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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富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ꎬ 在中国 “一带一

路” 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ꎮ 同时ꎬ 阿富汗也是国际竞争之地ꎮ 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ꎬ 计划建成从中亚到南亚的能源和

交通通道ꎬ 以及从中亚通往高加索、 土耳其的油气管线ꎮ 日本、 巴基斯

坦和印度的新丝路规划同样着眼于从中亚到南亚的能源和贸易通道ꎮ 这

些国家的丝路计划与中国存在竞合关系ꎮ 阿富汗为推动国家重建对中国

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计划给予有力支持ꎮ 相比于美、 日ꎬ 中国的 “一
带一路” 建设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ꎬ 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发展战

略的相互对接ꎬ 尤其关注中国与阿富汗在资源开发、 投资、 工程承包市

场等领域的互利合作ꎮ 中国参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也存在一些风险: 阿

富汗的安全问题、 阿富汗与邻国关系和有关国家发展计划的对接、 中阿

贸易通道、 中阿贸易的起伏和逆差、 阿富汗的经济疲软和商业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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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中国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意义

“亚洲瑞士” 阿富汗与瑞士一样ꎬ 是一个多山的内陆国家ꎬ 位于帕米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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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部ꎬ 地处亚洲的心脏ꎮ 阿富汗属于西亚东部ꎬ 毗邻中亚、 南亚和东亚

(与中国接壤)ꎬ 因而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国家: 一般被认为是西亚国家ꎬ 但在

历史上又可以视为中亚国家ꎬ 而冷战结束后阿富汗进入了南亚国家行列ꎬ 成

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一员 (２００５ 年)ꎮ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枢ꎬ 阿

富汗在中国 “一带一路” 建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ꎮ
第一ꎬ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本地区的战略地位ꎮ 历史上ꎬ 阿富

汗长期是古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ꎮ 横贯亚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路线在东亚、
中亚主要有 ３ 条: 其一是沙漠绿洲丝路ꎬ 即从中国长安 (今西安) 出发途经

西域、 中亚通往西亚、 南亚ꎻ 其二是北方草原丝路ꎬ 即从长安出发向北经欧

亚草原通往西亚、 欧洲ꎬ 又称 “皮毛之路”ꎻ 其三是西南夷道ꎬ 即从长安出发

途经中国青海、 四川、 云南通往印度ꎬ 又名 “青海路”、 “麝香之路”、 “茶马

古道” 等ꎮ 在上述路线中ꎬ 阿富汗地处沙漠绿洲丝路的中枢ꎬ 而这条丝路是

最重要的古代东西方商道ꎬ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ꎮ 因此ꎬ 来自东亚、
西亚的商旅均由此进入印度ꎬ 而阿富汗也是中亚与南亚交通的必经之地ꎬ 阿

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开伯尔山口就是连接上述地区的战略通道ꎮ 该山口是

兴都库什山最重要的山口ꎬ 全长 ５３ 公里ꎬ 东面出口距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首

府白沙瓦仅 １６ 公里ꎮ 由此ꎬ 阿富汗距离最近、 最重要的外部出海口在巴基斯

坦ꎻ 此外ꎬ 阿富汗也通过土库曼斯坦和伊朗与外界保持陆上交通联系ꎮ
因此ꎬ 阿富汗在古丝绸之路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喀布尔和赫拉特均为

亚洲重要的贸易城市和战略要地ꎮ 作为东西方交通的要冲ꎬ 以及南亚次大陆

的战略屏障ꎬ 阿富汗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民族迁移之途ꎮ 许多古代

民族都曾经在这里青史留名ꎮ 经由阿富汗征服过邻近地区的古代帝王包括马

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加兹尼王朝国王马穆德、 跛子帖木儿、 印度莫卧尔

王朝开国君主巴布尔、 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等ꎮ 阿富汗曾成为它的两大强邻争

夺的对象: 东面的印度莫卧尔王朝和西面的波斯萨法维王朝ꎮ １９ 世纪以后ꎬ
阿富汗成为英、 俄两大帝国中间的缓冲国ꎮ

阿富汗也是南亚、 西亚与中国之间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ꎬ 佛教和伊斯兰

教都是由此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ꎬ 巴米扬大佛就是最好的证据ꎬ 而中国晋

代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也都是经此进入佛国印度ꎬ 他们分别在名著 «佛
国记» 和 «大唐西域记» 中记载了巴米扬大佛的雄姿ꎮ 历史上不同民族的征

服也带来了异域文化的风采ꎬ 使阿富汗的文化更具有多样性的特点ꎬ 如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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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结合形成了辉煌的犍陀罗艺术ꎬ 后者

于 ３ 世纪后向阿富汗东部发展ꎬ 而最终受其影响的佛教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国ꎮ
伊斯兰教兴起后ꎬ 伊斯兰化的波斯语言和文化逐渐在阿富汗传播ꎮ １８ 世纪普

什图人主导的近代阿富汗国家建立后ꎬ 波斯语开始成为阿富汗贵族的主流语

言ꎮ① 由此ꎬ 阿富汗成为当今世界上 ３ 个以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之一ꎬ
并且是连接另外两个波斯语国家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桥梁ꎮ 考虑到波斯文化

在中国、 中亚和印度的广泛影响ꎬ 阿富汗的媒介作用就更加明显了ꎮ
从北宋开始ꎬ 丝绸之路的重点从陆上转向海上ꎮ 到明朝年间ꎬ 贯通亚洲

大陆的传统陆上丝路不复存在ꎬ 取而代之的是短途的地区贸易和海上贸易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控制了中亚的俄国完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ꎬ 从而形

