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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阿博览会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深化对阿拉伯国家经

贸合作的新机制ꎮ 经过 １０ 年的探索和实践ꎬ 中阿博览会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平台ꎮ 中阿博览会的主要贡献在于丰富了中阿

集体合作的内涵ꎬ 为地方层面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机制范例ꎬ 在一定意

义上推动地方对阿拉伯国家合作格局更加均衡有效ꎮ 在中阿关系整体升级为

“战略伙伴关系” 背景下ꎬ 中阿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 迎来加快发展的战

略机遇期ꎮ 新时代的中阿博览会ꎬ 应抓住中阿关系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ꎬ 秉

持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继续担负起巩固和扩大中阿经贸合作的历

史责任ꎬ 成为履行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践行者、 中阿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涉

阿信息整合者的角色ꎬ 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市场和资源 “双循环” 作出新

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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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以下简称 “中阿博览会”)① 是中国商务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 国

际性综合博览会ꎬ 其前身是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 (以下简称 “中阿经

贸论坛”)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中阿经贸论坛成立至 ２０１９ 年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召开ꎬ
中阿博览会已走过 １０ 年的发展历程ꎬ 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 加快宁夏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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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

研究” (１９ＡＧＪ０１０) 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李绍先研究员、 孙德刚教授和 «西亚非洲» 匿名评审专家提

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ꎬ 文责自负ꎮ
本文论述的中阿博览会是指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举办的 ３ 届中阿经贸论坛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举办的 ４ 届中阿博览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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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习近平主席连续 ４ 次向中阿博览会致贺信ꎬ 多次指出中

阿博览会为深化中阿务实合作、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ꎮ 在国家层面ꎬ 举办中阿博览会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合作的

内涵ꎬ 搭建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新平台ꎬ 为构建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积累了新经验ꎬ 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平台ꎮ① 在地方层面ꎬ 举办中阿博览会有效提升了宁夏在对外经济交往

中的影响力ꎬ 改善了机场、 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面貌ꎬ 提高了会展场馆

建设水平和会展经济配套服务能力ꎬ 培育了一批服务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干

部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ꎮ
当前ꎬ 中阿关系和中国改革发展形势出现新变化ꎮ 一方面ꎬ 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为标志ꎬ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

的整体合作关系已从 “战略合作关系” 升级为 “战略伙伴关系”ꎬ 为 “一带

一路” 倡议与阿拉伯世界 “东向外交” 的良性互动注入了新动能ꎬ 为增进双

方政治互信、 加快发展战略对接、 提升贸易投资水平、 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提

供了新机遇ꎻ 另一方面ꎬ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ꎬ 是事关中国全局发展的重大

战略任务ꎬ 需要中央和地方协同塑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ꎬ 这为扩

大中阿市场对接、 产能合作、 数字经济合作和绿色发展带来广阔发展前景ꎮ②

因此ꎬ 面对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 新变化ꎬ 中阿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也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ꎬ 探讨中阿博览会如何顺势而为实现提质增效和转型升

级ꎬ 更加有效地促进中阿经贸合作、 增强中阿地方合作的内生动力ꎬ 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ꎮ 目前ꎬ 国内学术界对中阿博览会的关注度不高ꎬ
相关系统研究成果尚不多见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２ 日ꎬ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

将在宁夏银川举办ꎮ 本文拟对中阿博览会进行总结和展望ꎬ 以期为学术界和

相关业务单位提供基础性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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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１２２ / ｃ１０２４ － ２８０７４９３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ꎮ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０３ / ｃ＿ １１２６６９３
２９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

纲要»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ꎻ 刘鹤: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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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阿博览会的起源

自 ２０００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ꎬ 宁夏各项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ꎬ 同时也暴露出开放思维落后和开放能力不足等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ꎮ
从对外交往角度来看ꎬ 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经贸交往的历史悠久ꎬ 具备开辟中

阿经贸合作新路径的基础条件和拓展潜力ꎮ
(一)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需要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同意ꎬ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

举办区域性涉外会展活动ꎬ 承担在经贸合作领域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职能ꎬ
办会特色和成效十分突出ꎮ

从国家和地方层面来看ꎬ 尚缺少一个主要面向阿拉伯国家开放合作的国

家级经贸会展平台ꎮ 有学者指出ꎬ 西部地区若利用好自身优势拓展与中东国

家的经贸合作ꎬ 将来有希望成为中阿经贸合作的中心ꎮ①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ꎬ 宁夏

首创国内第一个面向阿拉伯世界的经贸促进活动———宁夏伊斯兰国家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洽谈会ꎬ 共签订 ２６ 个经贸合作项目ꎬ 总投资 １ ８００ 万美元ꎮ② 就此

而言ꎬ 宁夏发挥自身优势创办中阿经贸论坛ꎬ 将形成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西

亚北非地区经贸合作的新平台ꎬ 有利于整合中国西北地区优势资源ꎬ 推动西

部地区整体面向中东地区和国家 “向西开放”ꎬ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国家总体外

交战略布局ꎮ
(二) 完善中阿经贸合作机制的需要

自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 ２２ 个成

员本着 “加强对话与合作、 促进和平与发展” 的宗旨ꎬ 广泛开展了政治、 经

贸、 文化、 环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逐步形成了中

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中阿能源合

作大会、 中阿新闻合作论坛、 互办文化节等机制性活动ꎬ 增进了双方相互了

解ꎬ 推动了互利合作关系深入发展ꎬ 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成功合作的典范ꎮ③

６７

①
②

③

王健、 周国建: «试论２１ 世纪中国与中东经贸关系»ꎬ 载 «阿拉伯世界» ２００１ 年第２ 期ꎬ 第３２ 页ꎮ
冯璐璐: «２１ 世纪宁夏与海湾国家经贸关系研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刘中民、舒梦:«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关系»ꎬ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第 ３５ ~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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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阿企业家大会、 厦门中阿经贸研讨会等机制ꎬ 很好地发挥了中阿合

作论坛对促进中阿经贸合作的平台效应ꎬ 使中阿经贸关系发展成为世界经贸

关系中的重要双边关系ꎮ 在 ２００９ 年申请举办中阿经贸论坛前ꎬ 中阿双边贸易

额已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３６７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３２８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 ３８％ ꎬ
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ꎮ①

但从总体来看ꎬ 中阿之间尚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非官方力量ꎬ 进而将政

府和民间力量整合起来的中阿经贸合作平台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

动计划» 明确提出ꎬ “应充分发挥非官方组织的作用ꎬ 以便使这些组织在双方

经贸和投资合作中发挥补充作用”ꎮ② 因此ꎬ 宁夏借鉴博鳌亚洲论坛成功经验ꎬ
创办经贸合作论坛的最初设想也是将其定位为非营利性、 非官方组织ꎬ 致力

于为中国与阿盟国家政府要员、 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等搭建一个共商中阿经

贸、 金融、 投资及与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经贸会展平台ꎮ
(三) 构建宁夏对外开放平台的需要

