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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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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 “一带一路” 沿线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ꎬ 以色列

的区位独特ꎬ 社会稳定ꎬ 经济繁荣ꎬ 科技发达ꎬ 对于实施中国的 “一
带一路” 战略倡议具有难以替代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ꎬ 可以发

挥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ꎬ 是中国宜主动与之加强交往的战略合作伙伴ꎮ
６０ 多年来ꎬ 中以关系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发展历程ꎮ 近年来ꎬ 两国关系

发展顺利ꎬ 双方开展了大量经贸、 科技、 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合作ꎬ 但双边

关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中国应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ꎬ 进一步加

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经贸往来、 人文交流和其他各方面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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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国土面积、 人口、 资源等要素来看ꎬ 以色列只是一个小国ꎬ 但是

它是一个世界公认的 “科技大国”、 “军事大国”、 “外交大国”、 “经济大国”
和 “教育大国”ꎮ 以色列还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 与美国长期保持特殊

关系ꎬ 以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民族国家与全球犹太人的密切联系ꎬ 因而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与其面积和人口不成比例的重要影响ꎮ 中国和以色列分

别位于亚洲大陆东、 西两端ꎬ ６０ 多年来ꎬ 两国关系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发展

历程ꎮ 在今天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中ꎬ 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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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ＪＪＤ８１０００８)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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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沿线节点国家ꎬ 与中国的关系也格外引人注目ꎮ 本文拟从 “一带一

路” 的视角来讨论中以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走向ꎮ

中以关系的历史回顾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ꎬ 但却是该地区最后

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１００ 天ꎬ 即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９ 日ꎬ
以色列就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中国对此表示感谢ꎬ 并表示希望尽快正

式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ꎮ 然而ꎬ 由于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以色列国内

亲美派的反对ꎬ 以色列当局在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犹豫不决ꎬ 一度采取观望

态度ꎬ 从而使两国失去了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ꎮ
朝鲜战争结束后ꎬ 中、 以双方又为建交进行了多次接触ꎮ 然而ꎬ 周恩来

总理在 １９５５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接触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并对中东形势有了更多了解之后ꎬ 决定优先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态度ꎮ 尽管以色列已正式致函中国提出

建交请求ꎬ 但却为时已晚ꎮ① １９５６ 年 ５ ~ ９ 月ꎬ 中国先后同埃及、 叙利亚、 也

门建立了外交关系ꎮ 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ꎬ 中国采取了坚决

支持埃及的立场ꎬ 中断了同以色列的一切接触ꎬ 并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阿拉伯

国家的政策ꎮ 从此ꎬ 中以关系进入了一个长达 ３０ 年的 “冻结时期”ꎮ
虽然以色列在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第 ２６ 届联大关于驱逐 “台湾当局”、 恢复中

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投了赞成票ꎬ 但中国并没有改变亲阿反以的政

策ꎮ 不过ꎬ 中国也并不赞成 “把以色列扔到大海里” 的口号ꎬ 以及对以色列

采取劫持飞机、 杀害人质的做法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ꎬ 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以

色列并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ꎬ 中国对此给予了肯定和支持ꎮ 而以色列方面

也一直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ꎬ 始终未同 “台湾当局” 发展关系ꎮ 到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初ꎬ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ꎬ 在对外政策方面作了较大调整ꎬ 与越

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ꎮ 在这样的形势下ꎬ 中以关系逐渐开始

解冻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民间往来逐渐增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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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开展合作ꎮ 从 １９８２ 年起ꎬ 中国允许以色列学者以个人身份

来华访问ꎮ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ꎬ 一个以色列经济界人士代表团来北京访问ꎬ 一个中

国农业专家代表团也访了以色列ꎮ 在双方民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ꎬ 中以

之间具备了建立官方联系的条件ꎮ １９８７ 年后ꎬ 中、 以官员在巴黎、 纽约等地

进行了多次接触ꎮ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ꎬ 中国国际旅行社于 １９９０ 年在特拉维

夫建立了办事处ꎬ 以色列也在北京开设了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联络处ꎮ 由

于这两个机构均享有外交权ꎬ 中以之间此时已建立了事实上的领事关系ꎮ
１９９１ 年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召开后ꎬ 中、 以建交已水到渠成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钱其琛签署

了两国建交公报ꎬ 宣布中、 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ꎬ 揭开了中、 犹两个民族

和中、 以两个国家关系的新篇章ꎮ 由于中国和以色列早在 １９５０ 年就已相互承

认ꎬ 因此有人说ꎬ 中、 以建交是 “一个推迟了 ４２ 年的行动”ꎮ①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后ꎬ 两国关系发展迅速ꎮ 在政治上ꎬ 双方高层互访频

繁ꎮ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 魏茨曼、 卡察夫和佩雷斯先后访华ꎻ 总理拉宾、
内塔尼亚胡、 奥尔默特以及利维、 沙洛姆、 巴拉克等高级领导人也相继访华ꎮ
中国的人大委员长李鹏、 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访问了以

色列ꎬ 李岚清、 温家宝、 钱其琛、 唐家璇、 杨洁篪、 刘云山、 张高丽、 刘延

东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也先后访问以色列ꎮ 这既表明了中、 以双方对两国关系

的重视ꎬ 也反映出这一双边关系发展的顺利ꎮ
早在中、 以建交前ꎬ 以色列就在中国香港设立了总领事馆ꎬ 专门负责对

华联络工作ꎮ 两国 １９９２ 年建交后ꎬ 以色列除了在北京建立了大使馆外ꎬ 于

１９９４ 年在上海设立了总领事馆ꎬ ２００９ 年又在广州建立了总领事馆ꎬ ２０１４ 年在

成都也开设了总领馆ꎮ 一个只有 ７００ 多万人口的小国ꎬ 在中国除了在首都北

京有大使馆之外ꎬ 还在各地设立了 ４ 个总领事馆ꎬ 这一方面说明以色列对中

国的重视ꎬ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以关系的密切和人员往来的频繁ꎮ
由于双方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ꎬ ２０ 多年来ꎬ 两国签署了多个经贸协议ꎬ