成了一条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达莫斯科的钢铁欧亚大陆桥ꎬ 最终结束了丝绸

之路的历史ꎮ 同时ꎬ 世界海上贸易的兴起决定了印度西北部 (今巴基斯坦)
成为阿富汗的主要贸易通道和出海口ꎮ

第二ꎬ 阿富汗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对中国西部边疆ꎬ 尤其是新疆的

稳定具有重要价值ꎮ 中、 阿两国的共同边界为 ９２ ４５ 公里ꎬ 虽然不算长ꎬ 但

阿富汗与中国新疆在民族构成、 文化、 民俗等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ꎬ 民间来

往频繁ꎮ 阿富汗的极端宗教思潮同样对新疆有着深刻影响ꎬ 如塔利班时期就

有数千名维吾尔族极端分子在塔利班营地中接受训练ꎮ 同时ꎬ 阿富汗战争以

来的 １４ 年中ꎬ 以美军为首的国际部队始终未能实现阿富汗的和平ꎮ 另外ꎬ 阿

富汗南面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十分活跃的地区 (该地

近两年也有东突分子活动)ꎬ 而其北面的中亚同样有极端组织活动ꎬ 因此阿富

汗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和中亚极端组织的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ꎮ 除了受到恐怖

主义威胁以外ꎬ 非法移民、 越境走私毒品和武器等也是涉及两国国家安全的

重要问题ꎬ 需要双方合作应对ꎮ 如果阿富汗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和繁荣ꎬ 必

然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稳定ꎬ 乃至 “一带一路” 建设的深入开展有保障

意义ꎮ
第三ꎬ 阿富汗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ꎮ 阿富

汗矿产资源丰富ꎬ 但由于技术薄弱、 运输困难和资金缺乏ꎬ 迄今一直没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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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全面的勘探和开发ꎮ 储量较大并且目前已开发的主要矿产有煤、 铁、 盐、
天然气、 大理石、 铬矿以及一些宝石、 半宝石ꎬ 其他包括铜、 铅、 锌、 镍、
锂、 铍、 锡、 钨、 汞、 重晶石、 云母、 滑石、 氟、 石棉等ꎮ 其中ꎬ 天然气在

２０ 世纪由苏联人发现并进行工业开采ꎬ 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曾主

要出口苏联)ꎮ 阿富汗的石油资源不如天然气丰富ꎬ 且勘探活动十分有限ꎮ 此

外ꎬ 阿富汗宝石著称于世ꎬ 如天青石、 绿玉等ꎮ① 据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０ 年测算ꎬ
阿富汗矿产资源总价值约 ９ ０８０ 亿美元ꎻ 而据阿富汗政府估算ꎬ 阿富汗矿产资

源总价值约 ３ 万亿美元ꎮ②

阿富汗是一个落后的农牧业国家ꎬ 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 玉米、 稻谷、
大麦ꎬ 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 甜菜、 甘蔗、 油料作物、 水果、 坚果 (包括阿

月浑子、 杏仁、 核桃等) 和蔬菜ꎻ 主要牲畜有绵羊 (包括著名的紫羔羊)、 山

羊和牛ꎮ 现代工业主要是农矿产品加工业ꎬ 包括纺织、 食品、 建材、 皮革、
化肥、 五金、 罐头、 火柴等部门ꎬ 而地毯是阿富汗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特的手

工业产品ꎮ 因此ꎬ 阿富汗的主要出口产品是农牧产品ꎬ 如棉花、 水果、 干果、
天然气、 地毯、 棉花、 紫羔羊皮、 皮革等ꎬ 主要进口商品是糖、 茶叶、 烟草、
纺织品等日用品和汽车、 轮胎、 石油产品、 化学品在内的资本货物ꎮ

第四ꎬ 阿富汗的重建可以给中国提供重要的投资和工程承包市场ꎮ 阿富

汗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ꎮ 二战后ꎬ 在苏、 美等国的援助下ꎬ 阿富汗建成了一

条联结国内大城市 (喀布尔、 贾拉拉巴德、 赫拉特、 坎大哈、 马扎里沙里夫

和昆都士) 的高等级环型公路网ꎬ 并且与苏联、 巴基斯坦、 伊朗等邻国边境的

交通干线相连ꎬ 但连年战争以及缺乏维护使这些公路的路况变得很差ꎮ 资金匮

乏和地势崎岖使阿富汗长期没有铁路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该国开始建设两条从

苏联边境到喀布尔的铁路ꎬ 分别与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相连ꎬ
其长度分别为 ９ ６ 公里和 １５ 公里ꎬ 它们是阿富汗境内仅有的铁路ꎮ

另外ꎬ 经历了 ３０ 多年战争的阿富汗ꎬ 基础设施和工农业遭受了严重破坏

(２００１ 年塔利班政权崩溃时ꎬ 战争摧毁了该国 ８０％ 以上的基础设施)③ꎬ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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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富汗的矿产资源ꎬ 参见王凤: «列国志阿富汗»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一章第二节ꎮ

«美研究报告称阿富汗矿产丰富: 总价值约 ９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载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ｙｚｊｊ / ２０１５０４０６ / ００５８２１８９１６４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０６ꎮ