国家出台支持宁夏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和宁夏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

内生动力ꎬ 直接促成了创办涉外经贸会展活动由设想变为实践ꎮ 从国家政

策来看ꎬ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

若干意见» 指出ꎬ “支持宁夏举办国际性贸易投资博览会ꎬ 打造宁夏对外全

面开放的综合平台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ꎬ 大力改善投资环境ꎬ
加强国内外、 区内外经济技术合作ꎬ 主动承接国际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ꎬ
构筑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ꎮ”③ 这说明西北内陆省区虽然不沿边、 不靠

海ꎬ 但依旧具备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ꎬ 通过升级现有国际经贸展会的方式

构建新时期对外开放平台ꎬ 成为宁夏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合理选项ꎮ
从宁夏需求来看ꎬ 在 ２００９ 年之前已举办 ３ 届的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的规格规模、 功能定位、 办会机制等ꎬ 已不能适应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本地

经济发展的要求ꎮ 据此ꎬ 宁夏采取 “两步走” 的方式构建对外开放平台ꎮ 第

一步是 ２００９ 年协调国家商务部支持ꎬ 将 “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更名为

７７

①

②

③

陈德铭: «创新合作　 携手发展———在首届中阿经贸论坛高峰会议上的致辞»ꎬ 载 «回族研

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 页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

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ｉ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８６６３０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１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０９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４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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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宁夏)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ꎬ 使其升级为国家级展会ꎻ 第二步是

２０１０ 年协调外交部、 商务部和中国贸促会支持ꎬ 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暨中国

(宁夏)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ꎬ 并支持宁夏打造面向阿拉伯国家对外开放的战

略平台、 西北地区 “向西开放” 的先导区ꎮ
创办中阿博览会是内陆地区在寻求扩大对外开放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之

间的一个独特案例ꎮ 就其发展逻辑来说ꎬ 中阿博览会以传承宁夏对阿拉伯国

家经济交往经验为基点ꎬ 以推动中阿经贸合作为主轴ꎬ 主动配合实施中阿合

作论坛框架下机制性活动ꎬ 成为中国唯一在地方举办的机制性对阿拉伯国家

经贸会展平台ꎬ 努力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发挥积极作用ꎮ

二　 中阿博览会机制下的经贸合作进展

经贸成效是衡量展会办会水平的重要标志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中国商务

部、 中国贸促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举办了 ３ 届中阿经贸论坛和 ４
届中阿博览会ꎮ 大会聚焦基础设施建设、 产能合作、 高新技术、 卫生健康、
现代农业、 物流等中阿重点合作领域ꎬ 举办开幕大会ꎬ 主宾国、 主题省系列

活动ꎬ 以及会议论坛、 展览展示和投资贸易促进活动ꎬ 基本建立了 “中阿共

办、 部区联办、 民间协办” 的办会机制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 共有 ８０ 多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机构ꎬ 近 ７ 万名参展商、 采购商参会ꎬ 签订各类项目 １ ２４７ 个ꎬ 为

深化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发挥了一定作用ꎮ 中阿博览会的经贸合作主要体现在产能合作、 技术合作和

经贸促进 ３ 个层面ꎮ
(一) 产能合作

产能合作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点合作领域ꎬ 也是

中阿博览会的重要议题ꎮ 中阿博览会推动中阿产能合作的主要途径是促成企

业与境外产业园区签约并在后续招商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给予支持ꎮ 在中阿博

览会框架下ꎬ 中国与埃及、 沙特、 阿曼产能合作取得初步进展ꎮ
其一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宁夏与商务部、 中国贸促会在开罗成功举办了中阿

博览会走进埃及系列活动ꎬ 这是宁夏落实习近平主席访埃成果、 参与中埃建

交 ６０ 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举措ꎬ 第三届中阿博览会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ꎬ 推

动中埃曼凯纺织产业园落地埃及萨达特市工业城ꎬ 受到埃及总统塞西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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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ꎮ 其二ꎬ 中国—沙特 (吉赞) 产业园成为深化中沙产能合作的大型投资

项目ꎬ 在沟通协调机制、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方面取得进展ꎬ 首个入园

项目广州泛亚聚酯有限公司沙特石油化工化纤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ꎮ① 其三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阿曼杜库姆中国产业园列为 ２０１６ 年重点推动建设的 ２０ 个

产能合作示范园区之一ꎻ 商务部也将阿曼杜库姆中国产业园列为推进国际产

能合作的 １６ 个重点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ꎬ ２０１８ 年又列入 “打造丝路明珠”
重点项目ꎮ②

(二) 技术合作

科技、 农业合作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于阿

拉伯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具有战略意义ꎮ 在中阿博览会框架下创办的中阿技

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ꎬ 是集

中展示中阿科技合作成果、 推进常态化技术转移的主渠道ꎮ
其一ꎬ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了中阿在高科技领域的全方位合作ꎬ 有利

于双方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ꎬ 也有利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跟上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ꎮ③ 在中阿科技合作框架下ꎬ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推动

华为与沙特国王科技城共建联合创新 “４Ｇ － ＬＴＥ” 实验室ꎬ 中国与沙特开展

卫星导航领域合作ꎬ 中阿绿色智能控制节水技术平台建设、 中阿 (约旦) 马

铃薯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顺利开展ꎮ④ 宁夏大学孙兆军团队的绿色智

能节水灌溉技术与装备实质性进入阿曼和卡塔尔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宁夏大学与

阿曼马斯喀特苏瓦迪 (Ｓｕｗａｄｉ) 农场签订了节水设备技术转移合作协议和价

值 １ １ 亿元人民币的节水灌溉技术转移合同ꎻ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宁夏大学、 卡塔

尔纳阿斯 (ＮＡＡＡＳ) 集团、 华新国联 (北京)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方举行

“美丽多哈” 项目线上签约仪式ꎬ 项目投资额约 １２ ６４ 亿美元ꎮ⑤ 新冠疫情暴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Ｚ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Ｊｉｚ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５２８ － ５３７

金忠杰主编: «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１１ 页ꎮ

孙德刚、 武桐雨: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１６ 页ꎮ

书牧: «中阿博览会扩大丝路朋友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ꎮ
«宁夏大学与卡塔尔自由区达成 １２ ６４ 亿美元合作协议»ꎬ 载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１１０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１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发后ꎬ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应中阿技术转移分中心 (阿拉伯国家科技与海运学

院) 请求ꎬ 连续举办了两期面向 “一带一路” 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线上培

训ꎬ 得到阿方充分肯定ꎮ① 其二ꎬ 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立足宁夏ꎬ 发挥海外

