ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注入更多中国元素ꎬ
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ꎮ”③ 而 “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有益尝试ꎮ 一些学者指出ꎬ 中国赶超世界面临 ３ 个掣肘因素: 经济增长模

式转型、 过剩产能调整、 制度建设ꎮ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ꎬ 是从顶层设计

上扫清这 ３ 个障碍ꎬ 让优质过剩产能走出去ꎬ 营造更自由的贸易环境ꎬ 增强

我国国际竞争力ꎬ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更多注入中国元素ꎬ 令中国有可能一跃

成龙ꎮ④ 如果说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第一次

起航ꎬ １９７９ 年改革开放是第二轮起航ꎬ 那么当前的 “一带一路” 就是第三次

起航ꎮ 它意味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ꎬ 从回避拒绝到被动参与ꎬ 再到

主动塑造的过程ꎮ 此前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ꎬ 而 “一带一路” 重点

是向发展中国家开放ꎬ 目的是实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ꎮ
从更大范围看ꎬ “一带一路” 倡议还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构筑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确的义利观” 是这种新秩序的价值观ꎬ “亚洲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中东对美好感度低 中国在各大洲好感度均值过半»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６７６４６７１ ｈｔｍｌ? ｒｅｆｅｒｅｒ ＝ ｈｕａｎｑｉｕ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５ꎮ

郑一晗: «阿拉伯国家愿与中国结成命运共同体»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８ / ｃ＿ １１１５３１７８１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ꎮ

«习近平: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ꎬ 载 «新华每日电讯»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ꎮ
«中国对外开放布局已显现: 一带一路为纲自贸区为目»ꎬ 载 «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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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 是该秩序的安全观ꎬ “一带一路” 则是该秩序的经济构想ꎮ 总体来

看ꎬ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其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想ꎬ 迥异于西方

盛行的强权政治、 “华盛顿共识” 等有利于强者的政治经济观念ꎬ 而更能体现

平等合作ꎬ 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理想ꎮ “一带一路” 虽然是中国提出

的ꎬ 但它不是新版的 “马歇尔计划”ꎬ 也不是 “亚洲版的门罗主义”ꎬ 而是

“天下为公”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ꎮ 就此而言ꎬ 这一战略构想不是 “自
导自演”、 “自拉自唱”ꎬ 而需要更多国家主动参与ꎬ 实现 “共商、 共建、 共

享”ꎬ 使合作成果造福各国人民ꎮ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发言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ꎬ 不

是封闭的ꎬ 而是开放包容的: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ꎬ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ꎮ”①

这一战略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以共商为原则建立 “利益共同体”、 以共建为原则

构筑 “责任共同体”、 以共享为原则迈向 “命运共同体”ꎮ
因此ꎬ “一带一路” 不仅仅是道路连通等硬件建设ꎬ 还涉及体系和机制构

建ꎮ 要实现这一目标ꎬ 必须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主动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并充分发挥各种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ꎬ 如上海合作组织 (ＳＣＯ)、 中国 － 东盟

“１０ ＋ １”、 亚太经合组织 ( ＡＰＥＣ)、 亚欧会议 ( ＡＳＥＭ)、 亚洲合作对话

(ＡＣＤ)、 亚信会议 (ＣＩＣＡ)、 中阿合作论坛、 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 大湄公

河次区域 (ＧＭＳ) 经济合作、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ＣＡＲＥＣ) 等等ꎮ 这其中ꎬ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是一项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国发布的 «愿景与

行动» 强调ꎬ 要深化金融合作ꎬ 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

体系建设、 扩大沿线国家本币互换、 结算的范围和规模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与 ５７ 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 无疑有助于构

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ꎮ “亚投行” 将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部分资

金ꎬ 以投资世界较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ꎬ 增加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内的重

要性ꎮ 中国也将逐步打破不得不将大量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恶性循环ꎮ
在亚投行 ５７ 个成员中ꎬ 中东国家有 １０ 个 (约旦、 科威特、 阿曼、 沙特、 卡

塔尔、 阿联酋、 埃及、 土耳其、 以色列、 伊朗)ꎬ 这些国家都有机会成为人民

币离岸中心ꎬ 因此对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３３１

① «习近平: “一带一路” 不是独奏而是合唱»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ｔｖ ｃ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ＡＲＴＩ１４２７５１３
０６５２６３４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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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的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 囊括 ６０ 多个国家、 ４４ 亿人口和 ２１ 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ꎬ 堪