陈琦: «阿富汗重建路漫漫»ꎬ 载 «共产党员»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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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面临着繁重的重建任务ꎮ 迄今为止ꎬ 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提供了大量人道

主义援助ꎬ 开展了许多重建工作ꎬ 取得了一定成绩ꎮ 然而ꎬ 阿富汗在基础设

施、 工农业生产、 文教设施等方面仍然面临很多问题ꎬ 经济的 “造血” 能力

微弱ꎬ 需要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援助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与阿富汗其他 “新丝路计划” 的竞合性

基于地处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的战略价值ꎬ 冷战结束后ꎬ 阿富汗引起国

际社会的重新关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阿根廷、 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和

土库曼斯坦政府在阿富汗拓展业务 (包括在阿富汗境内铺设天然气输气管

线)①ꎬ 阿富汗实际上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博弈场ꎬ 即使当时阿富汗仍处于

激烈的内战中ꎮ 近年来ꎬ 一些国家政治高层发起了多个 “新丝路计划”ꎬ 中国

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并非是对接阿富汗经济发展战略或规划的首创者ꎬ
这些计划的合作领域、 具体实施路径、 实施阶段及目标都值得关注ꎮ

(一) 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

当下ꎬ 学界热议的美国 “新丝绸之路” 计划缘于美国有关经过阿富汗的

油气管道问题的中亚计划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美国政府成立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

会、 国务院和中情局在内的工作小组ꎬ 研究美国公司参与中亚油气开发的问

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ꎬ 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在与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教授密切合作下ꎬ 最早提出

了有关 “新丝绸之路” 的提案ꎮ②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ꎬ 优尼科公司也向美国国会提

交了一份名为 «新丝绸之路: 拟议中的阿富汗输油管» 的报告ꎬ 呼吁美国领

导阿富汗的和平进程ꎬ 为该公司策划的输油管方案的实施创造条件ꎮ③ １９９９
年ꎬ 美国国会通过了 «丝绸之路战略法案»ꎬ 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支

持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消弭冲突、 人道主义需求、 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

０２

①

②
③

１９９４ 年ꎬ 阿根廷的布里达斯石油公司在土库曼斯坦获得石油租借地ꎬ 开始生产石油ꎮ 此后ꎬ
该公司开始进行经阿富汗西部铺设输气管的可行性调查ꎮ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ꎬ 布里达斯公司又与拉巴尼政府

签订了一项在阿富汗建设和经营天然气管道及成立相关的国际财团的协议ꎮ Ｓｅｅ Ａｎｇｅｌｏ Ｒａｓａｎａｙａｇａｍ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ꎻ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５９ － １６０

高飞: «中国的 “西进” 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０ 页ꎮ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ꎬ “Ａ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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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　

设、 边境管控、 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ꎮ① ２００５ 年ꎬ 斯塔尔进一步提出 “大
中亚计划”ꎬ 建议美国以阿富汗为中心ꎬ 推动中亚、 南亚在政治、 安全、 能源

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ꎬ 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亲美国家

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ꎬ 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ꎮ 为推

动计划的实施ꎬ 美国国务院甚至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调整了内部机构设置ꎬ 把原属

欧洲局的中亚五国纳入新设的中亚南亚局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正式宣布采纳 “新丝绸之路” 计划ꎮ
因此ꎬ 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ꎮ 其

基本方案是 “能源南下ꎬ 商品北上”ꎬ 具体说ꎬ 就是以阿富汗为中介ꎬ 实现中

亚能源南下到巴基斯坦ꎬ 同时把巴基斯坦的制成品北运到中亚ꎮ 这一方案以

南北向的输气管为轴心ꎬ 其目的是推动本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ꎬ 防止阿富

汗的毒品输出ꎬ② 同时使美国的势力深入中亚地区ꎬ 阻止输气管北方的俄罗

斯、 西方的伊朗、 东方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ꎬ 尤其是能源联系ꎮ③ 美国

考虑的另一条线路是从中亚通往高加索、 土耳其的油气管线ꎮ 上述两条管线

形成了一个 “丁” 字形线路ꎬ 完成了冷战后美国在中亚、 南亚和西亚的战略

布局ꎮ 尽管计划的内容主要涉及经济方面ꎬ 但也包含了重要的政治内容和战

略意义ꎬ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出台的最终版本ꎬ 旨在为美国的

后阿富汗撤军时代布局ꎮ 美国认为ꎬ 阿富汗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密切相连ꎬ
而阿富汗只有彻底融入中南亚区域经济发展中ꎬ 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繁荣稳定ꎮ
因此ꎬ 整合中南亚经济板块、 促进中南亚区域经济合作ꎬ 成为解决阿富汗问

题、 顺利完成撤军计划和确保反恐成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之一ꎮ④

然而ꎬ 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ꎮ 经过多方努力ꎬ
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达土耳其的巴库 － 第比利斯 － 杰伊汉管线 (ＢＴＣ)
于 ２００２ 年开工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正式开通ꎮ 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达土耳其的

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９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ｔｒａｃｋ ｕｓ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ｂｉｌｌｓ / １０６ /
ｈｒ１１５２ / ｔｅｘｔꎬ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３

１９８４ 年ꎬ 美国 ５２％的海洛因来自阿富汗ꎮ Ｓｅｅ Ｔｏｍ Ｌａｎｓｆｏｒｄꎬ Ａ Ｂｉｔ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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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形成的里海石油管线方案主要有 ５ 个ꎬ 即南俄方案 (北线方案)、 里海底方案 (中线