分中心支点作用ꎬ 助力阿拉伯国家农业科技升级ꎮ② 例如ꎬ 宁夏在毛里塔尼亚

海外分中心开展奶牛胚胎移植ꎬ 优质牧草、 热带水果引进及试种实验ꎻ 在约

旦海外分中心开展了宁夏蔬菜种子栽培示范推广等农业合作ꎬ 宁夏的蔬菜种

子进入到中东、 非洲 １２ 个国家和地区ꎻ 在摩洛哥海外分中心重点开展鱼粉加

工生产、 水产品加工贸易领域的试验示范ꎮ③

此外ꎬ 按照国家抗疫国际合作总体安排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中旬至 ５ 月初ꎬ 宁

夏选派实验室检测、 传染病防控、 呼吸与重症、 护理、 中医等专业领域的 ８
名专家组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专家组ꎬ 并携带相关医疗防护物资赴沙特、
科威特分享中国抗疫经验ꎬ 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培训ꎮ④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外交部共同举办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成员国联

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会ꎬ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派代表参会ꎬ
为共建 “中阿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出了积极贡献ꎮ⑤

(三) 经贸促进

据统计ꎬ ３ 届中阿经贸论坛共签订各类项目 ４４０ 个ꎬ 合同投资金额 ２
５４７ ６６ 亿元人民币ꎬ 每届合同投资额基本稳定在 ８００ 亿元左右ꎻ⑥ ４ 届中阿博

览会共签订各类项目 ８０７ 个ꎬ 累计合同投资金额 ２ ６８５ ７１ 亿人民币ꎬ 但历届合

同投资额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参见表 １)ꎮ 以 ２０１５ 年举办的第二届中阿博览会

签约项目为例ꎬ 共达成 “中阿合作项目 ６０ 个ꎬ 投资金额 ７５４ ３ 亿元ꎻ 其他国外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第二期面向 “一带一路” 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线上培训成功举办»ꎬ 载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１１９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 － ２６ꎮ
张帅: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 特征、 动因与挑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８ 页ꎮ
靳赫: «宁夏推进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海外分中心建设»ꎬ 载新华丝路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 / ３８３９７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ꎮ
梁宏鑫: «宁夏支援沙特、 科威特专家返银»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ｎｘ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２ / ２０２０ /

０５０２ / ｃ１９２４９３ － ３３９９１９１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 － ２７ꎮ
«中国—阿盟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会召开»ꎬ 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ｍｓ － ｓｅａｒｃｈ / ｘｘｇｋ / ｇｅ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Ｘｘｇｋ ｈｔｍ? ｉｄ ＝ １７１３９ｆｃ８８４６ｂ４６ｂ９９ｅｆｆ１５ｂｄｃｆｂ５ａ７
４７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ꎮ

徐运平、 刘峰: «中阿携手　 面向全球———写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启幕之际»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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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 １５ 个ꎬ 投资金额 １１１ ２６ 亿元”ꎮ① 国际合作项目的签约较多倚重于国

家商务部等相关部委的支持ꎬ 国内其他省份对阿拉伯国家合作项目也较少在中

阿博览会平台上签约ꎬ 而宁夏对阿拉伯国家双向投资合作尚处于探索阶段ꎬ 企

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竞争力不足ꎮ 由此ꎬ 中阿博览会的签约项目呈现出 “区
内项目多、 国内和国际项目少” “区内投资额高、 国内和国际投资额低” 的

特征ꎮ

表 １　 四届中阿博览会规模及项目投资情况

事项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举办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

１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

１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

８ 日

参会人数 (人) ７ ３４８ １０ ８５６ ７ ４７８ １２ ６００
参会企业 (家) １ ２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２８３ ２ ９００
签约项目 (个) １５８ １６３ １２４ ３６２

总投资额 (亿元) ２ ５９９ ０１ １ ７１２ ２ １８７ ３４ １ ８５４ ２
合同投资额 (亿元) １ ０５８ ８３ ２６９ ９ ８１５ ０６ ５４１ ９２

　 　 说明: “签约项目” 由合同项目和协议 (意向性) 项目组成ꎻ 第四届中阿博览会首次按 “投资类项

目” 和 “贸易类项目” 分类统计签约项目ꎬ 合同投资额不包括宁夏以外数据ꎻ 投资额单位为人民币ꎮ
资料来源: 根据历届中阿博览会项目签约仪式公开报道及实地调研数据整理ꎮ

中阿博览会的经贸促进效果不够均衡ꎬ 涉及筹办机制、 经费预算、 人力

资源等诸多原因ꎮ 首先ꎬ 筹备工作方式与会展经济规律不完全适应ꎮ 一般而

言ꎬ 各类会展市场主体 (如企业、 会展公司、 行业协会等) 根据展会内容确

定年度出展或参展计划ꎬ 但是ꎬ 中阿博览会的总体方案从制订到报批往往需

要跨年度才能最终确定ꎬ 继而影响展会组织效率ꎮ 其次ꎬ 缺乏以提升经贸成

效为导向的常态化对接机制ꎮ “聚焦经贸合作” “提升签约项目落地率和资金

到位率” 等成为近些年来宁夏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中阿博览会的工作要求ꎬ 但

提升经贸成效必作于细ꎬ 执行起来难度很大ꎮ 相关活动承办单位受经费不足、
专业性不足等条件制约尚未建立有效的、 多层级的常态化对接机制ꎬ 导致参

展商和采购商的匹配度出现问题ꎮ 再次ꎬ 对出国对接事务的投入和支持不足ꎮ
中阿博览会各项筹办工作经费均来源于财政主管部门核拨的专项经费ꎬ 并且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办会预算逐届缩减ꎬ 大部分办会经费用于会议接待、 场馆租赁

１８

① «２０１５ 中阿博览会举行项目签约仪式　 李建华刘慧出席»ꎬ 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１２ / ｃ１１７００５ － ２７５７５５８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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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显性支出ꎬ 对于支持国际业务对接的支出相对有限ꎬ 市场化改革还未提上

议事日程ꎮ 最后ꎬ 展会筹办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存在短板ꎮ “两年一办” 造成

办会人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足ꎬ “干一届散一届” 成为常态ꎮ 此外ꎬ 核心部

门自身亦缺乏对展会执行效果的专业分析和评估能力ꎮ

三　 中阿博览会的价值和意义

在经济外交理论视阈下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外交主要依靠两条渠

道开展ꎮ 其一是国家部委、 中央企业、 行业协会、 智库机构等跨部门的协作ꎬ
主要投射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及其发展成为中阿部长级双边关系最重要的

机制上ꎻ 其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ꎬ 主要反映在宁夏银川和浙江义乌成

为地方对阿经贸合作的典型案例ꎮ① 中阿博览会为拓展中阿合作论坛的功能性

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ꎬ 为拓展地方政府、 企业和民间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发挥

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ꎬ 也为中国更好地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和区域间经贸

合作提供了制度经验ꎮ 中阿博览会的特殊价值还在于ꎬ 它在一定范畴影响中

国地方层面重新审视和深化对阿合作ꎬ 有可能推动一个更加均衡稳定、 务实

高效的对阿拉伯国家合作整体框架的形成ꎮ
(一) 中阿博览会丰富了中阿集体合作的内涵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中