称史上最具雄心的战略倡议ꎮ “一带一路” 倡导容易ꎬ 具体落实面临诸多困

难ꎮ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ꎬ 往往世界未乱ꎬ 中东已乱ꎻ 世界已治

理ꎬ 中东仍未治理ꎮ 中国在中东落实 “一带一路” 过程中ꎬ 面临的各种风险

与挑战远大于其他地区ꎮ
(一) 政治风险

对象国政局和外交政策是否稳定连续ꎬ 是进行经济合作最起码的条件ꎮ
这方面ꎬ 中东国家的政治风险十分突出ꎮ 过去相当长时期ꎬ 中东国家基本都

是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ꎬ 政局长期保持 “超稳定结构”ꎮ 但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的

中东剧变ꎬ 使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 也门等国政权相继垮台ꎬ 随后启动的

“民主转型” 又使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府掌局能力下降、 权力内耗加剧、
安全形势恶化等一系列新问题ꎮ 埃及三年两换总统ꎬ 教俗和安全矛盾日趋突

出ꎻ 突尼斯转型艰难ꎬ ２０１４ 年新选总统埃塞卜西已 ８８ 岁高龄ꎬ 任期恐难完

成ꎻ 利比亚面临 “两个议会、 两个政府”ꎬ 民兵组织拥兵自重ꎬ 该国已成极端

势力活动大本营ꎻ 叙利亚内战犹酣ꎬ 巴沙尔前途未卜ꎻ 也门胡塞武装相继占

领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ꎬ 最终引发沙特等国武力干预ꎻ 伊拉克则 “一分

为三” 态势明显ꎮ
即使那些躲过 “政权更替潮”、 政局暂时稳定的国家ꎬ 国内形势也不乐

观ꎮ 一是政治继承危机日趋凸显ꎮ 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以 ９０ 高龄

谢世ꎬ 继任者萨勒曼已 ７９ 岁ꎬ 他上任后又公然废掉副王储穆克林ꎬ 任命其侄

子、 第三代亲王纳伊夫担任副王储ꎮ 历史经验表明ꎬ 当王位继承从 “兄终弟

及” 转向直系继承时ꎬ 往往是最有可能发生动荡的时期ꎮ 其他国家 “老人当

政” 问题也十分严重: 阿曼苏丹卡布斯 ７３ 岁ꎬ 且无子嗣ꎻ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

特弗利卡已经 ７７ 岁ꎻ 苏丹总统巴希尔 ７０ 岁ꎻ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７５ 岁ꎮ
这些国家新旧更替迫在眉睫ꎬ 隐含极大政局和政策变动风险ꎮ 中东国家政局

不稳ꎬ 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关国家经济形势严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世界经济展望» 预测ꎬ ２０１５ 年伊拉克经济增长率仅为 １ ３％ ꎬ 黎巴嫩

２ ５％ ꎬ 阿尔及利亚 ２ ６％ ꎬ 约旦 ３ ８％ ꎬ 埃及 ４％ ꎬ 沙特也将从 ３％ 降至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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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ꎮ 经济增速缓慢、 石油收入减少ꎬ 意味着中东国家贸易和预算赤字扩

大ꎮ① 中东经济形势不佳ꎬ 同样影响 “一带一路” 的战略对接与深度合作ꎮ
一些人士分析认为ꎬ 在中东政治和安全条件稳定前ꎬ 该地区很难参与国际贸

易ꎬ 很难参与中国倡导的 “２１ 世纪丝绸之路” 建设ꎬ 反而会影响 “丝绸之

路” 经过阿拉伯地区ꎮ②

而中国在中东构建 “一带一路” 的重点领域 (如能源、 基建等)ꎬ 大多

投资大、 周期长、 收益慢ꎮ 而政局变动极可能引发政经格局生变ꎬ 危及中国

海外资产及合同ꎮ 近十年来ꎬ 中国海外石油投资项目超过一半以上是在政治

风险较高国家ꎬ 并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ꎮ 在利比亚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中石

油与利比亚签订 “ｌ７ － ４ 区块” 风险勘探合同ꎮ 该合同为勘探产品分成协议

(ＥＰＳＡ)ꎬ 勘探期 ５ 年ꎬ 开发生产期 ２５ 年ꎮ 但 ５ 年 “勘探期” 刚过、 正进入

“开发生产期” 之时ꎬ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ꎬ 导致中国企业合同

搁浅、 项目停止、 驻地遭袭等ꎬ 给中石油等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损失ꎮ 相关专

家估计ꎬ 中国在利比亚有近 ２００ 亿美元经济损失ꎮ③ 在叙利亚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中石油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联合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所持叙利亚幼

发拉底石油公司 ３８％股份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中石油又收购了壳牌叙利亚油

气开发公司 ３５％股权ꎮ 但由于叙利亚局势动荡ꎬ 中国石油企业被迫撤离叙利

亚ꎬ 在当地项目完全搁置ꎮ 在苏丹ꎬ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ꎬ 中石油与苏丹签署苏丹