方案)、 北伊朗方案、 中国方案ꎮ 见杨恕、 汪金国: «反恐战争前后的阿富汗周边地缘政治形势»ꎬ 载

«兰州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８ 页ꎮ
韩隽、 郭沅鑫: « “新丝绸之路愿景” ——— “大中亚计划” 的 ２０１１ 版?»ꎬ 载 «新疆大学学

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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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加索天然气管线 (ＳＣＰꎬ 巴库 － 第比利斯 － 埃尔祖鲁姆管线) 于 ２００４ 年

开工ꎬ ２００７ 年竣工ꎮ 至此ꎬ 美国 “丁” 字形线路通往西亚的 “一” 字有了结

果ꎬ 但上述线路仍然面临着沿线格鲁吉亚境内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问题及土

耳其的库尔德地区动荡的不确定性ꎮ 至于 “丁” 字形线路的主线即从中亚经

阿富汗到南亚的 “１” 字形线路ꎬ 则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局势的

持续动荡而进展不大ꎮ
面对实施中的实际困难ꎬ 美国也开始强调其他国家的参与ꎮ 例如ꎬ 美国

积极吸引外资参与阿富汗国内建设ꎬ 帮助阿富汗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ꎬ 提出

国际社会共同分享阿富汗重建的 “过渡红利”ꎮ① 作为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

问题的国际治理方式ꎬ 阿富汗地区经济合作会议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ＲＥＣＣＡ) 机制正式发起于 ２００５ 年ꎬ 前 ５
届分别在喀布尔、 新德里、 伊斯兰堡、 伊斯坦布尔和杜尚别举行ꎬ 会议认为

其 “已经对阿富汗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重要的理论支持”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在

喀布尔召开的第六届阿富汗地区经济合作会议 (ＲＥＣＣＡ － ＶＩ) 最大的成果之

一ꎬ 就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以文件形式确认了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地位ꎬ 并将 “一带一路” 的 “五通” “揉” 进了备忘录ꎮ 大会最

后通过的 «主席声明» 提出: “与会代表注意到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

议及其对东亚、 中亚和南亚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ꎮ②

(二) 日本的 “丝绸之路外交” 政策

１９９７ 年ꎬ 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了针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 “欧亚

外交” 政策ꎬ 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日本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ꎬ
同时争夺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ꎮ 在此基础上ꎬ 日本于 １９９９ 年进一

步提出了 “丝绸之路外交” 政策ꎬ 试图加强日本与该地区的高层交流ꎬ 推动

中亚的经济发展和双边能源开发合作ꎬ 并积极参与中亚不扩散核武器、 民主

化和政治稳定等活动ꎮ ２００４ 年以后ꎬ 日本着手建立 “中亚 ＋ 日本” 对话机

制ꎮ 在同年举行的首次 “中亚 ＋ 日本” 外长会议上ꎬ 外相川口顺子提到了推

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 “地区内合作”ꎮ 本次会议和 ２００６ 年召开的第二届外长

２２

①

②

陈宇、 贾春阳: «美国 “新丝绸之路计划” 现在怎样了»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陈晓晨: « “一带一路” 与美 “新丝绸之路” 的相遇»ꎬ 载人大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ｒｕｃ
ｅｄｕ 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１５４４３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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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讨论了中亚 －阿富汗 － 巴基斯坦管道以及土库曼斯坦 － 中国 － 日本输

气管线、 哈萨克斯坦 －中国 －日本输油管线等项目ꎮ①

与美国相比ꎬ 日本的 “丝绸之路外交” 是反方向的 “丁” 字形ꎬ 即从中

亚到巴基斯坦的南北向管道和从中亚到日本的东西向管道ꎮ 与美国相同的是ꎬ
它同样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排他性 (旨在削弱中、 俄在中亚的影响)ꎬ 以及战

略缺乏连续性和整体性ꎬ 未能考虑到其在经济、 技术和政治方面面临的巨大

困难ꎮ
(三) 巴基斯坦的中亚计划和印度的 “连通中亚” 计划

巴基斯坦是最早着手发展与中亚关系的南亚国家ꎮ 该国与阿富汗一直存

在领土争端ꎬ 并多次爆发冲突ꎬ 因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在历史上曾属于

阿富汗ꎬ 当地居住着大批普什图人ꎮ 所以ꎬ 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

追随美国支持圣战组织ꎬ 希望在苏联撤军后与新的阿富汗政权建立良好关系ꎬ
从而确立对印度的战略优势ꎮ 中亚独立后ꎬ 巴基斯坦盼望与中亚建立贸易和

能源联系ꎬ 因此它的计划与美国是相近的ꎬ 而巴基斯坦寄予希望的就是塔利

班ꎬ 后者的任务是统一阿富汗并建立稳定的国内秩序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 巴基斯

坦与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ꎬ 委托布里达斯石油公司进行经阿富汗西部铺设输

气管的可行性调查ꎬ 管道的终点是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ꎮ 美国的优尼科公

司也试图开展类似的输气管工程建设ꎮ 但阿富汗形势的动荡使上述计划最终

破产ꎮ② 阿富汗重建开始以后ꎬ 阿富汗、 巴基斯坦政府在修复联系两国的公路

方面取得一定成绩ꎮ
南亚大国印度在苏联解体后提出了 “连通中亚” 计划ꎬ 但是由于印度与

中亚之间缺少直接的陆路通道ꎬ 印巴关系又持续动荡ꎬ 该计划难以推进ꎮ 近

年来ꎬ 美国帮助塑造了印度的丝绸之路战略ꎬ 因为该战略以印度为终点ꎬ 为

巴基斯坦的 “丝绸之路” 提供了支点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印度重新阐释了其新丝