阿 “１ ＋２ ＋３”② 合作格局ꎬ 为新时期中阿合作确定了发展蓝图ꎮ 阿拉伯国家

高度认可这一顶层设计ꎬ 希望中国在密切经贸往来、 开展技术转移、 加强产

业合作、 增进人文交流以及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等方面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ꎮ
而中阿博览会则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拓展的新平台ꎬ 丰富了中阿集体合作

的内涵ꎮ
第一ꎬ 中阿博览会为中阿合作论坛功能性机制提供了支撑ꎮ 中国与阿盟的

整体合作和中国与阿盟成员国的双边合作互为补充、 相互促进ꎬ 在中阿合作论

２８

①

②

Ｓｅｅ Ｄｅｇａｎｇ Ｓｕｎ ＆ Ｙａｈｉａ Ｈ Ｚｏｕｂｉｒ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ｈｅａ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９５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９１２ － ９１５

“１ ＋ ２ ＋ ３” 合作格局是指: “１” 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ꎬ “２” 是以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为两翼ꎬ “３” 是以核能、 航天卫星、 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ꎮ 参见习近平著: «习近平

谈 “一带一路”»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５ ~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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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框架下ꎬ 形成了企业家大会、 能源、 文明对话、 高教与科研、 新闻、 环保、
人力资源培训等功能性合作机制ꎮ① 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承办方ꎬ 宁夏自治区政府

高度重视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机制性活动对中阿相关领域合作的战略引领作用ꎬ
多次与外交部领导和相关司局汇报沟通ꎬ 积极争取在宁夏举办相关活动ꎮ

一方面ꎬ 承接中阿合作论坛业已成型的机制性活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首次在宁

夏举办 “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ꎬ 迄今已举办 １２ 期ꎻ ２０１２ 年ꎬ 举

办了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友好大会和第三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ꎻ ２０１７ 年ꎬ 首次

在宁夏举办了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企业家大会ꎬ 发表 «银川宣言»ꎮ② 另一方

面ꎬ 全力落实 «中阿合作论坛行动执行计划» 相关领域合作内容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先后举办了 ３ 届中阿大学校长论坛ꎻ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举办了 ３ 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ꎬ 作为论坛成果的 «解码 “一带一

路”» 系列高端访谈节目ꎬ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全国十佳创新创优栏

目ꎻ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提出了 “双方可以探讨设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的重要倡议ꎮ④

科技部积极响应ꎬ 宁夏率先行动ꎬ 争取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落户首府银川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科学技术部共同创办了 “中国—
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ꎬ 共同组建了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

中心⑤ꎬ 二者成为推进中阿科技创新合作的 “头部” 机制和务实平台ꎮ
第二ꎬ 国家层面支持办好中阿博览会的政策措施使中阿博览会保持了连

续性和稳定性ꎮ 在中阿经贸合作过程中ꎬ 中阿双方都很重视双边与多边机制

建设ꎬ 兼顾务实合作效率和双方交往的可持续性ꎮ⑥ 自 ２０１３ 年中阿经贸论坛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扈大威: «中国整体合作外交评析———兼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９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ꎬ 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３２８３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６９６６８５ / １６９６６８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０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我校与宁夏卫视合作的 ‹解码一带一路› 节目获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表彰»ꎬ 载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ｂｆｓｕ ｅｄｕ 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５４０７８ꎬ 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２ꎮ
习近平著: 前引书ꎬ 第 ３６ 页ꎮ
关于建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的政策背景和阶段性成果ꎬ 可参见杨子实: «中阿科技合作方兴未

艾»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７ 期ꎬ 第 ２２ 页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共建 “一带一路”ꎬ 推

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就与展望»ꎬ 载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ｍｉｄｅａｓｔ ｓｈｉｓｕ ｅｄｕ ｃｎ / ＿ ｕｐｌｏａ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ｉｌｅｓ / ９５ / ｄ５ / １５９ｃｂ８５ｂ４ｃ２１８ｃ７１ｅｆｅｅ７ｂｂ４００ｃ９ / ｂ５
３２３ｃｂｄ － ａ２４７ － ４ｆｅｆ － ９２９６ － ｅ４７２ｃ１４８ｃ２８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２５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更名为中阿博览会以来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 商务部等国家部

委高度重视和长期支持办好中阿博览会ꎮ 在经验交流方面ꎬ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与外交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联合召开了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座谈会ꎻ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ꎬ 宁夏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地方

省区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ꎮ 在政策支持方面ꎬ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ꎬ 支持中阿博览会发挥平台

作用ꎬ 促进中阿政府和企业交流合作ꎬ 这为中阿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重要政策保障ꎮ
第三ꎬ 阿方高度评价中阿博览会的贡献和作用ꎮ 历届大会的阿方参会嘉

宾积极评价、 热烈响应习近平致大会的贺信ꎬ 对中阿博览会深化双方务实合

作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肯定ꎮ 埃及贸工部部长塔里克卡比勒在参加第

三届中阿博览会期间表示ꎬ 中阿博览会是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重要平台ꎬ
为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也是连接古丝绸之路国家

的重要纽带ꎮ 埃及在担任此次博览会主宾国期间设立了驻华贸易中心ꎬ 希望

中国加强对埃及的投资ꎬ 拓展两国更多领域的合作ꎮ① 阿联酋经济部次长阿卜

杜拉萨利赫曾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两次参会ꎮ 他表示ꎬ 中国拥有先进的技

术ꎬ 在 “５Ｇ”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ꎬ 这使得双方的合作潜力巨大ꎬ 加强中阿合

作能为中国打开新的市场大门ꎬ 同时也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实现自身的发展规

划ꎬ 中阿博览会为双边经贸、 科技、 医疗、 旅游等领域合作搭建了交流平

台ꎮ② 阿拉伯农工商会总联盟秘书长哈立德哈纳菲表示ꎬ 中阿博览会是推进

经贸合作的好机会ꎬ 中国对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保持开放姿态将

惠及中阿双方ꎮ 科威特经济学家贾西姆萨阿敦认为ꎬ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一

个互惠互利的倡议ꎬ 中阿博览会也是了解这一倡议的窗口ꎮ③

(二) 中阿博览会为地方层面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机制范例

在中国的整体外交布局中ꎬ 中国寻求与地区国家群体建立不同层级的

４８

①
②

③

«埃及设立驻华贸易中心»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９ 日ꎮ
曹轶、 于瑶、 唐亚蒙: «阿联酋经济部次长: 中阿博览会深化双边战略对接　 创造合作新机

遇»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１６４３９３２２７３５３２４４１７４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１７ꎮ

«中阿博览会为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阿拉伯国家各界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

向第四届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２７７０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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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ꎬ 制定差异化的战略发展目标ꎮ① 一般来说ꎬ 整体合作的机制化程