“６ 区” “产品分成协议”ꎬ 并由此起步ꎬ 历经十多年奋战ꎬ 中石油在苏丹

“１ / ２ / ４区块”、 “３ / ７ 区块”、 “６ 区块”、 “１５ 区块” ４ 个上游投资项目ꎬ 中国

企业用于苏丹和南苏丹边境地区油田开发的金额总计达到 ２００ 亿美元ꎮ 然而ꎬ
正当油气开发进入收获期之后ꎬ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苏丹南北分裂ꎬ 南北苏丹矛盾和

战火不断ꎬ 导致石油生产陷入停顿ꎬ 中国石油企业 (占该国出口总量 ８２％ )
蒙受巨大损失ꎮ 在也门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也门危机持续升温ꎬ 使该国政局失控ꎬ
中石化在也门项目基本停滞ꎮ

(二) 安全风险

中东地区小国林立ꎬ 且缺乏强有力的地区协调机制ꎬ 现有地区组织 (如

５３１

①
②

③

[美国] 戴维伊格内修斯: «中东的病态国家»ꎬ 载 [美国] «华盛顿邮报» ２０１５ 年４ 月１６ 日ꎮ
Ａ１ － Ｋｈａｌｅｅｊꎬ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２ 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ꎬ

２０１５
«美欧或出手ꎬ 中国逾 ２００ 亿美元恐打水漂»ꎬ 载 «国际金融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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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 “阿拉伯国家部长理事会”、 “阿盟理事会” 等) 在重大事件中缺乏行

动能力ꎮ① 由此使中东热点层出不穷ꎬ 战争与冲突屡见不鲜ꎮ 尤其 ２０１０ 年底

中东剧变以来ꎬ 埃及、 利比亚、 也门、 叙利亚等国政局动荡ꎬ 带动地区矛盾

向纵深发展ꎬ 使中东陷入冷战以来最动荡时期ꎮ 具体地说ꎬ 该地区当前安全

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教派矛盾日趋公开化ꎮ 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间虽有矛盾ꎬ 但长期处

于 “潜伏期”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该矛盾被明显 “激活”ꎮ 尤其叙利亚危机

升温使该国成为教派矛盾的 “辐射源”ꎮ 叙利亚教派冲突反过来又激化了伊拉

克、 黎巴嫩、 也门等国教派矛盾ꎬ 并引发伊朗与沙特之间的 “教派冲突 ＋ 地

缘争夺”ꎮ 中东各国大多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杂居ꎬ 教派矛盾升温使相关国家内

部政治撕裂加剧ꎬ 族群关系空前紧张ꎬ 地区权力结构面临分化重组ꎮ
二是极端恐怖势力空前壮大ꎮ 中东地区极端恐怖势力本就猖獗ꎬ ２０１０ 年

底中东剧变后ꎬ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动荡ꎬ “基地” 等恐怖组织乘机扩大

活动范围ꎮ 由此使叙利亚、 利比亚等过去鲜少恐怖活动的国家ꎬ 成为恐怖主

义 “新天堂”ꎮ 而也门、 伊拉克等国的恐情更加严峻ꎮ 盘踞在也门南部的 “基
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趁势卷土重来ꎬ 一度控制大片国土ꎮ 伊拉克境内恐

怖活动重趋活跃ꎬ 尤其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伊斯兰国” 公开宣布建国ꎬ 使该国反恐

形势从量变演变到质变ꎮ 从长远看ꎬ 由于美国不愿重返中东反恐ꎬ 地区国家

在反恐问题上各怀心思ꎬ 加上极端组织策略改进ꎬ 中东极端恐怖活动还将继

续发展壮大ꎮ 尤其 “伊斯兰国” 日渐从西亚向北非、 南亚、 中亚、 东南亚等

方向发展ꎬ 还出资 ７ ０００ 万美元在中亚开辟 “第二战场”ꎮ “伊斯兰国” 的活

动区域基本与 “一带一路” 扩展区域重叠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ꎬ “伊斯兰国”
领导人巴格达迪在演讲中呼吁ꎬ 对那些 “剥夺穆斯林权利” 的国家发动 “圣
战”ꎬ 点了 ２０ 多个国家的名字ꎬ 中国被列在首位ꎬ 甚至声称要将中国的新疆

纳入 “伊斯兰国” 版图ꎮ② 该组织对 “一带一路” 的安全威胁不容低估ꎮ
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ꎮ 当前中东地缘版图主要是当年英、 法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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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通过 “委任统治” 人为划定的ꎬ 地区秩序基础并不牢固ꎮ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

剧变开始后ꎬ 由于部分主权国家出现政权更替乃至国力被削弱ꎬ 按照部族、
教派、 民族重新划分版图的分离主义日渐抬头ꎮ 也门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ꎻ
利比亚日趋分裂为的黎波里塔尼亚、 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ꎬ 要求实现联邦