路规划ꎬ 主要内容之一包括打造通往中亚的能源和贸易通道ꎮ③ 因此ꎬ 印度的

３２

①

②

③

高博杰: «日本的中亚政策及中国的应对策略»ꎬ 载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９ ~ ７１ 页ꎮ
关于这一时期跨国石油公司围绕经过阿富汗的中亚油气管线进行的激烈竞争以及巴基斯坦与

阿富汗战争的关系ꎬ 参见 [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拉希德: «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

周边地区»ꎬ 钟鹰翔译ꎬ 翔译重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２ ~ １３ 章ꎮ
甘均先: «中美印围绕新丝绸之路的竞争与合作分析»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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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规划与巴基斯坦相同ꎬ 都是南北向的 “１” 字形ꎬ 主要服务于本国经

济ꎬ 但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除此之外ꎬ 土耳其发起的 “中东走廊” 或称 “现代丝绸之路计划” 也包

括阿富汗ꎬ 而伊朗于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 “铁路丝绸之路” 计划中ꎬ 阿富汗也被列

入铁路沿线国ꎮ 因此ꎬ 前文所述的美国和地区各国的 “新丝路计划” 中ꎬ 只

有美国的战略具有全球性ꎬ 而其他诸国的计划则主要服务于本国利益ꎬ 尽管

日本计划中的管道规模不亚于美国ꎮ 另外ꎬ 美、 日、 巴、 印等国的共同特点

是规划缺乏合理性ꎬ 主要是因为作为联通南亚唯一通道的阿富汗重建遭遇了

重大挫折ꎮ 当然ꎬ 我们还必须看到ꎬ 上述计划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复兴丝绸之

路的不同理念ꎬ 与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一定竞争性ꎬ 但更重要

的是ꎬ 它们并非相互排斥ꎬ 而是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ꎮ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若能与上述 “新丝路计划” 通力合作ꎬ 各个计划均可以相互加强ꎬ 同时

发挥 “力量倍增器” 的作用ꎬ 支持由私有经济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ꎬ 并促

进欧亚大陆乃至更广范围的经济融合ꎮ

“一带一路” 下中国与阿富汗的发展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一直与阿富汗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ꎮ
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ꎬ 包括水利建设、 种植业、 养殖业、
工业等领域ꎮ 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ꎬ 中国也向该国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

援助ꎮ
(一) 中国与阿富汗双边关系发展现状

自从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ꎬ 中国积极参与了阿富汗重建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ꎬ
中方免除了阿富汗的到期债务ꎬ 提供了 １５ ２ 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ꎮ① 中国

也为阿富汗完成了一批援建项目ꎬ 主要包括: 帕尔旺水利工程、 昆都士公路

重建项目 (总长 ２３２ 公里)、 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重建工程、 喀布尔和外地八省

市电话系统扩容改造项目、 从萨罗比到贾拉拉巴德的公路修复工程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中国在阿富汗经济合作的合同总额近 ３ 亿美元ꎬ 完成总营业额

４２

① «李克强: 在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开幕式上的讲话»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６７６２０７ / １２０９＿ ６７６２１７ /
ｔ１２０６１６５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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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亿美元ꎬ 主要涉及通讯、 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ꎬ 以及房地产和有色金属领

域ꎮ① 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ꎬ 中方给予阿富汗 ２７８ 种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ꎮ②

此外ꎬ 中国积极参加了阿富汗矿物资源的开发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中、 阿签

署矿业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之后ꎬ 中国在阿富汗承揽了两项重大的矿业开发工

程: 其一ꎬ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由中冶江铜联合体中标的阿富汗艾娜克铜矿正式开

工ꎬ 项目投资 ２８ ７ 亿美元ꎬ 早期生产规模为年产精炼铜 ２２ 万吨ꎬ 项目建设

期 ５ 年ꎬ 配套设施包括火电厂和磷肥厂ꎬ 以及学校、 医院、 清真寺等服务设

施ꎬ 还计划修建钢厂和铁路等ꎬ 总投资额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ꎮ 其二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中石油在萨尔普勒省的阿姆河油田招标中中标ꎬ 拟投资 ５０ 亿美元进行石

油开发ꎬ 协议为期 ２５ 年ꎬ 并建立炼油厂ꎮ 这是战后阿富汗的第一个石油开发

项目ꎬ 也是当时外资在阿富汗最大的投资项目ꎮ 上述项目的完成ꎬ 可以为阿

富汗提供大量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ꎬ 从而加强其经济的造血能力ꎮ 据报道ꎬ
如果项目进展顺利ꎬ 阿富汗可以从萨尔普勒省油田开发中获得 ７０ 亿美元的收

益ꎮ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徐飞洪接受阿富汗电台 (Ｓｐｏｇｍａｉ) 采

访时说: 上述工程是 “阿富汗迄今最大的两项境外投资项目ꎬ 堪称中阿互利

互惠合作的标志性工程ꎮ”④

除了经贸和投资来往以外ꎬ 中、 阿两国也积极开展了人文方面的交往ꎬ
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ꎬ 中方为阿富汗培训了 １ ０００ 多名经