贸易额增长迅速ꎮ １９９２ 年中、 以建交时贸易额仅为 ５ ０００ 万美元ꎬ １９９６ 年为 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５ 年为 ３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０ 年为 ５０ 亿美元ꎬ 而到 ２０１４ 年时双方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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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已达 １１０ 亿美元ꎮ① 中国现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仅次于美

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中国公司在以色列承建了多项工程ꎬ 在以色列的

中国劳工一度接近 ４ 万人ꎮ 以色列农业科技发达ꎬ 农业是两国最早开展的合

作领域之一ꎬ 双方在北京、 山东、 陕西、 云南及新疆等地建立了农业培训、
花卉种植、 奶牛养殖、 节水旱作等示范基地ꎮ 此外ꎬ 两国间文化、 教育、 体

育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也在不断扩大ꎮ
尽管中以关系总体发展顺利ꎬ 而且两国间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ꎬ 也没有

直接的利益冲突ꎬ 但中以关系的发展却往往会受到第三方的影响ꎮ 例如ꎬ 中

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常常受制于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ꎬ 中以关系也会受到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伊朗关系的影响ꎮ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

是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发生的 “预警机事件”ꎮ
以色列的军工科技享誉世界ꎮ 早在建交前ꎬ 中国就同以色列开展了一些

军工技术方面的合作ꎬ 加速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ꎮ 两国建交后ꎬ 中、 以

军事技术合作又有新的提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中国同以色列达成协议ꎬ
以色列向中国提供一套价值 ２ ５ 亿美元的 “费尔康” (Ｐｈａｌｃｏｎ) 预警机系统ꎮ
但随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ꎬ 称如果中国获得 “费尔康” 预警机ꎬ 将损害美国

的战略利益ꎬ 并威胁说: 如果以色列执意向中国出售这些装备ꎬ 美国会减少

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ꎮ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以色列单方面

取消了向中国出售该预警机系统的合同ꎮ 尽管以色列政府后来正式向中国进

行了道歉ꎬ 退还了预付款ꎬ 并给予了赔偿ꎬ 但这一事件还是给中以关系带来

了很大伤害ꎮ 本来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刚刚访问了以色列ꎬ 双方

关系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ꎬ 这一事件使中以关系在其后几年一度陷入低谷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同样是在美国的压力下ꎬ 以色列未按合同为 １０ 年前出售给中

国的一批军用 “哈比” 无人机 (ＩＡＩ Ｈａｒｐｙ) 进行技术升级ꎮ②

中以关系除了深受美国影响之外ꎬ 也会受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

系的影响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一直同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ꎬ 也正是在阿

以关系逐渐改善的背景下ꎬ 中国才与以色列实现建交的ꎮ 中国一直支持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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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人争取合法的民族权利ꎬ 这一立场是不会改变的ꎬ 当然中国同时也支持

巴以和平进程ꎮ 如何平衡地处理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包括巴勒斯坦) 和同

以色列的关系ꎬ 一直是中国中东外交的一个重点和难点ꎮ 当阿以 (巴以) 关

系紧张时ꎬ 中国就不可能放手同以色列开展交往ꎬ 而且还必须表明自己的态

度ꎮ 同样ꎬ 伊朗也是影响中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伊朗和以色列是中东地

区的一对死对头ꎬ 双方都视对方为本地区最主要的威胁ꎮ 中国同时与伊朗和

以色列都保持着良好关系ꎬ 这种三角关系有时固然有利于中国发挥某种独特

的协调作用ꎬ 但也会影响中国与其中一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ꎮ 这种情形在伊

朗核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ꎬ 以色列很看重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ꎬ 一直力图

说服中国参与对伊朗施压ꎬ 以迫使其放弃核计划ꎮ

近年来中、 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 以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ꎬ 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ꎬ 中、 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发展快ꎬ 贸易额逐年增长ꎮ 据中国海

关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中、 以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ꎬ 进出口总额为 １１０ 亿美

元ꎬ 同比增长 ０ ５％ ꎮ① 一直以来ꎬ 以色列对中国出口以高科技产品为主ꎬ 包

括电子、 光学产品、 农业技术等ꎻ 而中国则向以色列市场提供受欢迎并具有

竞争力的原材料、 轻纺产品和消费品等ꎮ
随着中以贸易水平的提升ꎬ 双边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ꎬ 从以电子、 钻

石、 化工等传统产品贸易为主不断向高科技、 新能源、 生物技术、 现代医药

等方向发展转变ꎬ 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态势ꎮ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ꎬ 以色列向中国

出口的商品结构为: 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产品占 ５２ ５％ ꎬ 化学和化工产品占

２０ ５％ ꎬ 其他经济类产品为 １５％ ꎬ 钻石产品为 ７ ２％ ꎬ 机械设备为 ４ ８％ ꎻ 中

国向以色列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钢材、 铜材、 小轿车 (包括整套散件)、 煤等ꎮ
中国的荣威汽车、 长城皮卡、 中兴智能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成功进入以色列