制等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强ꎻ 伊拉克的什叶派、 逊尼派、 库尔德人的教派矛

盾本就突出ꎬ “伊斯兰国” 在逊尼派聚居区建国ꎬ 使该国一分为三可能性日趋

增大ꎮ 地缘分裂历来是导致地区局势动荡的祸根ꎬ 当前阿拉伯世界频现分离

苗头ꎬ 意味着未来中东将迎来新一轮动荡期ꎮ
推动和落实 “一带一路” 基本前提是沿线区域保持 “和平与发展”ꎬ 但

中东地区 “动荡与危机” 日渐成为常态ꎬ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 “系统性崩溃”
迹象ꎮ 这种安全形势与 “一带一路” 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ꎬ 由此对中国在中

东的既存利益构成极大挑战ꎮ 据报道ꎬ ２０１１ 年ꎬ 受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的

影响ꎬ 中国企业在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有所萎缩ꎬ 新签合同额为

２２９ １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２ ５％ ꎻ 完成营业额 ２０５ ８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８ ６％ ꎻ 派出员工人数 ６ ４ 万人ꎬ 同比下降 １９ ４％ ꎻ 年末在外人数 １０ 万人ꎬ
同比下降 ３６ ９％ ꎮ① 其中能源领域损失最明显ꎮ 因此ꎬ 中国在中东主要不是

如何拓展利益ꎬ 而是首先要设法维护既存利益ꎮ
从长远看ꎬ 中东持续动荡也使中国短期内难以找到落实 “一带一路” 的

着力点ꎮ 古代 “丝绸之路” 几度兴衰ꎬ 但共同特点是中亚和中东地区基本由

一个或几个大帝国管控ꎬ 由此确保东西方商路畅通ꎬ 尤其在成吉思汗时期ꎬ
“由于把所有突厥 －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唯一的帝国中ꎬ 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

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ꎬ 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ꎬ 为商旅们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安全ꎮ”② 而当前中东地区却是小国林立ꎬ 且 “动荡与冲突” 成

为常态ꎬ 尤其困扰 “一带一路” 推进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中国在中东最关注的

是石油开发ꎬ 而 “伊斯兰国” 同样在想方设法抢夺和控制油气资源ꎮ 目前ꎬ
该组织控制的疆域版图已超过英国ꎬ 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大量油气田ꎮ
在利比亚ꎬ 法国道达尔、 美国马拉松、 阿美拉达 － 赫斯、 康菲石油公司与利

比亚合资开发的拜希、 达赫拉和马布鲁克油田等油田ꎬ 屡屡遭到 “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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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ꎮ 马布鲁克油田曾是利比亚储量最大的油田之一ꎬ 但现在设施受损最为

严重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伊斯兰国” 利比亚分支上传视频ꎬ 杀害了在利比

亚工作的 ２１ 名埃及科普特人ꎮ ３ 月 ６ 日ꎬ 该组织在利比亚中部一处油田残忍

杀害 ８ 名油田保安ꎬ 劫持 ９ 名外国公民ꎮ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被迫宣布停止

１１ 座油田的作业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在中东落实 “一带一路”ꎬ 尤其是强化能源合作ꎬ 面临的

安全风险不言而喻ꎮ 目前ꎬ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中东不断开疆拓土ꎬ 并

将抢占油田、 低价售油作为生财之路ꎮ 据能源情报集团专家认为ꎬ “伊斯兰

国” 通过走私原油每天获利大约 １００ ~ ３００ 万美元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伊斯兰

国” 对中东油田的争夺ꎬ 对中国在中东的油气开发构成严重威胁ꎮ① 如何在推

进 “一带一路” 建设中防范恐怖主义威胁ꎬ 成为紧迫而棘手的问题ꎮ
(三) “第三方风险”
中东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ꎬ 尤其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 “势力范围”ꎬ

苦心经营多年ꎬ 树大根深ꎮ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后ꎬ 阿曼、 卡塔尔、 巴林、 阿联

酋、 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 «防务合作协定»ꎬ 基本将安全 “外包” 给美

国ꎮ 近年ꎬ 伊朗崛起态势令海湾国家更加倚重美国ꎬ 购买美国军火、 部署反

导系统、 配合 “中东版小北约” 计划ꎮ 目前ꎬ 美国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ꎬ
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ꎻ 第五舰队总部设在巴林ꎮ 欧盟国家也高度