度越高ꎬ 与之相匹配的各类机制性论坛展会的举办频次和规模规格越高ꎬ
经贸合作的成效也更大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央对全国 ６００ 多个展会进行清理规范ꎬ
明确了国家层面统筹举办的大型涉外机制性经贸会展活动ꎬ 由中央统一安

排国家领导人出席ꎬ 近年来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又新增了若干机制性论

坛展会ꎮ② 其中ꎬ 冠以 “中国国际” 字样展会的举办周期大多为每年举办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除外)ꎬ 服务次区域合作的展会基本上是两年一

办ꎮ 整体来看ꎬ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ꎬ 中国坚持 “共
商共建共享” 原则ꎬ 中央和地方紧密配合ꎬ 在一定范围初步形成了 “高级

别整体外交和战略对接平台 ＋ 高水平机制性论坛展会 ＋ 高效率经贸关系制

度安排 ＋ 高成长性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的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复合发展

模式ꎮ
中阿博览会为地方政府构建对外经贸合作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ꎮ 第一ꎬ

湖南省探索对非经贸合作新机制、 打造地方对非经贸合作新窗口ꎮ 党的十八

大以来ꎬ 中非经贸合作向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发展ꎬ ２０１８ 年中非贸易额

达到 ２ ０４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０％ ꎬ 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国ꎮ③ 但就中非经贸合作机制而言ꎬ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并无高层级的经

贸会展活动ꎬ 这与中非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态势很不相称ꎮ 为了在中非

合作论坛框架下创立新的对非经贸会展平台ꎬ 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④借鉴中

阿博览会筹办模式及经验ꎬ 酝酿筹备举办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ꎮ 湖南省是

对非合作传统大省ꎬ 在杂交水稻栽培、 装备制造、 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建

设、 人文交流等领域与非洲国家有较强互补性ꎮ 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ꎬ 首

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在长沙举办ꎬ ５３ 个与中

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参会ꎬ 共签署 ８４ 项合作文件ꎬ 涉及金额 ２０８ 亿美元ꎮ⑤ “一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孙德刚: «合而治之: 论新时代中国的整体外交»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９ 页ꎮ

杨子实: «中阿合作: 更着眼于双方的长远利益»ꎬ 载 «新民晚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ꎮ
«新闻办就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及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ꎬ 载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７３３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３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与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分别由国家商务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 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ꎬ 具体业务主管单位均为商务部西亚非洲司ꎮ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新闻通报会»ꎬ 载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ｄｊｌ / ｘｗｆｂｈｈｄ / ｗｑｈｇ / ２０１９０７ / ｔ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５３６８９１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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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个展”① 的做法既新又实ꎮ
第二ꎬ 浙江省升级完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办会机制和组织实施架

构ꎮ 以中国为一方、 以中东欧 １７ 国为另一方的 “１ ＋ １７” 整体合作模式ꎬ 是

对中国欧盟关系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和突破ꎮ② 浙江省宁波市紧抓

“１ ＋ １７” 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的发展战略机遇ꎬ 提出了将宁波打造成为中东

欧商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与中东欧双向投资合作、 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

的三个首选之地的建设目标ꎮ③ 浙江省和宁波市商务主管部门相关人员曾专程

到宁夏博览局调研ꎬ 学习中阿博览会申请更名程序、 活动策划设计、 设立主

宾国机制、 建设境外产业园区以及成立专门执行机构等经验做法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宁波市中东欧博览与合作事务局正式挂牌成立ꎬ 专门承担中东欧博

览会的组织实施ꎬ 以及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贸易

领域的合作促进事务ꎮ④

(三) 中阿博览会推动地方对阿拉伯国家合作格局更加均衡有效

中阿博览会之所以持续成功举办ꎬ 是因为中阿双方都将其视作推进中阿

合作的两大重要平台之一ꎬ 促进经贸合作与发展是举办中阿博览会的核心任

务ꎬ 应适当淡化人文交流ꎬ 以免冲淡经贸合作主题ꎮ⑤ 举办中阿博览会产生的

多重效果ꎬ 促使其他省份结合自身优势 “走出去” 和 “请进来”ꎬ 提高了地

方参与对阿合作的积极性ꎬ 完善了中国对阿整体外交格局ꎮ
第一ꎬ 江苏省打造中阿产能合作示范项目ꎮ 中阿 (联酋) 产能合作示范

园区是落实中国和阿联酋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

大合作项目ꎬ 国家综合考量后明确由江苏省牵头推进落实ꎮ 在中国和阿联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指引下ꎬ 中阿 (联酋) 产能合作示范园区的建设发展实

现了综合创新ꎮ 在工作机制上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阿联酋内阁建立了国家层

面联系机制ꎬ 江苏省与阿布扎比建立了 “产能合作会议” 省级协调机制ꎬ 江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一本书” 即向全国征集编印了 １０１ 个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书ꎬ “一个展” 即筛选其中 ４０ 个

案例以声光电的形式进行展览ꎬ 向非洲参会人员展示可复制、 可推广、 可持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ꎮ
扈大威: 前引文ꎬ 第 ８６ 页ꎮ
«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及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９５８
２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４ꎮ

«全国首个中东欧博览与合作事务局在宁波成立»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唐志超: «中阿博览会重新校准航向ꎬ 中阿关系显示强大生命力»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７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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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投公司与阿布扎比港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对接机制ꎬ 上下联动的三层机制

保障项目高效推进ꎻ 在政企互动上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

江苏海投公司同向发力ꎬ 形成了一揽子投资政策体系ꎻ 在金融支持上ꎬ 设立

了中阿 (联酋) 产能合作示范园金融服务平台ꎬ 成为 “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

际化的试点平台ꎮ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园区运营主体企业抗疫建设 “两手

抓”ꎬ 施工现场 “零感染”ꎬ 示范园管理服务中心大楼、 生活服务区、 定制化

厂房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ꎮ②

第二ꎬ 四川省促进中阿文化交流互动ꎮ “阿拉伯艺术节” 是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下的重要文化艺术交流平台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行动执行计划» 中曾指出ꎬ “欢迎中方于 ２０１８ 年在宁夏银川举办第四

届阿拉伯艺术节ꎬ 并在艺术节框架下举办中阿文化部长论坛”ꎬ③ 后因工作需

要调整至四川省成都市举行ꎮ 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外

交部、 四川省人民政府、 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主办ꎬ 以 “丝路相连ꎬ 民心相

通” 为主题ꎬ 共举办 ２０ 余项文化交流活动ꎬ 包括论坛、 展览、 演出、 研修、
采风创作等形式ꎬ 涵盖音乐、 绘画、 文博、 诗歌、 动漫游戏等领域ꎮ④ 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均致信祝贺ꎮ
第三ꎬ 浙江省深化能源石化投资及广播电视合作ꎮ 浙江省曾担任第二届