市场ꎬ 联想笔记本电脑等成为当地同类商品的畅销品牌ꎬ 占据了约 １ / ４ 的市

场份额ꎮ② 中以之间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ꎬ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ꎬ 双边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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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 ６７７１９６ / ｓｂｇｘ ＿
６７７２００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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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 ５ １ 亿美元ꎬ 其中中国服务出口 ２ ８ 亿美元ꎬ 进口 ２ ３ 亿美元ꎬ 主要集中

在旅游、 运输、 咨询等领域ꎮ①

在中东地区的 ２２ 个国家中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同以色列的 １１０ 亿美元双边贸易

额排在中国同沙特、 阿联酋、 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阿曼、 埃及的贸易额

之后ꎬ 名列第八位ꎬ 但排在前面的或是中东的人口大国ꎬ 或是中国从其大量

进口石油的国家ꎮ② 而以色列是一个既没有石油、 人口也只有 ８００ 万的小国

家ꎬ 中以之间一年能有 １１０ 亿美元的贸易已很可观ꎮ 虽说中国现已是以色列

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也是其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但中以之间的贸易

水平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ꎮ 中国同以色列的贸易额现仍不到以色列对外贸易

总额的 １０％ ꎬ 只有以色列对欧洲贸易额的 １ / ３、 对北美的 １ / ４ꎮ③ 另外ꎬ 中国

和以色列贸易长期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ꎬ 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专门谈到要 “推动与海

合会、 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ꎬ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同以色列开展经贸合作的重

视ꎮ ３ 月底ꎬ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称ꎬ 中国和以色列已完成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

究ꎬ 结论积极ꎬ 双方将在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ꎮ④

第二ꎬ 近年中以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趋势———中国资本开始涌向以色列ꎮ
十年前ꎬ 中国海外投资主要以保障自然资源供应为目的ꎬ 因此ꎬ 中国的能源

和矿产公司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较多ꎮ 但现在ꎬ 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

多地瞄准品牌和技术领域ꎬ 而这正是以色列的优势所在ꎮ 以色列不仅有不少

全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ꎬ 还有一些工业园区和高科技孵化区ꎬ 加上该国劳动

力素质高ꎬ 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成熟ꎬ 具有吸引投资的优势ꎮ 中国现已成为

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来源国之一ꎬ 百度、 奇虎 ３６０、 联想、 平安等著名科

技公司都纷纷向以色列的科技投资基金注资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中国复星医药公

司以 ２ ２ 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飞顿激光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公司 ９５％的股权ꎮ 中

６９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４ 年中以双边贸易情况»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 / ｆｕｗｚｎ / ｓｗｆａｌｖ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８５３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６ꎮ

张进海、 段庆林等: «中国 － 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ꎬ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就单个国家而言ꎬ 中国是以色列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欧盟和美国仍是以色列最主

要的贸易伙伴ꎬ ２０１３ 年欧盟和美国分别占以色列外贸总额的３３％和２０％ ꎬ 而中国占以色列对外贸易总

额的 ８ ５％ 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３１７ / １５２７２１７４１０１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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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以色列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中国光明食品集团ꎬ 该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用 ２５
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以乳制品为主的特努瓦 (Ｔｎｕｖａ) 食品公司ꎮ①

以色列国土面积虽小ꎬ 但却是一个科技创新强国ꎬ 其研发投入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４ ５％ ꎬ 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位、 全球创新排名第四位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曾表示ꎬ 以方愿意动员商界、 科技界人士把

“方向盘” 转向中国ꎬ 把以色列建设成为中国的 “研发实验室”ꎮ②中国也非常

看重以色列的科技创新能力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刘延东副总理访问以色列ꎬ 参加

了以色列首届创新大会ꎬ 并在 «耶路撒冷邮报» 发表题为 «让中以科技创新

合作之花更加绚丽» 的署名文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以中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ꎬ 双方签署了 «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ꎬ 其中包

括成立中以创新合作中心ꎬ 成立中以 “７ ＋ ７” 大学研究联合会ꎬ 实施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文化合作行动计划ꎬ 启动 “中以常州创新园” 建设等ꎮ③

第三ꎬ 中、 以旅游合作空间广阔ꎮ 旅游合作既是经济合作ꎬ 又是文化交

流ꎮ 中、 以建交后ꎬ 随着 １９９３ 年以色列航空公司开通特拉维夫至北京的国际

航线和 １９９４ 年中、 以两国签署 «旅游合作协定»ꎬ 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络绎

不绝ꎬ 但当时前往以色列的中国游客却不多ꎮ 旅游业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产

业ꎬ 每年接待 ３００ 多万外国游客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中方宣布将以色列列为中国

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以方宣布接受办理非旅行社代理的个

人旅游签证ꎬ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走向以色列 (２０１４ 年赴以中国游客超

３ 万人)ꎮ 以色列航空公司由特拉维夫直飞北京的往返航班由原来的一周 ２ 班

改为现在的一周 ３ 班ꎬ 香港直飞往返特拉维夫航班也增加为每周 ６ 班ꎮ 中国

海南航空公司也宣布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开通北京至特拉维夫直航航线ꎬ 每周 ３
个航班ꎮ 以色列旅游部驻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ｅｎｔａ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称ꎬ 以色列的目标是 ３ 年内中国赴以色列旅游人数达到 １０ 万人次ꎮ
第四ꎬ 教育是中、 以人文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ꎮ 从 １９９３ 年起ꎬ 两国政府

就开始互换留学生ꎬ ２０００ 年ꎬ 两国教育部签署了 «中国 － 以色列教育合作协

议»ꎬ 涉及互派留学生、 学术交流、 语言教学、 互认学历学位等方面ꎮ 以色列

７９

①
②
③

张倩红: 前引书ꎬ 第 ３１９ 页ꎮ
付丽丽: «携手创新 合作共赢»ꎬ 载 «科技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ꎮ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ｉｌ / ｃｈｎ / ｇｄｘｗ / ｔ１１５７０６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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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７ 所大学都具有较高的教育和科研水平ꎬ 而且都采用英语教学ꎬ 是中国学