重视中东ꎮ 欧盟早在 １９９５ 年就启动 “巴塞罗那进程”ꎬ 与地中海 １２ 国建立

“全面伙伴关系”ꎻ ２０１０ 年建立 “欧盟 － 地中海自由贸易区”ꎬ 借深化区域合

作抢占中东油气市场ꎮ 法国还于 ２００９ 年在阿联酋建立军事基地ꎬ 英国 ２０１４
年在巴林建立永久军事基地ꎬ “重返中东” 迹象明显ꎮ 俄罗斯则借助能源、 军

售、 核合作以及近期武力打击叙利亚极端组织等行为ꎬ 在中东扩大影响ꎮ 这些

国家在传统关系、 治理经验以及价值观方面具有一定优势ꎮ 可以说ꎬ 中东是

“群龙治水”ꎬ 是主要大国力量碰撞、 不同治理模式相互比拼的竞技场和试验田ꎮ
这其中ꎬ 中美关系最为复杂微妙ꎮ 美国作为远离欧亚大陆的海权国家ꎬ

其在欧亚大陆的基本政策ꎬ 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国家实现内部整合ꎬ 并试图按

照自己的意志重塑欧亚大陆地缘版图ꎮ 长期以来ꎬ 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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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的滩头阵地ꎮ ｌ９９９ 年美国国会通过 “丝绸之路战略法案”ꎬ 目标是通

过支持中亚地区经济、 交通和通讯发展ꎬ 以推进当地民主、 人权和亲西方倾

向ꎬ 增强中亚国家独立ꎬ 最终将其纳入美欧体系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提出 “新丝绸之路战略”ꎬ 试图整合中亚与南亚经济ꎬ 削弱俄罗斯对中

亚的控制ꎮ① 当前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ꎬ 被美国认为是在各方

面 “去美国化”ꎬ 重塑欧亚地缘板块和全球秩序ꎮ 因此ꎬ 中国在欧亚大陆推进

“一带一路”ꎬ 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的猜忌、 干扰和挤压ꎮ
在中东地区ꎬ 美国更是不容他国轻易染指ꎮ 过去相当长时期ꎬ 中、 美、

阿很大程度是一种 “共生关系”: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ꎬ 并购买

中东石油ꎻ 中东产油国赚取巨额外汇ꎬ 大量投资欧美市场以及购买美国军火ꎻ
美国则确保中东石油稳定供应ꎬ 并将石油同美元挂钩ꎮ 但即便如此ꎬ 美国仍

不愿意中国在中东影响力坐大ꎬ 想方设法排挤中国: 如不允许中国加入中东

问题 “四方机制” (美、 俄、 欧和联合国)ꎬ 阻挠中国与中东产油国油气合

作ꎬ 无端指责中国向伊朗、 叙利亚、 苏丹等国提供敏感技术等等ꎮ 兰德公司、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美国主要智库也认为ꎬ “中国全球找石油” 威胁国际能源

市场ꎬ 不愿中国在中东扩大能源合作ꎮ 加之ꎬ 与中国有能源合作的国家往往

与美国不睦 (如伊朗、 苏丹等)ꎬ 美国既担心中国与其合作打乱其遏制 “无赖

国家” 战略ꎬ 又嫉妒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ꎬ 因此不断加大阻挠力度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ꎬ 迫使中国和伊朗谈妥的上游合作项

目全部停摆ꎮ
当前ꎬ 在中国推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中ꎬ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ꎬ 特

别是中国与卡塔尔等中东产油国互换货币ꎬ 显示出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新苗

头ꎮ 这无异于触动了美国的 “命根子”ꎬ 由此使中、 美在中东的博弈日趋由

“共生关系” 变成 “竞争关系”ꎮ 可以想见ꎬ 中国未来在中东推进 “一带一

路” 面临的 “第三方干扰” 越来越大ꎮ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中国中东政策选择

衡量一个战略倡议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ꎬ 一是看这种目标是否与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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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符合ꎬ 二是看这一目标是否与其实力和资源相适合ꎬ 三是看是否与其

他战略目标相冲突ꎮ① 中国在中东推进 “一带一路” 目标宏大ꎬ 但实现这些

利益的各方面能力却参差不齐: 政治优势最为突出ꎻ 经济拓展有一定优势ꎻ
地缘政治拓展能力相对不足ꎮ 因此ꎬ 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 过程中ꎬ 需要

扬长避短ꎬ 因地制宜ꎬ 在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原则ꎮ 具体到中东地区ꎬ 我们

应遵循 “有理、 有利、 有节” 的原则ꎮ
(一) 有理: 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

“一带一路” 固然以深化经济合作为主ꎬ 但无疑也有国际体系塑造成分ꎮ
中国优化自身战略环境、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ꎬ 主要依托的是第三世界

国家ꎬ 因此一定要强调 “政治优先”ꎮ 政治优势可以转换为经济和战略优势ꎬ
但经济优势不一定能转化成政治优势ꎮ １９６５ 年毛泽东曾对外事部门说ꎬ “不能

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ꎬ 友谊要靠政治”ꎮ② “一带一路” 不能强人所难ꎬ 需要