贸、 财政、 农业、 外交、 教育、 水利等领域的专业人才ꎮ 中方支持阿方派遣

艺术团及文化专家来华参加亚洲艺术节和其他文化交流活动ꎬ 为阿富汗青年

来华留学提供政府奖学金ꎬ 支持在阿富汗汉语教学ꎬ 鼓励两国高校开展校际

交流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两国政府发表的 «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 指出: 双方将在文化、 教育、 青年、 妇女、 公民社会、 媒体等领域加强

交流与合作ꎻ 未来五年将通过各种渠道向阿方提供 ５００ 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

５２

①

②

③

④

«对华关系环球纵览»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ｃｏｍｐａｒｅ / ｉｎｄｅｘ / ｂｉｄ / ５４ / ｃｉｄ / ５１ /
ｆｉｄ / １６０ / ｔｉｄ / １８ꎬ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０１ꎮ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结束访华离京»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３２４６４８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０ －０３ － ２５ꎮ

林晨音: « “进军” 阿富汗油田中石油签下大单»ꎬ 载法制晚报网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ｗａ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ｊ / ｚｈ /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２９ / １４２８３９１４１４０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２９ꎮ

«驻阿富汗大使徐飞洪接受阿 Ｓｐｏｇｍａｉ 电台采访»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 ６７６２０７ / ｙｗｆｃ ＿ ６７６２３２ / ｔ９９１８６５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２２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额ꎻ 中方将推动两国媒体加强互动ꎬ 支持阿方促进妇女权利的努力ꎬ 为阿富

汗妇女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ꎮ① 同年ꎬ 习近平主席宣布ꎬ 中国将在未来 ５
年向阿富汗提供 ３ ０００ 个人员培训名额ꎮ② ２０１５ 年ꎬ 中、 阿两国在双方建交 ６０
周年之际举行了 “中阿友好合作年” 活动ꎮ 此外ꎬ 中国也承建了阿富汗国家

科技教育中心、 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等多个重大民生项目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

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花费了 ３６ 年心血编纂的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出版ꎬ
阿富汗总统加尼亲自为他颁授了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勋章ꎮ

(二) 借力 “一带一路” 提升中国与阿富汗合作的思考

对于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ꎬ 阿富汗给予了热情的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时表示: “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有利于阿富汗等地区国家的长远发展ꎬ 阿方愿积极参与ꎬ 同中方

扩大互利合作ꎬ 支持南亚国家同中国加强合作ꎮ”③ 同时ꎬ 中国政府也支持阿

富汗全面参与、 融入地区发展的各种计划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发表的 «阿富汗问题

伊斯坦布尔进程北京宣言» 指出: “注意到阿富汗在连接南亚、 中亚、 欧亚

(或欧洲) 和中东地区的 ‘亚洲中心’ 大陆桥作用”ꎬ 鉴此ꎬ “通过真诚的地

区合作与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ꎬ 阿富汗将能充分发挥其地缘和资源优势ꎬ 为

促进阿富汗和 ‘亚洲中心’ 地区的贸易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ꎬ “我们确认ꎬ
推动地区经济合作、 交通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便利化和人员往来

是伊斯坦布尔进程合作的重中之重ꎮ 我们支持实施与这些重点相契合的项目ꎬ
包括与 ‘亚洲中心’ 地区国家、 地区组织和其他机构现有多边项目和措施相

补充的项目ꎬ 促进与阿富汗基础设施的有效互联ꎬ 加强和促进 ‘亚洲中心’
地区的经济互联、 发展和融合ꎬ 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ꎮ 我们 ‘亚洲中

心’ 国家ꎬ 承诺积极参与东西走向交通通道的建设ꎬ 并在南北走向上使阿富

汗与南亚基础设施有效相连ꎮ”④

６２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载新浪

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８ / ２１５７３１０５９１８３ ｓｈｔｍｌ 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８ꎮ
李源潮: «加强中阿合作ꎬ 再现丝路辉煌»ꎬ 载 [阿富汗] «每日瞭望» 报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ꎮ
«李克强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６７６２０７ / ｘｇｘｗ＿ ６７６２１３ / ｔ１２０５３５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ꎮ
«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北京宣言ꎬ 深化地区合作: 促进阿富汗及地区持久安全与繁荣

(全文)»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北京)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６７６２０７ / ｘｇｘｗ＿ ６７６２１３ / ｔ１２０６４３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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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ꎬ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中提到的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

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将为深化中国与阿富汗全方位合作注入新的活力ꎮ
除了上文提到的矿物开发、 减免债务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ꎬ 我们需关注

阿富汗政府的投资优先领域ꎬ 找准双方合作的新亮点ꎮ 不过ꎬ 中国在 “一带

一路” 背景下参与阿富汗的建设也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是阿富汗的安全问题ꎮ 虽然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重建投入巨大ꎬ 但由

于各种原因ꎬ 迄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ꎮ 据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

汗 ６２％的土地ꎬ① 已经进入了过去较为平静的阿富汗北部活动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一度攻占了北部重镇昆都士ꎮ 此外ꎬ 中东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开始进

入阿富汗ꎬ 塔利班成员约有 １０％已经成为 “伊斯兰国” 的同情者 (阿富汗安

全部队消息)ꎬ 据传双方已相互宣战ꎮ② 而奥巴马上台后ꎬ 就宣布美国开始从

阿富汗撤军ꎬ 于 ２０１６ 年底完成全部撤军行动ꎮ 从具体进展情况看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部队举行了完成使命仪式ꎬ 此后北约在阿富汗保