生出国留学的热门选择之一ꎮ 中国赴以色列留学进修人员迄今已有 ３ ０００ 多人

次ꎬ 而以色列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也有 １００ 多人ꎮ 以色列政府为加强与中国

的教育合作ꎬ 从 ２０１２ 年起每年拨款 ４ ０００ 万谢克尔 (约合 ７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向中国提供 ２５０ 个奖学金名额ꎮ 随着以色列兴起 “中国热” 和 “汉语热”ꎬ
２０１０ 年以色列教育部决定将中文列入大学和中小学课程ꎬ 一些高校也纷纷建

立中文系、 东亚系和中国研究机构ꎮ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ꎬ 特拉维夫大学和希伯

来大学在中国帮助下先后开办了孔子学院ꎮ① 中国的北京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

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 ４ 所高校也先后开设了希伯来语专业ꎮ
中国香港的李嘉诚基金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宣布ꎬ 将捐资 １ ３ 亿美元给以色列

理工学院ꎬ 帮助其在广东汕头创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ＴＧＩＴ)ꎬ 以推动中国

在工程、 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教育、 研究和创新ꎮ 这是中、 以教育合作

的一个大项目ꎬ 也是以色列大学有史以来获得的最慷慨的资助之一ꎮ 广东省

和汕头市也将出资 ９ 亿元人民币 (约合近 １ ５ 亿美元) 及 ６００ 多亩土地ꎬ 支

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建设正式

启动ꎬ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李嘉诚先生、 双方大

学校长等出席了启动仪式ꎮ
第五ꎬ 中、 以文化交流内容丰富、 底蕴深厚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中、 以两国签署

了 «文化合作协定»ꎬ 后又 ６ 次签署年度执行计划ꎬ 有力推动了双方在文化、
艺术、 文物、 电影、 电视、 文学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以色列的音乐、 艺术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ꎬ 以色列芭蕾舞团、 基布兹现代舞团、 爱乐乐团、
室内乐团、 青年爱乐乐团等都先后来华演出ꎮ 以色列还首次以自建馆的形式

参加了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在以色列举行了 “中国文化节”ꎬ
２００９ 年举行了 “感知中国以色列行” 大型文化交流活动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中、 以两国间共有 １９ 对省市结成友好省市ꎮ②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ꎬ 都对世界文明的发

展做出过巨大贡献ꎮ 更值得一提的是ꎬ 古代曾有一些犹太人沿丝绸之路来到

中国ꎬ 长期生活在开封等地ꎬ 并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ꎮ 在近代ꎬ 一些犹太人

８９

①
②

参见张倩红: 前引书ꎬ 第 ２９４ ~ ２９６ 页ꎮ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ｆｃａ ｏｒｇ ｃｎ / Ｗｅｂ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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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殖民地或者从俄国来到中国ꎬ 生活在上海、 哈尔滨、 沈阳、 天津等城

市里ꎬ 人数多达 ２ 万 ~ ３ 万人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又有近 ３ 万名犹太难

民为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ꎬ 从欧洲来到中国上海ꎬ 直到战后才陆续离去ꎮ① 因

此ꎬ 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中国ꎬ 尤其是对上海、 哈尔滨怀有特殊的

感情ꎮ 担任以色列总理多年的奥尔默特ꎬ 其父母都出生在哈尔滨ꎬ 其祖父的

墓地也在哈尔滨ꎮ 以色列还成立了一个 “前中国犹太人协会”ꎬ 成员既有当年

在中国的犹太人ꎬ 也有他们的子女和后代ꎮ 中国改革开放后ꎬ 他们纷纷前来

上海、 哈尔滨参观当年犹太人生活的原址ꎮ 上海市也将虹口区提篮桥地区列

为 “犹太历史风貌保护区”ꎬ 修建了纪念碑ꎬ 并把原来的一个犹太会堂建成上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ꎮ
“犹太人在上海”、 “犹太人在哈尔滨” 成了中、 以友好的象征和品牌ꎬ

双方不仅出版了许多图书、 画册ꎬ 还拍摄了一些影视作品ꎬ 并在中国、 以色

列和其他国家举办过多次展览ꎮ 包括总统魏兹曼、 总理拉宾、 佩雷斯、 内塔

尼亚胡、 奥尔默特等人来华访问时ꎬ 一般都要到上海参观犹太人旧址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之际ꎬ 以色列

驻上海总领馆制作了一部宣传短片 «谢谢上海»ꎬ 以表达以色列人民对中国人

民最真挚的感谢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中、 以合作

中国 ２０１３ 年底提出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后ꎬ 以色列一开始并没有表

态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作为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的举措之一ꎬ 中国发起成立

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 “亚投行”)ꎬ 印度、 新加坡等 ２１ 个国家成为

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ꎬ 后又有包括英、 法、 德、 俄等多个国家也申请成为创

始成员国ꎮ 而美国、 日本则明确表示反对加入亚投行ꎬ 以色列或许受此影响ꎬ
观望了一段时间ꎬ 最后还是选择加入亚投行ꎮ 申请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

行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以色列是最后申请加入的 ７ 个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签署了提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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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潘光、 王健: «犹太人与中国»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６ ~ ３４ 页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１０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关于 “一带一

路” 的讲话ꎬ 标志着中国正式对外提出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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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亚投行的申请ꎬ 成为亚投行 ５７ 个创始成员国之一ꎮ 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