中阿博览会主题省ꎮ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袁家军在第二届中阿博

览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ꎬ 中阿博览会为沿线省区落实国家战略、 抢抓发展机

遇树立了先行示范ꎬ 浙江省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ꎮ⑤ 从近年浙江

省对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实践来看ꎬ 主要体现在投资合作和人文交流领域ꎮ 在

投资合作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即沙特阿美)
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约ꎬ 拟收购浙江省政府代持的 ９％的股份ꎬ 加快在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俊鹏: «中国与阿联酋产能合作树起新标杆»ꎬ 载中国经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ｇｄｘｗ / ２０１９０２ / １１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１１＿３１４４２１２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２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有哪些新进展?»ꎬ 载 “一带一路”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
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ｈｗｘｗ / １６３３６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１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行动执行计划»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ｑ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３７４６０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２ꎮ

«第四届 “阿拉伯艺术节” １８ 出大戏落地成都»ꎬ 载中国新闻网四川频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ｌｂｙｓｊ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 － ２３ꎮ

«２０１５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式»ꎬ 载中国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ｚｈｉｂｏ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６５４２７８３ ｈｔｍ? ｓｈｏｗ ＝ ｔꎬ ２０２１ － １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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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业务布局ꎻ①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至 ５ 日ꎬ 时任浙江省省长袁家军访问沙特期间ꎬ
浙江 (舟山) 自贸试验区与沙特阿美签署合作备忘录ꎮ 在人文交流方面ꎬ 由国

家广电总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浙江杭州举行ꎮ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ꎮ 论坛以 “深化合作传

播、 繁荣内容创作” 为主题ꎬ 来自 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００ 余名中外嘉宾参会ꎬ
深入探讨了中阿广播电视技术与产业对接的实现形式和途径ꎮ②

四　 中阿博览会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ꎮ 新冠后疫情时代已经并将继续对个

人、 组织、 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ꎮ 疫情中加速成长的

新业态、 新模式、 新产业将会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增长点ꎬ 在重构中建立更

紧密的联系ꎮ③ 在当前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突起、 各国经济保持负增长态

势、 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萎缩的背景下ꎬ 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ꎬ 对外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ꎬ 与东

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ꎬ 完成中欧投资协定 (ＢＩＴ) 谈

判ꎬ 中阿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ꎬ 将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携手共建新时代

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驱动力ꎮ 综合来看ꎬ 国家层面对中阿博览会的政策

支持将继续保持稳定ꎬ 中阿博览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ꎬ 前景可期ꎮ
(一) 中阿博览会可持续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第一ꎬ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运行ꎮ 中阿整体外交的机制化水平即将

升级为国家领导人或政府首脑级别ꎮ 按照中国对地区国家整体外交的差序管

理ꎬ 目前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外交的机制化程度为战略论坛型ꎬ 仅次

于东盟、 欧盟、 中东欧ꎮ④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安

曼宣言» 明确指出ꎬ “进一步加强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ꎬ 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ꎬ 努力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

８８

①

②

③
④

张帆: «沙特阿美拟收购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ꎬ 载浙江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ｚｊ ｚｊｏｌ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１１４２９９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 － ２４ꎮ

«第四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在杭州举行»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１０１８ / ｃ４０６０６ － ３１４０６５５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４ꎮ

徐秀军: «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侵袭»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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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ꎬ 并将此议题提交未来的中

阿峰会ꎮ”① 这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已基本完成建立战略互信、 扩展伙伴

关系的战略发展目标ꎬ 全面深化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全面拓展中阿政治、
经贸等全方位互利合作成为未来新的发展目标ꎮ 中阿整体外交的机制化程度

若由 “战略论坛型” 提升为 “首脑峰会型”ꎬ 将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生

更加积极的变化ꎮ 其一ꎬ 中国视阿盟为推进中阿关系的重要伙伴ꎬ 未来有可

能推动阿盟与中国建立 “２２ ＋ １” 合作机制ꎬ 最终形成以中阿峰会 (领导人会

议) 为引领ꎬ 以部长级会议、 高官会、 大使级会议和专项工作组为支撑的多

维立体合作架构ꎮ 其二ꎬ 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规模和成效有望更进一步ꎬ
这对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 社会治理、 民生治理形成更多可视化成

果具有关键意义ꎮ 其三ꎬ 推动中阿各领域务实合作的行动执行机制或将适时

建立ꎬ 双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有望扩容ꎬ 有利于提高中阿各层级的协调力和

落实力ꎮ
第二ꎬ 中国加快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ꎮ 尽管各种不确定性增多ꎬ

但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ꎬ 各国分工合作、 互利

共赢是长期趋势ꎬ 这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联动ꎬ 依托

中国大市场优势ꎬ 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也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应有之义ꎮ 其一ꎬ 从阿方看ꎬ 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演化和中东地区局势

的新变化ꎬ 促使地区国家更加深入地思考根植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国家治理和

国家发展道路ꎬ 较为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制定了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国

家发展战略ꎬ 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成为大多数中低收入水平的阿拉伯国家亟

需解决的问题ꎬ 而加强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ꎬ 成为广大阿拉伯

国家变中求治的理性选择ꎮ 其二ꎬ 从中方看ꎬ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 规模最

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ꎬ 全球顶尖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ꎬ 举世公认

的减贫经验和成效ꎬ 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及土壤改良技术ꎬ 以及包括北斗卫

星定位系统、 “５Ｇ”、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在内的 “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 等复合性南南合作资源ꎮ②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携

手抗疫ꎬ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疫情应对中不断深化ꎮ 沙特国王萨勒曼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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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安曼宣言»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ｊ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８０５１６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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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致电习近平主席支持中国抗疫的外国元首ꎮ① 阿联酋是第一个接受中国

疫苗境外三期试验的国家ꎬ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
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等多名阿联酋政府官员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

新冠病毒疫苗ꎬ 与中国合作建设 “中东疫苗中心”ꎬ 并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将双边

贸易额扩大到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ꎮ② 加强中阿合作、 畅通中阿经济循环和产业关

联ꎬ 符合中阿双方共同发展利益和人民福祉ꎬ 也是需要认清和把握的长期

趋势ꎮ
第三ꎬ 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中阿经贸合作潜能巨大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发布的 «区域经济展望: 中东和中亚» 报告显示ꎬ 中东地

区遭受疫情和油价暴跌双重冲击ꎬ 各经济体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在 １０ 年

内保持在危机前的趋势之下ꎮ③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ꎮ 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ꎬ 将为阿拉伯世界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ꎬ 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阿拉

伯国家产品和资源ꎬ 拉动阿拉伯国家经济恢复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阿贸易额为

２ ４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ꎬ 中阿 “一带一

路” 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有序推进ꎬ 高新技术合作方兴未艾ꎻ 中国原油进口量

为 ５４ ２３８ ６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７ ３％ ꎬ 沙特、 伊拉克、 阿曼、 阿联酋、 科威特

等国成为中国原油十大进口来源国ꎮ④ ２０２１ 年ꎬ 海湾国家的前景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亚洲主要经济体对其能源的需求ꎮ⑤ 中国贸促会与阿方有关部门合