各国共同认可和参与ꎬ 因此推进 “一带一路”ꎬ 客观上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和

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ꎮ 而中东地区最需要的ꎬ 就是新型安全观和合作理念ꎮ
长期以来ꎬ 中东地区一直遭受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蹂躏ꎬ 是最需要新的治理

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地方ꎮ 多年来ꎬ 美国等西方大国自恃硬实力强大ꎬ 动辄在

中东发动战争ꎬ 或者 “拉一派ꎬ 打一派”ꎬ 导致中东愈发动荡无序ꎮ 西方势力

在价值观上自视高人一等ꎬ 动辄在中东推行 “民主改造”ꎬ 将自身意识形态和

政治制度强加于人ꎬ 由此导致中东政治失序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美国等西方国

家也 “损人不利己”ꎬ 面临硬实力消耗、 软实力受损、 国家形象变差等一系列

问题ꎮ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及东方文明国家的三重属性ꎬ 决定

了中国在中东拓展利益ꎬ 不可能重蹈西方的政策理念和做法ꎬ 而必须最大限

度地发挥政治优势ꎮ 这些年来ꎬ 凭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一 “外交法

宝”ꎬ 中国从不以大欺小ꎬ 倚强凌弱ꎬ 由此赢得中东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和支

持ꎮ 目前ꎬ 中国是诸大国中唯一与所有中东国家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ꎮ 目

前ꎬ 中国已经同 ８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或战

略合作关系ꎬ 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建立了中海战略对话机制ꎮ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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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的朋友和伙伴越来越多ꎮ
近年来ꎬ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 “正确义利观”、 “亚洲安全观”、 “命运共

同体” 等一系列新理念ꎮ 这种独特的政治优势使中国成为中东地区的 “正能

量”: 战略上ꎬ 希望阿拉伯世界团结、 强大ꎬ 而不像英、 美那样为一己私利ꎬ
“拉一派打一派”ꎬ 想方设法削弱阿拉伯世界整体力量ꎻ 政治上ꎬ 提倡相互平

等ꎬ 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主权ꎬ 而不像西方动辄借人权、 民主等名义干涉内

政ꎬ 甚至强行推动政权更迭ꎻ 经济上ꎬ 互利共赢ꎬ 在平等互利前提下加强与

中东国家合作ꎬ 绝不像西方那样为攫取超额石油利益而不惜发动战争ꎻ 文化

上ꎬ 彼此尊重对方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ꎬ 避免西方以 “西方中心论” 为基础

的交往方式ꎬ 甚至强行推行 “民主改造”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访

问埃及时ꎬ 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ꎬ 明确阐释了新时期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国

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ꎬ 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

益出发ꎮ 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ꎬ 而是劝和促谈ꎻ 不搞势力范围ꎬ 而是推动

大家一起加入 “一带一路” 朋友圈ꎻ 不谋求填补 “真空”ꎬ 而是编织互利共

赢的合作伙伴网络ꎮ”① 这种新型的中东战略观ꎬ 迥异于西方延续数百年的零

和思维和霸权政策ꎬ 对改善中东政治生态环境ꎬ 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

语权ꎬ 以及抢占道义制高点ꎬ 都有利无弊ꎮ
(二) 有利: 以互利共赢构建 “命运共同体”
中东局势虽然持续动荡ꎬ 但并不能阻止中国在中东深化经济合作的步伐ꎮ

从纵向看ꎬ 中东地区从未实现和平稳定ꎬ 但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仍快速

发展ꎮ 从横向看ꎬ 当前中东地区仍处于政局动荡态势的毕竟是少数国家ꎬ 多

数国家仍保持稳定ꎮ 中国能源进口主要来自沙特、 伊朗、 阿曼、 伊拉克、 科

威特和阿联酋ꎬ 这些国家油气生产均未受影响ꎬ 即便政局动荡的伊拉克ꎬ
２０１４ 年日均出口达 ２９４ 万桶ꎬ② 为 １９８０ 年来最高水平ꎮ 因此ꎬ 双方深化经济

合作仍有巨大空间ꎮ
从主观上看ꎬ 中东国家更看重 “一带一路” 的经贸合作成分ꎮ 中东诸国

素有 “贸易立国” 传统ꎬ 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积极参与者和重要受益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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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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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东的衰落也与东西方贸易通道中断相关ꎮ 当前ꎬ 中国倡导的 “复兴丝

绸之路” “拨动了阿拉伯人的心弦”ꎬ 中东国家普遍反响积极ꎮ 阿盟秘书长阿

拉比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表示ꎬ 同中国开展 “一带一路” 合作一定会使所有阿拉伯国

家受益ꎮ 在国家层面ꎬ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ꎬ “一带一路” 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复