留了 １２ ５００ 名士兵ꎬ 执行一项为期两年的为阿方提供训练和援助的任务ꎬ 而

阿富汗政府军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面接管战斗和安全行动任务ꎮ 另一方面ꎬ
国际社会积极推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展开和谈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阿富汗政府

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对话ꎬ 双方表示将为和平与和解进程创造条

件ꎮ 但由于塔利班前任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死讯公开ꎬ 其后塔利班又发生内讧ꎬ
新任领导人曼苏尔被杀ꎬ 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底举行的第二轮对话被取消ꎮ 其

后ꎬ 塔利班加强了恐怖暴力活动ꎮ 鉴于阿富汗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ꎬ 美国于

同年 １０ 月宣布推迟撤军行动ꎮ 根据新计划ꎬ 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将在 ２０１６ 年

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 ９ ８００ 人ꎬ 进入 ２０１７ 年后其人数将维持 ５ ５００ 人ꎬ 重点任

务仍然是训练阿富汗国防军和协助打击塔利班武装ꎮ
我们必须看到ꎬ 阿富汗重建是一项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工程 (这与伊拉

克形成鲜明对比)ꎬ 美、 德、 意、 日、 英、 印、 巴、 伊朗、 中国及中亚等国家

和地区均积极参与ꎬ 尤其是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士兵来自 ３７ 国ꎮ 联合国和许

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广泛参与了阿富汗重建ꎮ 另外ꎬ 美国在阿富汗政治、 安

全重建和阿富汗政府财政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ꎮ 今后ꎬ 中国将继续与国

７２

①

②

这是巴基斯坦前驻阿富汗大使的说法ꎬ 参见 «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是否安全»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 / １２５９８０８１５４＿ 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ꎮ

法新社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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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一道ꎬ 共同致力于阿富汗冲突的和平解决ꎮ
第二是阿富汗近期经济发展重点与优先领域与 “一带一路” 的契合性ꎮ

任何计划的实施都离不开阿富汗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或计划的支撑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也需关切阿富汗当下的迫切需要ꎮ 阿富汗目前正在制定综合

发展战略ꎬ 以期克服阻碍贸易和运输的瓶颈ꎮ 例如ꎬ 阿富汗业已开始大力投

资急需的交通基础设施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举行的第五届阿

富汗地区经济合作会议就反映了这一思路ꎮ 会议期间ꎬ 阿方与巴基斯坦、 塔

吉克斯坦和伊朗签署了两个地区经贸合作协议ꎬ 其一涉及地区贸易合作ꎬ 其

二涉及基础设施项目 (阿、 伊、 塔三国合作建设连接三国的跨国铁路工程、
阿 －塔输变电线路项目、 三国跨境输水管道项目)ꎻ 另外ꎬ 巴基斯坦同意恢复

停工的援阿项目ꎬ 即自阿巴边界托克汉姆至贾拉拉巴德公路项目ꎮ 阿富汗还

希望巴基斯坦启动建设巴方境内到托克汉姆的铁路ꎬ 以便与阿富裘皮铁路连

接ꎮ① 同年 １１ 月ꎬ 在曼谷召开的联合国中亚经济特别项目会议 (ＳＰＥＣＡ) 进

一步确认了前述会议业已达成的内容ꎬ 其中提到已经取得进展的 ３ 项跨国基

础设施项目: 其一是铁路项目ꎬ 包括考尔霍佐波(塔) －潘吉波音 (塔) －舍尔

汗班达尔 (阿) －昆都士 (阿) 线路ꎬ 贾拉拉巴德 (阿) － 托克汉姆 (阿巴边

境) －兰迪库塔尔 (巴) 线路ꎬ 查曼 (巴) － 斯宾波尔达克 (阿) 线路ꎻ 其二

是公路项目ꎬ 包括连接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公路ꎻ 其三是能

源项目ꎬ 包括从土库曼斯坦经阿、 巴到达印度的输气管 ( ＴＡＰＩ)ꎬ 阿、 塔、
吉、 巴输变电线路项目 (ＣＡＳＡ －１ ０００)ꎮ②

第三是阿富汗与邻国关系和有关国家发展计划的对接ꎮ 阿富汗的重建离

不开周边国家的参与ꎬ 而阿富汗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并非四平八稳ꎬ 尤其是与

巴基斯坦ꎮ 重建开始后ꎬ 阿富汗一直指责巴基斯坦继续支持塔利班在境内活

动ꎬ 威胁阿富汗安全和主权ꎮ 因此ꎬ 对于中国而言ꎬ 如何协调上述关系ꎬ 把

“一带一路” 规划与阿富汗、 巴基斯坦、 伊朗和中亚国家的相关发展计划对接

起来是一个重大课题ꎮ
与美、 日注重地缘政治和排他性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不同ꎬ 正如中国

８２

①

②

«第五次阿富汗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主要经济成果»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ｊ / ２０１２０３ /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０３９３８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２８ꎮ

ＳＰＥＣＡ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Ｂａｎｇｋｏｋ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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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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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所说的: “ ‘一带一路’ 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要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ꎬ 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ꎮ” “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