声明中说ꎬ 以色列意识到了加入这样一个亚洲国家间组织的重要性ꎬ 因而由

外交部启动了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程序ꎮ 以色列加入亚投行的举动表明了该国

积极响应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以色列交通部长伊斯莱利卡茨在授予中国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 (简称 “上港集团”) 海法新港码头 ２５ 年特许经营权签约仪式上ꎬ
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给予了高度评价ꎮ 他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有助

于改善区域基础设施ꎬ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ꎬ 以色列乐于和中国加强 “一带一

路” 方面的合作ꎮ 卡茨还表示ꎬ 以色列目前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阶段ꎬ
正在建设新的机场、 码头、 铁路和公路ꎬ 每年投资额 ４０ 多亿美元ꎬ 他相信

以、 中基建合作潜力巨大ꎬ 将惠及双方ꎮ① 这可以说是以色列官方对中国 “一
带一路” 战略最为正式的积极表态ꎮ

基于双方各自国情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性ꎬ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下中国和

以色列的经济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ꎬ 双方业已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ꎬ 且发展潜力巨大ꎮ 以色列地

处欧、 亚、 非三大洲结合部ꎬ 西面和南面分别濒临地中海和红海亚喀巴湾ꎬ
无论是 “一带” 还是 “一路” 这里都是重要节点ꎮ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

和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ꎬ 中国和以色列在此方面已经开展了令人

瞩目的有效合作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公司先后获得以色列两个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一是中国港湾工程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中标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的新港建设

项目ꎮ 阿什杜德新港口项目是以色列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ꎬ 总投资额为 ３３ 亿

新谢克尔 (约合 ９ ３ 亿美元)ꎬ 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承揽的最大港口建设项目

之一ꎮ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较低的报价通过公开竞标ꎬ 击败另外 ３
家公司获得该项目ꎮ 该港口项目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建造 １ ２００ 米港口码头、
２ ８００米防波堤ꎬ 以及进场道路和仓库、 办公区等附属工程ꎮ 工程合同竣工时

间为 ２０２２ 年ꎬ 港口建成后ꎬ 预计吞吐量为 １００ 万标准集装箱ꎬ 将成为以色列

南部最重要的港口ꎮ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财政部长拉皮德、 交通部长卡茨、

００１

① «中以 “一带一路” 合作添硕果»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９ / ｃ＿ １１１５４５１３３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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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杜德市市长拉斯里ꎬ 以及中国驻以大使高燕平等出席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底的

协议签字仪式和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开工典礼ꎬ 可见以方对此工程的重视ꎮ①

二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上港集团”) 获得海法新

港码头为期 ２５ 年的特许经营权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上港集团接到以方通知ꎬ 该集

团在有 ４ 家公司参与的竞标中胜出ꎬ 成功获得海法新港码头为期 ２５ 年的特许

经营权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以色列港口发展及资产公司与上港集团在特拉维夫正式

签署协议ꎮ 根据协议ꎬ 新港基础部分由一家以色列公司负责完成ꎬ 中方将负

责码头的后场设施建设、 机械设备配置和日常经营管理ꎮ 海法新港建设预计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ꎬ 全部建成后码头海岸线总长 １ ５００ 米ꎬ 设计年吞吐能力 １８６ 万标准

集装箱ꎮ 码头总占地面积７８ 公顷ꎬ 前沿最大水深１７ ３ 米ꎬ 具备接卸世界最大集

装箱船 (１９ ０００ 标准集装箱船) 的能力ꎬ 将是以色列最大的海港ꎮ 上港集团预

计投入资金 ２０ 多亿美元ꎬ 将海法新港打造成一个面向全球的国际货运中心ꎮ②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从特拉维夫到埃拉特的高速铁路项目ꎬ 即所谓的 “红
海 －地中海高铁” (Ｒｅｄ － Ｍｅｄ Ｈｉｇｈ －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项目ꎮ

以色列的经济和人口中心在海法 － 特拉维夫 － 阿什杜德一线的地中海沿

岸地区ꎬ 而其最南端是濒临红海的城市埃拉特ꎬ 中间被荒凉而狭长的内格夫

沙漠分隔开来ꎮ 早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以色列就曾考虑修建一条将特拉维

夫与埃拉特连接起来的铁路ꎬ 但资金、 技术等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这条被称为 “红海 －地中海高铁” 项目正式被纳入以色列政府的

发展计划ꎮ 计划中的特拉维夫至埃拉特高速铁路项目全长约 ３５０ 公里ꎬ 其中

比尔谢巴以南的 ２６０ 公里需要新建ꎬ 设计时速为 ２５０ 公里 /小时ꎮ 建成后ꎬ 从

特拉维夫到埃拉特只需要 ２ 个小时ꎬ 而现在用汽车运输则需要 ５ 个小时ꎮ
对于以色列来说ꎬ 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和战略双重意义的铁路ꎮ 从经济意

义来看ꎬ 这条铁路有利于南北交通ꎬ 可以加速南部 (内格夫) 地区的开发ꎻ
最南端的埃拉特也将从现在只有 ４ ８ 万人口的小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有 １５ 万人

口的中等城市ꎮ③ 而这条铁路更主要的作用是其重要的战略价值ꎮ 建成后ꎬ 来

１０１

①

②

③

«中国为以色列建南部最重要海港»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０５ / ｃ＿ １２７０６５１０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０５ꎮ

«上港获以色列第一大港经营权»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６０３４３９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ꎮ