兴ꎬ 为中埃合作提供了历史契机ꎬ 并表示埃及愿意成为这一战略构想中的

“支点”ꎮ 为此ꎬ 塞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由总理领导、 多名部长参加的中国工

作小组ꎬ 与中国开展多领域合作ꎬ 鼓励中企赴埃及投资ꎮ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

姆表示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 卡两国在能源、 基建等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

机遇ꎬ 卡塔尔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多哈专门主办了 “中国制造” 专场采购会ꎮ
另据中国前中东特使吴思科大使介绍ꎬ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后ꎬ
阿拉伯国家积极呼应ꎬ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计划ꎮ 科威特计划 ２０３５ 年建成一个

造价 １ ３００ 亿美元的 “丝绸城”ꎬ 将其变成连接中国与欧洲新丝绸之路的重要

的战略枢纽ꎮ 阿曼也在探讨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如何合作的问题ꎬ 其主要

有两个规划: 一个是建设杜库姆经济特区ꎬ 其位于东亚、 南亚、 中非、 欧洲

远航线路的要冲地带ꎬ 区位优势明显ꎬ 包括港务、 工业、 物流、 渔业、 商业、
休闲、 旅游、 教育八大区块ꎬ 阿曼非常希望中国参与ꎻ 另一个是计划在萨拉

拉港打造郑和纪念园区ꎬ 包括郑和纪念碑、 文化休闲区、 中餐馆ꎬ 既纪念郑

和ꎬ 同时也可以吸引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ꎮ 卡塔尔要建一个 “多哈新

港区”ꎬ 并考虑海合会六国 “铁路相连计划”ꎬ 并表示希望中国企业能够积极

参与ꎮ①

从客观看ꎬ 中东动荡中蕴藏着商机ꎮ 目前ꎬ 埃及为重振经济ꎬ 不断出台

鼓励投资举措ꎬ 塞西政府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举办 １２０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沙姆沙伊

赫经济峰会ꎬ 吸引各国投资ꎻ 伊拉克重建费用据估达 ７ ０００ 亿美元ꎻ 伊朗基

建、 农业、 油气、 工业、 房地产等领域每年需 ６００ 亿 ~ ８００ 亿美元投资ꎮ 据估

计ꎬ 阿拉伯国家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能源领域投资将达 ６ ８５０ 亿美元ꎮ② ２０１４ 年油

价持续暴跌ꎬ 伊朗、 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等承压能力较弱的国家ꎬ 对外能源

合作条件出现放宽迹象ꎮ 如伊朗拟于 ２０１５ 年公布的 “伊朗石油合同”ꎬ 更接

近 “产品分成合同” 模式ꎬ 中国拓展中东能源上游开发面临新机遇ꎮ 而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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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为一带一路做规划: 科威特 １ ３００ 亿建丝绸城»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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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深化经济合作已有相当基础: ２００４ 年建立了旨在全面合作的 “中
阿合作论坛”ꎻ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全部进驻迪拜国际金融中心ꎬ 提供包括人民

币兑换和交易在内的金融服务ꎻ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铁路、 公路、 港口、 电信、
电网、 能源管道建设等领域合作ꎬ 为互联互通提供了坚实基础ꎮ

对中国来说ꎬ 中东矛盾复杂、 暗礁险滩多ꎬ 过多卷入地区矛盾ꎬ 反易弄

巧成拙ꎬ 导致 “边际效应递减”ꎮ 相反ꎬ 聚焦经贸合作ꎬ 尤其能源合作ꎬ 则可

最大限度减少 “摩擦系数”ꎮ 具体做法包括: 一是充分调动地区国家经济合作

积极性ꎬ 尤其是与政局稳定、 经济潜力大和辐射力强的伊朗、 土耳其、 沙特、
埃及、 阿尔及利亚、 阿联酋等国加强合作ꎮ 二是合作重点仍以保持现状为佳ꎬ
即重点是能源和产品贸易ꎮ 与中东国家强化能源合作ꎬ 主要是考虑能源安全ꎬ
虽然周期较长ꎬ 但承受必要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仍然值得ꎮ 其他领域合作主要

考虑获利ꎬ 而经贸合作周期短ꎬ “船小好调头”ꎬ 可最大限度规避中东动荡风

险ꎬ 并有助于维护和壮大中国工业能力ꎮ
(三) 有节: 地缘政治整合需避免 “用力过猛”
战略倡议目标能否实现ꎬ 最关键就是看其能力是否与意图相吻合ꎮ 通俗

地说ꎬ 就是 “有多大饭量ꎬ 吃多少饭”ꎮ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曾著书指

出: “一个国家必须使它的目标和它的力量保持均衡ꎬ 使它的目的保持在所有

方法之内ꎬ 使它的方法能用以达到目的ꎬ 使它负的责任能和它所保有的潜力

配合起来ꎬ 而它的潜力又能适应于它的责任ꎬ 否则就无法谈到外交ꎮ”① 罗伯

特吉尔平指出ꎬ 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ꎬ 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