合作机制ꎬ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ꎮ” ① 从方向上

看ꎬ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核心是南北向的路线ꎬ 而中国的 “一带一路” 整

体上是东西向的ꎬ 并且呈现为一个巨大的带状ꎬ 包括整个中亚、 南亚、 西亚

和南高加索地区ꎬ 同时中国的计划考虑到了与有关地区和国家 (包括俄罗斯)
相关计划的对接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各国唯有相互尊重ꎬ 互不干涉内政

及实现互信ꎬ 丝绸之路的建设才更容易获得成功ꎮ
第四是中国与阿富汗的贸易通道ꎮ 目前ꎬ 中国西北部通往西面的主要通

道有两条: 一条是从新疆经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的线路ꎬ
它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伊朗和土耳其ꎻ 另一条是从新疆到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

走廊ꎬ 它包括公路、 铁路、 管道、 港口、 园区等在内ꎬ 其建设将把中国西部

与印度洋直接联系在一起ꎮ 上述两条通道分别穿越阿富汗国境的北方和南方ꎬ
而两条通道的存在加上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长度的有限、 地形崎岖和阿富汗

安全形势ꎬ 目前不大可能另外开辟直接通往阿富汗的通道ꎮ 事实上ꎬ 中巴经

济走廊可以为阿富汗提供更为便捷的出海通道ꎬ 而中国已经同意为阿巴公路、
铁路的修建提供帮助ꎮ②

第五是中、 阿贸易的起伏和逆差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两国政府再次签署协议ꎬ
规定阿富汗 ９５％的输华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ꎮ 但由于安全形势和政治走势不

明朗ꎬ 近年来中、 阿贸易额下降ꎬ 同时因为各种原因ꎬ 中资企业目前进行的

矿业开发尚未进入产出阶段ꎬ 阿富汗对中国工业品有巨大需求ꎬ 因此阿富汗

在对华贸易方面存在较大逆差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财年ꎬ 阿富汗从中国进口额为

５ ７７ 亿美元ꎬ 对中国出口额为 １ ０２０ 万美元ꎮ③ ２０１３ 年ꎬ 阿富汗的进口下降为

３２ ８２６ 万美元ꎬ 出口降至 ９６０ 万美元ꎬ 逆差为 ３１ ８６６ 万美元ꎻ ２０１４ 年ꎬ 阿富

汗的进口恢复到 ３９ ３５６ 万美元ꎬ 出口猛增到 １ ７３７ 万美元ꎬ 但逆差上升为

９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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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ｇａｎｇａｏ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８ / ｃ＿ １２７８９０６７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８ꎮ

«中方回应将助阿富汗建造公路及向巴基斯坦出口水电站»ꎬ 载凤凰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 ４３１４６８９６＿ 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０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处: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阿富汗»ꎬ ２０１４ 年ꎬ 内部印刷ꎬ 第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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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６１９万美元ꎮ①在阿富汗的矿业生产尚无法大规模开展的情况下ꎬ 中国可考

虑帮助阿富汗发展现有的主要创汇产业ꎬ 如皮革、 棉花、 干果、 地毯等ꎬ 同

时推动中资企业从事的矿业生产尽快进入正轨ꎮ
第六是阿富汗的经济疲软和商业环境ꎮ 由于安全环境的不确定ꎬ 近两年

阿富汗对外投资吸引力明显下降ꎬ 其高度依赖外国援助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

巨大挑战ꎮ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ꎬ ２０１３ 年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总

额为 ２０７ 亿美元ꎬ 实际增长率仅为 ３ ６％ ꎬ 与上年 (１４ ４％ ) 相比大幅度下

降ꎮ② 同时ꎬ 阿富汗经济的可持续能力很差ꎬ ９０％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西方军

队在阿富汗消费、 西方援助、 西方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组织及人员在阿富汗消

费ꎮ③ 同年ꎬ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涨幅达 ７ ７％ ꎬ 失业率高达 ４０％ ꎮ
此外ꎬ 该国还存在基础设施不足、④ 市场有限、 汇率不稳、 工业园条件有限、
法律法规不健全、 政府部门腐败成风办事效率低下、 金融、 银行配套服务落

后、 劳动力素质差等问题ꎬ⑤ 因此ꎬ 外资企业在阿富汗中标的大型项目至今难

以真正开展 (包括印度中标的哈吉加克铁矿和中国中标的艾娜克铜矿)ꎮ 另

外ꎬ 中、 阿两国尚未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ꎮ 在这方面ꎬ 中

国可以协助在阿富汗中资企业改善经营ꎬ 帮助阿富汗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ꎬ
并就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开展前期谈判ꎮ

总之ꎬ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ꎬ 阿富汗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中占有

重要地位ꎮ 但是ꎬ 由于阿富汗国内安全、 经济和周边关系等方面的原因ꎬ 具体

工作的开展仍然面临着较大困难ꎬ 需要稳步推进ꎮ 同时ꎬ 中国政府应当继续推

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ꎬ 为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改善做出自己的努力ꎬ 从

而为阿富汗自身发展以及中、 阿双方的经贸合作创造稳定且安全的外部环境ꎮ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 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ｍ? ｓ ＝ ％ Ｅ９％ ９８％ ＢＦ％
Ｅ５％ＡＦ％８Ｃ％Ｅ６％Ｂ１％９７ꎬ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５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处: 前引书ꎬ “参赞的话” 部分ꎮ
«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是否安全»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 /

１２５９８０８１５４＿ 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ꎮ
阿富汗电力 ２ / ３ 靠进口ꎮ 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中国

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前引书ꎬ 第 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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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前引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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