Ｎｅｕｍａｎ Ｎａｄａｖ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Ｔｅｌ Ａｖｉｖ － Ｅｉｌａ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Ｒｏｕｔｅ”ꎬ Ｇｌｏｂ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ｅｓ ｃｏ ｉｌ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００８２１５８１ꎬ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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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度洋的货物将可从红海的埃拉特港上岸ꎬ 经铁路运输到地中海的阿什杜

德港或海法港ꎬ 这样就可以绕开苏伊士运河ꎬ 不但能缩短运输时间ꎬ 而且还

可避免依赖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风险ꎮ 所以ꎬ 对于以色列 (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来说ꎬ 这是一条打通欧亚大陆、 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陆上通道ꎮ 一些评论甚

至称其为 “陆上的苏伊士运河”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其确定为 “国家优

先发展的项目”ꎮ 以色列内阁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正式通过了修建

“红海 －地中海高铁” 计划ꎮ①

图 １　 以色列 “红海 －地中海高铁” 项目示意图

资料来源: 观察者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８ ＿ ２１７８ ０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８ꎮ

据以方的资料ꎬ 修建这条铁路将要架设总长度达 ４ ５ 公里的 ６３ 座桥梁ꎬ
开凿总长度达 ９ ５ 公里的 ５ 段隧道ꎬ 总预算为 ８０ 亿 ~ １３０ 亿美元ꎬ 预计用 ５ ~
６ 年时间完成ꎮ 以色列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来投资建设这条铁路ꎮ “红海 － 地中

海高铁” 项目公布后ꎬ 已先后有印度、 西班牙等 １０ 个国家表示对这一合作项

目有兴趣ꎮ② 然而ꎬ 到目前为止ꎬ 真正同以色列方面进入实质性协商的只有中

国ꎮ 早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以色列交通部长伊斯莱利卡茨访问中国时ꎬ 就与时任

中国交通运输部长的李盛霖讨论并达成了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

２０１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 Ｃａｂｉｎｅｔ －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Ｒｅｄ －Ｍｅｄ － ｒａｉｌ － ｌｉｎｋꎬ ２０１２ －０２ －０５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ꎬ “ Ｈｉｇｈ －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ｏ Ｅｉｌａ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Ｈｉｇｈ － ｓｐｅｅｄ ＿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ｏ＿ Ｅｉｌａｔ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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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协议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卡茨再次访问中国时ꎬ 与中方签署了一项具有战

略意义的合作备忘录ꎬ 其中就明确包括了双方将就 “红海 － 地中海高铁” 项

目开展合作的内容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欢迎中国参与 “红海 － 地

中海高铁” 建设ꎮ① 对以色列来说ꎬ 中国参与也就意味着中国的银行和投资公

司将为该项目投资ꎬ 中国有成熟经验和技术的铁路建设公司也将负责项目工

程ꎮ 由于 “红海 －地中海高铁” 项目意义重大ꎬ 许多普通以色列人对其都非

常关注ꎬ 也对中国的参与充满期待ꎮ②

“红海 －地中海高铁” 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ꎬ 它将使

中国的货物能够更加便利地抵达北非和欧洲ꎬ 而苏伊士运河航线将不再是唯

一的途径ꎮ 现在中国大部分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均需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中国ꎬ
与非洲、 欧洲的进出口商品也必须经过这一 “咽喉” 要道ꎬ 每年都有上千艘

中国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ꎮ 而近年来由于埃及的局势不稳ꎬ 已使中国经苏伊

士运河的运输线路受到影响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ꎬ 在苏伊士运河曾发生了对中国

的 “中远亚洲” 号货轮进行恐怖袭击的事件ꎮ③ 从经济角度来看ꎬ 承建这一

项目也有助于中国的资本、 技术和企业走出去ꎬ 并可为中国劳动力提供海外

就业机会ꎮ 因此ꎬ 对于中、 以双方来说ꎬ “红海 －地中海高铁” 都应该是一个

互利双赢的合作项目ꎮ 就此意义而言ꎬ 前面谈到的阿什杜德港项目和海法新

港项目都可以看作是 “红海 －地中海高铁” 的前期工作ꎮ
第二ꎬ 中国与以色列的另一重要合作领域是农业ꎮ 实际上ꎬ 双方对此都

有共识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中国农业部与以色列农业部在耶路撒冷签署了合作纪

要ꎬ 将双方的农业合作纳入 “一带一路” 战略合作框架ꎮ④ 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访问以色列时也强调ꎬ 中、 以农业合作潜力巨大ꎬ 要发

挥互补优势ꎬ 深化双方的农业合作ꎮ 如果说中、 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

作可视作中国向西 “走出去”ꎬ 那么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就是中国将以色列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Ｆｏｏｔｈｏ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ｅｚꎬ Ｂｕｔ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ｅｆ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ｅｆ / ｓｉｎｇｌｅ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０

笔者 ２０１４ 年 ６ ~ ７ 月在以色列本 － 古里安大学做访问学者时ꎬ 有多位以色列学者、 媒体人士

和普通市民都曾主动同笔者谈论此项目ꎬ 并对中国参与建设表示期待ꎮ
«埃及局势影响苏伊士运河安全»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３ / ｃ＿ １２５３０５３５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３ꎮ
«中以农业合作纳入 “一带一路”»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１６ / ｃ＿ １２６６２３８８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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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 “请进来”ꎮ
以色列的农业科技世界领先ꎬ 农业是中国和以色列最早开展合作的领域

之一ꎬ 包括建立培训中心、 举行研讨会、 建立示范项目、 组团互访等形式ꎮ
早在 １９９３ 年ꎬ 双方就在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中以农业培训中心ꎬ 在北京郊区