作ꎬ 成功举办了中国—阿联酋经济贸易数字展览会、 中国—阿联酋经济贸易

数字展览会ꎬ 成为推动中阿贸易投资稳定增长的助推器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ꎬ 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ꎬ 论坛期间发表了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声明»ꎬ 中阿双方就合作抗疫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８５９１１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９ꎮ

«阿联酋驻华大使: 共建 “一带一路” 实现中阿共同繁荣»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１２０２ / ｃ１００２ － ３１９５２５３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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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ｌ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ｓｈｘ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６ꎮ

«２０２０ 年中国原油进口 ５４２３８ ６ 万吨 价格震荡修复»ꎬ 载中国石油新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ｐｃ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 / ０３００２３０８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ꎮ

Ｊｏｈｎ Ｓｆａｋｉａｎａｋｉｓꎬ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ｕｌ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ＧＣＣ ｉｎ ２０２１: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ｎｄ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ｇｃｃ － ２０２１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ａｎｄ － ｋｅｙ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２



中阿博览会的起源、 贡献与展望　

和疫后经济复苏达成重要共识ꎮ① 中国国产新冠肺炎疫苗在阿联酋、 埃及、 巴

林、 科威特、 约旦、 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逐步开始接种ꎬ 对于促进中国在沙特、
埃及、 阿联酋、 阿曼等国家设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或工业园区建设发展ꎬ 以

及阿拉伯国家恢复生产生活秩序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第四ꎬ 地方合作成为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ꎮ “一带一

路” 倡议是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ꎮ② 自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

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 “一带

一路” 倡议以来ꎬ 中阿高层交往日益密切ꎬ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ꎬ 合作领域不

断拓展ꎬ 务实合作成果越来越多ꎮ 中国同沙特、 苏丹、 伊拉克、 阿曼、 卡塔

尔、 科威特、 黎巴嫩、 埃及、 摩洛哥等 １９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同阿联酋、 阿尔及利亚、 沙特、 苏丹和埃及等 ５ 个阿拉伯国家签

署了产能合作文件ꎬ 阿联酋、 沙特、 约旦、 阿曼、 卡塔尔、 科威特和埃及等 ７
个阿拉伯国家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ꎮ③ 从地方层面来讲ꎬ 国

家战略要依靠地方政府、 企业协同推进ꎬ “省国对接” “市场化合作” 成为地

方融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主要模式ꎮ 以国际产能合作为例ꎬ 中国已在埃及、
阿联酋、 沙特、 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设立 １７ 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或工业园区ꎬ 园

区实施主体企业既有大型国有企业ꎬ 又有民营企业ꎮ 地方政企深度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ꎬ 一方面为服务国家战略落地作出了积极贡献ꎬ 另一方面积累了

“走出去” 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宝贵经验ꎬ 带动本地区企业的产品、 项目、 技

术、 服务 “全产业链出口”ꎬ 成为推动中阿各领域互利合作的内生动力ꎮ
第五ꎬ 共建 “绿色丝绸之路” 成为中阿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新动能ꎮ 推动

共建 “绿色丝绸之路” 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

重要国际倡议ꎮ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ꎬ 并主动通过寻

求国际合作的方式加以推广ꎮ 中国早在 ２０１２ 年就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并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 写入党章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又将 “绿色发展理念” 写入 «中华

１９

①

②
③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声明»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ｊ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８０５１６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ꎮ

习近平著: 前引书ꎬ 第 ８３ 页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１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１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占全球总投

资额的 ２３％ ꎬ 正在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ꎮ①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提出

要在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 ２０６０ 年前碳中和ꎬ 能源电力发展与碳脱钩、 经济社会

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双脱钩”) 的目标ꎮ② 在国际合作方面ꎬ 中国政府注重政

策沟通和机制建设ꎬ 先后制定出台了 « “一带一路”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
«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的指导意见»ꎬ 积极建设 “一带一路” 生态

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和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ꎮ 阿拉伯国家积极出

台发展非油产业、 加大绿色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战略ꎬ 例如ꎬ 沙

特、 阿联酋、 巴林等国的 “２０３０ 愿景”ꎬ 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的 “２０３５ 愿景”
等ꎮ③ 中阿双方在荒漠化防治、 清洁能源、 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绿

色化、 绿色贸易、 绿色金融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ꎬ 一些项目和发展计划颇具

示范意义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由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的迪拜哈

斯彦 “４ × ６００ＭＷ” 清洁燃煤电站项目 １ 号机组一次并网成功ꎬ 成为中国制造

在中东地区首个清洁煤电项目ꎮ④ 埃及政府计划到 ２０３５ 年将清洁能源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提升至 ４０％ ꎮ
(二) 中阿博览会可持续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ꎬ 办会理念存在地方性局限ꎮ 国家级涉外机制性展会的实践证明ꎬ
凡是办会效果较好的展会都坚持优先服务国家经济外交大格局和服务其他省

区政府、 企业的理念ꎮ 随着展会国内国际影响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的逐步提高ꎬ
展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自然增长ꎬ 这是会展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ꎮ
由于中阿博览会是政府主导型展会ꎬ 官方有时在践行办会理念方面未能把握

好 “服务国家战略优先” 和 “发展本地经济优先” 之间的平衡度ꎬ 而出现过

于聚焦为举办地引入外部投资和大型项目的短视行为ꎮ 另则ꎬ 由于宁夏经济

体量小ꎬ 外向型经济乏力ꎬ 对外交往的软硬约束条件太多ꎬ 一些地方官员服

务中阿合作的主观能动性不足ꎮ
第二ꎬ 既有办会机制不甚完善ꎬ 尚有提升空间ꎮ 现有的 “中阿共办、 部

２９

①

②
③
④

«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ꎬ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ｇｇｚ / ｑｙｋｆ / ｘｘｊｃ / ２０２００９ / ｔ２０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３９８０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１ꎮ

刘振亚: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根本途径»ꎬ 载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ꎮ
姜英梅: «世界经济体系下的中东经济地位»ꎬ 载 «中东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８８ 页ꎮ
« “中国造” 中东首个清洁燃煤电站一次并网发电成功»ꎬ 载 “一带一路”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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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联办、 民间协办” 的机制化程度不高、 组织运行质量偏低ꎮ 例如ꎬ 大会筹

办单位与阿方区域性商协会等组织尚未建立稳定有效的日常联络和议事机制ꎬ
影响阿方参会参展企业的精准组织ꎻ 组委会会议的运行机制单一 (目前仅限

于审议大会总体方案)ꎬ 对核心议题的业务指导和支持力度低ꎻ 民间组织进入

筹办体系的门槛高ꎬ 容易错失一些有创意的议题ꎮ
第三ꎬ 办会特色不够鲜明ꎮ 与专业性展会一样ꎬ 综合性展会没有特色就

没有生命力ꎮ 就 “存量特色” 而言ꎬ 产能合作、 技术合作领域相对突出ꎬ 但

结合中阿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来说ꎬ 中阿博览会迫切需要 “增量特

色”ꎮ 例如ꎬ 民生合作、 数字经济及数据安全合作、 绿色合作等还不是中阿博

览会关注的议题ꎮ 此外ꎬ 中国涉外展会多ꎬ 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参与度正在稳步提高ꎬ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埃及、 摩洛哥既属于阿拉