益而导致霸权国的衰落ꎮ② 历史上ꎬ 很多大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 “边际效应递

减” 规律ꎬ 即过度扩张会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ꎬ 最终使自身因力不胜

任而最终陷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命运ꎮ 中东地区号称 “大国坟墓”ꎮ 历史上ꎬ 因

实力膨胀在中东进行扩张ꎬ 结果导致衰落的情况数不胜数ꎮ 最近的例子就是

２００１ 年以来美国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和 “民主改造”ꎬ 结果是软、 硬实力均严

重受损ꎬ 至今没有完全解脱ꎮ 中国综合国力远不及美国ꎬ 因此在中东拓展利益

格外需要审慎ꎮ
从战略目标看ꎬ 中国的战略重心和主攻方向并不在中东ꎮ 目前ꎬ 中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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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 ３０ 多年的主要经济成果集中在东部沿海ꎬ 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也

主要来自东部ꎬ 如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美国战略东移加快等ꎬ 由此决定了中

国的战略力量部署主要在东部ꎮ 中国在欧亚大陆 (包括中东) 推进 “一带一

路”ꎬ 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 优化地缘政治环境ꎬ 而不是为逃避东部压

力ꎬ 转而向西进行地缘政治扩张ꎬ 抢夺 “势力范围”ꎬ 乃至主动树立或寻找对

手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是中国 “团结” 的对象ꎬ 而不是斗争和博弈的对

象ꎮ “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ꎬ 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ꎬ 有所缓和ꎬ 集中力量

向另一方面进攻ꎮ”① 当年ꎬ 中、 印边境冲突时ꎬ 中国态度非常节制ꎮ 毛泽东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讲话中指出: “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ꎬ 而是我们的朋友ꎮ
中国不会这样蠢ꎬ 东方树敌于美国ꎬ 西方又树敌于印度ꎮ”② 如果中国为推行

“一带一路” 在中亚与俄罗斯交恶ꎬ 在中东与美国对抗ꎬ 都不符合中国的利

益ꎮ “四面出击” 做法只会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ꎬ 偏移既定战略目标ꎮ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ꎬ 中东是中国力量投送的极限ꎮ 地理距离与投送能力

成反比ꎬ 距离越远ꎬ 投送能力越弱ꎮ 中东只是中国的 “大周边”ꎬ 远离中国本

土ꎬ 明显超出中国的力量投送范围ꎮ 相反ꎬ 美国尽管国力衰退ꎬ 在中东加紧

收缩ꎬ 但仍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外部大国ꎬ 无论军事存在ꎬ 还是地区盟友数量ꎬ
均非中国所能比拟ꎮ

历史上ꎬ 中东确实数次在关键时刻缓解了中国的外部压力ꎬ 但这并非是

因为中国在中东采取了什么高超的外交政策ꎬ 而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特定

逻辑ꎬ 使中东频频成为动荡频发的 “火药桶”ꎬ 并将视中东为禁脔的美国的注

意力吸引过去ꎮ 换言之ꎬ 中东能够成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区ꎬ 并不依赖于中国

的主观努力和外交投入ꎬ 多少带有 “运气” 和 “天意” 的成分ꎮ 因此ꎬ 中东

对中国具有战略缓冲价值ꎬ 并不等于中国可以 “将中东建成战略缓冲带” 作

为战略目标ꎮ 如果从 “中东越动荡ꎬ 中国就安全” 的逻辑出发ꎬ 中国在中东

的地缘政策应该是使该地区更加动荡ꎬ 而不是更加繁荣稳定———这种目标和

前景假定ꎬ 显然与中国塑造新型国际治理理念的目标相悖ꎬ 并远远超出中国

外交政策的最低底线ꎮ 就此而言ꎬ “将中东经营成战略缓冲带” 的利益目标ꎬ
更多是个假命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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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要在国际上 (包括中东) 扩大利益和影响ꎬ 又要避免力量透支ꎬ
关键一点就是在战略意图与能力之间保持平衡ꎮ 具体地说ꎬ 就是采取 “同心

圆式” 的战略原则: 在距离中国相对较近、 中国战略投送能力有保障的地区

(如周边地区)ꎬ 可适当多开展投资大、 周期长的重资产项目ꎻ 在距离中国较

远、 中国投送能力有限的地区 (如中东)ꎬ 中国没有能力在中东 “单骑独

进”ꎬ 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性目标ꎬ 并尽可能调动相关国家主动性ꎬ 还可考虑与

金砖国家携手挺进中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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