建立了示范农场ꎬ 在山东、 陕西、 云南及新疆等地ꎬ 建立了农业培植、 花卉

种植、 奶牛养殖、 节水旱作农业示范基地ꎮ 近几年来ꎬ 中国多个省市纷纷派

代表团进行农业考察ꎬ 并与以色列建立了有具体项目的农业合作关系ꎬ① 重点

是中国学习和引进以色列的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栽培和良种培育技术以及畜

牧养殖技术等ꎮ 中国借鉴和依托以色列技术ꎬ 在节水灌溉领域开发了一些适

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 高效率的产品ꎬ 如在新疆实施了 “中国 － 以色列旱作

农业示范” 合作项目ꎻ 在栽培技术方面研发适合中国的低成本、 高产出的蔬

菜和花卉栽培技术ꎬ 如在福建的 “中以合作示范农场” 综合项目ꎬ 引进作物

现代设施栽培、 水产设施养殖、 精准施肥等技术ꎻ 在畜牧养殖技术方面ꎬ 双

方开发了适合本地奶牛特点的养殖技术ꎬ 节约成本并提高了奶产品的质量和

产量ꎬ 如黑龙江与以色列就开展了奶牛养殖和乳制品生产技术的合作ꎮ 中国

与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之多ꎬ 涉及省市之广ꎬ 超过了中国与任何其他

国家的合作ꎮ
第三ꎬ 中方可分享以色列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先进技术ꎮ 以色列的水资源

极其缺乏ꎬ 但它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 生成水、 保护水、 利用水ꎬ 彻底解决

了用水问题ꎬ 是全世界用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ꎮ 除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外ꎬ
以色列的污水处理、 海水淡化技术也非常先进和实用ꎮ 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缺

水的国家ꎬ 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了缺水状况日益严峻ꎬ 因此中

国与以色列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ꎬ 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之一就是以色列将帮助中国实施

“水技术示范城” 项目ꎮ 双方经过考察比较ꎬ 选定中国山东省寿光市为以色列

水技术示范城ꎬ 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以色列经济部长贝内特访华时正式启动ꎮ
寿光市将结合运用以色列的脱盐、 污水治理、 灌溉、 供水和污水净化等技术ꎬ
探索高效用水、 节约用水、 污水处理、 水循环利用的新模式ꎬ 并在试验取得

４０１

① 中、 以农业合作项目涉及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 江苏、 安徽、 福建、 浙江、 山东、 四川、
重庆、 湖北、 湖南、 贵州、 云南、 海南、 陕西、 山西、 河北、 宁夏、 新疆、 黑龙江、 辽宁等省市ꎬ 参

见张倩红: 前引书ꎬ 第 ３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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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和复制ꎮ① 实际上ꎬ 以色列的海水淡化技术已在一些中

国沿海城市得到应用ꎬ 缓解了这些城市的淡水供应问题ꎮ
中、 以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ꎬ 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在耶路撒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所说的: “我们

的力量形成互补ꎮ 中国有巨大的工业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ꎬ 以色列则在所有

高科技领域都有先进的技术ꎮ”②

几点思考

根据中以关系 ２０ 多年来的发展情况ꎬ 以及近年来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ꎬ
尤其是从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的视角ꎬ 来探讨中国 － 以色列关系

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ꎬ 笔者做出以下几点分析和思考:
第一ꎬ 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中ꎬ 以色列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

缘经济价值ꎮ 从地理区位来看ꎬ 以色列地处亚、 非、 欧三洲交通要冲ꎬ 既扼

守着海上运输咽喉苏伊士运河ꎬ 又可从陆上连通红海和地中海ꎮ 以色列作为

“一带一路” 沿线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ꎬ 无论是陆上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ꎬ
还是海上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ꎬ 都将穿越和交汇于此ꎮ

作为一个中东国家ꎬ 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完善ꎬ 法制健全ꎬ 经济繁荣ꎬ 社

会稳定ꎬ 教育发达ꎬ 科技领先ꎬ 并具有显著的人才优势ꎮ 尤其是近年来中东

地区发生剧烈变化ꎬ 因中东变局、 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而出现大面积动荡ꎬ
并引发波及欧洲的难民潮ꎬ 更加凸显出以色列在该地区 “一枝独秀” 的特殊

地位ꎮ 因此ꎬ 对于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战略来说ꎬ 以色列无疑具有难以替

代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ꎬ 可以发挥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ꎬ 是中国应该

主动与之加强交往的战略合作伙伴ꎮ 中国要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ꎬ 进

一步提升中以经贸往来、 人文交流和其他方面的合作ꎮ
第二ꎬ 中、 以两国彼此欣赏、 相互需要ꎬ 双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期基础

和巨大的发展潜力ꎮ 如前所述ꎬ 由于二战期间中国曾收留过数万犹太难民ꎬ

５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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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色列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ꎬ 都对中国比较友好ꎮ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ꎬ
以色列很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批评ꎮ① 两国建交以来ꎬ 以色列

历任总统、 总理几乎都访问过中国ꎮ 而在中国ꎬ 社会各界对犹太民族也普遍

怀有好感ꎬ 对以色列国家能在逆境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感到钦佩ꎮ 近

年来ꎬ 中以双边关系不断升温ꎬ 两国合作的水平与层次也达到了空前高度ꎮ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以来ꎬ 以色列朝野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

趣ꎬ 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ꎬ 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ꎮ 特别是双方在推

进 “红海 －地中海高铁” 项目方面的默契合作以及以色列加入亚投行ꎬ 标志

着以色列主动与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进行对接ꎬ 以期未来实现互利双赢ꎮ
以色列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ꎬ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ꎬ 以及中国式发展道路对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ꎻ②而

中国看重的则是以色列在许多领域中领先世界的高科技和创新能力ꎬ 与欧美

广泛的商业联系ꎬ 以及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ꎮ
在 “一带一路” 提出的 “五通” 建设内容中ꎬ 中国和以色列可以重点加

强在 “设施联通” 和 “民心相通” 方面的合作ꎬ 即加快推进 “红海 － 地中海

铁路” 项目和与之相配套的港口项目的建设ꎬ 同时加强双方在科技、 教育、
文化、 旅游等方面的人文交流ꎬ 尽快落实 ２０１５ 年达成的一系列人文交流协

议ꎮ 在 “贸易畅通” 和 “资金融通” 方面ꎬ 双方也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大

幅度提升合作水平ꎮ
第三ꎬ 中以两国间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ꎬ 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ꎬ 但双

边关系有时却会因第三方而受到影响ꎬ 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政治、 军事和安全

的问题上更是如此ꎮ 例如ꎬ 中、 以军事技术合作就曾受到美国的严重插手和

干预ꎬ “阿拉伯因素”、 “伊朗因素” 也不时会对中以关系产生影响ꎮ 然而ꎬ
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ꎬ 这种 “第三方影响” 的作用正在下降ꎮ 尽管一直以来

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ꎬ 维护以美关系也是以色列外交的重中之重ꎬ 但

近来以美关系却出现了较严重的裂痕ꎮ 以色列在对外关系上加快了 “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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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 «中国和犹太民族: 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战略报告)ꎬ 张

倩红、 臧德清译ꎬ 大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３０ 页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访华时谈到ꎬ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解决中东地区的贫穷、

失业、 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许多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ꎬ 他将与中方探讨如何利用中国经验帮助中

东解决贫困和实现和平的问题ꎬ 参见 «光明日报»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ｂｉｇ５ ｇｍｗ ｃｎ / ｇ２ｂ / ｅｐａｐｅｒ ｇｍｗ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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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融入区域” 的步伐ꎮ 一位以色列分析家认为ꎬ 现在以色列不再需要 “保
护者”ꎬ 而需要的是 “合作伙伴”ꎬ 它希望从一个 “被保护的国家” 变成一个

“融入区域的国家”ꎮ①

巴、 以双方都与中国保持着较好关系ꎬ 都期待中国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甚至出现了巴、 以领导人几乎同时访华的情况ꎮ 同样ꎬ
随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ꎬ 中国 － 伊朗和中国 － 以色列两组关系也已不再像以

前那样水火不相容了ꎮ 由于 “第三方影响” 越来越小ꎬ 现在是加快发展中以

关系的较好时机ꎮ 当然ꎬ 中国在发展同以色列的关系时ꎬ 也要注意处理好与

其他各方的关系ꎮ 如中、 以在 “红海 － 地中海高铁” 项目开展合作时ꎬ 可以

让约旦、 埃及等国参与、 受益ꎬ 同时也要提防美国再来搅局ꎮ
第四ꎬ 尽管以色列政局和社会总体稳定ꎬ 但对以色列投资、 开展合作也

并非没有风险ꎬ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ꎮ 首先ꎬ 中国同以色列开展经济技术合

作的最大风险仍来自其外部环境ꎬ 巴以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ꎬ 暴力冲突和恐

怖活动时有发生ꎮ 由于中东局势的复杂性ꎬ 以及和平进程的长期性、 曲折性

和不稳定性ꎬ 以色列在未来较长时期仍难以完全融入中东地区ꎬ 其安全环境

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善ꎮ 其次ꎬ 由于以色列在政治、 经济和安全等方面严重依

赖美国ꎬ 在 “向东看” 和同中国开展合作时ꎬ 仍然会看美国的脸色ꎬ 尤其是

那些涉及政治、 军事和安全的项目ꎮ 所以ꎬ 中国在同以色列打交道时ꎬ 仍然

不能忽略 “美国因素”ꎬ 避免当年的 “预警机事件” 重演ꎮ 再次ꎬ 从经济角

度来看ꎬ 以色列经济规模有限ꎬ 自然资源匮乏ꎬ 对外依存度高ꎬ 容易受国际

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ꎻ 以色列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ꎬ 但也存在着官僚主义、
效率低下以及规章制度不透明等问题ꎻ 以色列国内自由度大ꎬ 工人罢工运动

频繁ꎬ 经常以游行、 示威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ꎬ 容易使双方一些合作项目

受影响ꎮ
第五ꎬ 促进中、 以人文交流ꎬ 增进双方相互了解ꎻ 加强对以研究ꎬ 纠正

认知偏差ꎮ “一带一路” 并非只搞经济ꎬ 人文交流、 民心相通亦是其中应有之

义ꎮ 虽然近年来中以之间开展了大量的人文交流ꎬ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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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受美国会邀请访美ꎬ 在国会讲话批评奥巴马政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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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ꎬ 两国民众仍存在着一些对彼此的错误认知ꎮ 就中国民

众而言ꎬ 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ꎬ 一些人更多地看到战乱不止、 动荡不安的

以色列ꎬ 而忽略其民主政治、 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良好形象ꎻ 一些人只看

到美以特殊关系ꎬ 简单地把以色列归纳为美国的 “仆从”ꎬ 而忽略了以色列作

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ꎬ 忽略了美以关系中的利害纷争ꎮ①同时ꎬ
国内也有一些人过分美化以色列ꎬ 夸大它的成就和能力ꎬ 夸大它对中国的感

恩和友好ꎮ 这些认知偏差ꎬ 都应通过对以色列客观、 深入的研究来加以纠正ꎮ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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