伯国家ꎬ 也是非盟国家ꎬ 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也是其合理

选择ꎮ 如果办会的特色不够突出ꎬ 那么中阿博览会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低ꎮ
第四ꎬ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不确定性ꎮ 其一ꎬ 受新冠疫情影响ꎬ 国际人员

往来仍处于近乎封闭的状态ꎬ 接种疫苗后的国际互认的旅行秩序还在初步探

索中ꎬ 估计参加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召开的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的国外人员数量非常有

限ꎬ 会议的安全组织受到影响ꎮ 其二ꎬ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诸多 “会展变局”ꎬ
大批展会停办或延期举办ꎬ 造成展馆资源大量空置ꎬ 城市会展经济大幅萎缩ꎮ
个别展会仓促上马的 “云展会” 效果差强人意ꎬ 实际成交率低于预期ꎮ 其三ꎬ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展会相关行为体带来长期影响ꎮ 励展博览集团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发布了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如何改变会展业» 白皮书ꎬ 研究新冠肺炎疫

情对线下实体展会和数字展会技术的影响ꎮ 调查数据显示ꎬ 新冠肺炎疫情并

没有改变面对面形式的实体展会的存在价值ꎻ 在无法或不愿意亲自参加实体

展会的情况下ꎬ ９４％ 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以数字方式开展一项或多项活动ꎬ
８４％的观众和参展商至少尝试过一种新的数字服务ꎬ ６５％ 的观众和 ５７％ 的参

展商认为数字技术将继续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展览活动服务ꎮ① 上述数据表

明ꎬ 在新常态下ꎬ 举办和参加数字展会已成为会展业相关行为体的共识ꎬ 展

会是否具备数字化支撑能力事关可持续发展ꎮ 从实际情况看ꎬ 中阿博览会的

３９

① Ｒｅｅ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ｃｓｔ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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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支持技术是明显的短板ꎬ 受办会经费掣肘ꎬ 短期内建立一整套运行可

靠的数字化支持系统的难度较大ꎮ

五　 中阿博览会的未来展望

中阿博览会是地方层面开展对阿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ꎮ 在中国整体外交布

局中ꎬ 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对外经贸合作机制是中国同地区国家开展经济外交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 二者既存在相互配合、 相互支撑的依存关系ꎬ 又在对外经济交

往中发挥不同的作用ꎮ 国家对外经贸合作机制主要在构建区域性和多双边经贸

关系的制度性安排ꎬ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ꎬ 境外经贸合作区

考核管理ꎬ 指导地方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ꎬ 承担战略对接、
机制统筹和法治规范职能ꎮ 地方对外经贸合作机制从属于中央对外经贸合作机

制ꎬ 主要在参与落实多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ꎬ 打造机制性涉外经贸会展平台ꎬ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和运营ꎬ 创建国际或次区域组织的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等

方面发挥支撑作用ꎬ 是国家整体对外经贸合作机制的有益补充ꎮ
“ ‘向西走’ 的中国人和 ‘向东走’ 的阿拉伯人注定会相遇ꎬ 重现 ２０００ 多

年前伟大东方的辉煌ꎮ”① 展望未来ꎬ 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的新

时代ꎬ 中阿博览会需要在全面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ꎬ 顺应高质量共建 “一
带一路” 大势ꎬ 紧跟会展业新旧动能转换趋势ꎬ 不断提升办会水平和能力ꎮ

第一ꎬ 增强服务国家战略主动性ꎮ 举办中阿博览会要高度契合 “一带一

路” 建设国际合作理念ꎬ 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ꎬ 培育开放型经济

主体ꎬ 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ꎬ 聚集国内政府、 企业和民间资源ꎬ 促进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务实合作ꎬ 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

展ꎬ 这是办好中阿博览会的根本遵循ꎮ 国内省 (区、 市) 开展次区域合作的

经验表明ꎬ 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和发展战略的主观能动性 (主要体现在举办地

资源投入力度和国内外利益相关方综合协调力度) 越高ꎬ 举办地与相关次区

域地区和国家的经贸互补性越强ꎬ 机制性论坛展会的参与者和举办地的获得

感越多ꎮ 中阿博览会十年来积累的价值认同感来源于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和国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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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５７７



中阿博览会的起源、 贡献与展望　

家发展战略ꎬ 今后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仍要秉承这一发展理念ꎮ
第二ꎬ 构建 “多轨并进” 办会机制ꎮ 中阿博览会既有的 “中阿共办、 部

区联办、 民间协办” 机制需要升级方可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ꎮ 其一ꎬ 升级

“中阿共办” 机制ꎬ 提高阿方参与度ꎮ 全面加强与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经济商

务、 外交外事机构和阿方重要商协会、 会展机构、 企业、 华侨群体的日常化

联络ꎬ 通过实地调研、 通信联络、 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ꎬ 积极探索通过市

场化合作方式在阿方设立联络机构ꎬ 深入探讨中阿博览会框架下活动与阿方

需求的匹配度ꎬ 根据办会内容精准组织阿方政府、 企业人士参会ꎬ 通过更加

务实高效的互动体现 “中阿共办” 的特点ꎮ 其二ꎬ 强化 “部区联办” 机制ꎬ
发挥部委主导作用ꎮ 争取相关国家部委支持ꎬ 建立中阿博览会筹办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ꎬ 适时研究活动策划设计方案ꎬ 协调邀请阿方嘉宾ꎬ 制订将商务部

经贸联委会工作机制中的中国—沙特、 中国—阿联酋企业家互访机制、 地方对

阿经贸合作机制、 中阿非三方合作机制等导入中阿博览会框架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ꎮ 其三ꎬ 优化服务全国对阿合作的办会机制ꎮ 在全国范围征集对阿合作需求

及成功合作案例ꎬ 精准做好项目配对ꎬ 编印中阿地方合作案例集ꎬ 选择其中的

典型案例举办线上中阿合作成果展ꎮ 其四ꎬ 在 “民间协办” 层面应建立与各类

市场主体开展资源互补型的定向合作机制ꎬ 如展会招展招商、 布展撤展服务、
专业观众和听众邀请、 会务配套服务等ꎬ 以提高展览组织效率ꎮ

第三ꎬ 聚焦阿方发展特点创新办会内容ꎮ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ꎬ 中阿经贸

互补性强是基于中阿 “产业间贸易”① 的特点ꎮ 由于中国持续从海湾阿拉伯

国家进口大量原油ꎬ 同时出口轻工及机电产品至阿拉伯国家ꎬ 中国长期处于

对阿拉伯国家贸易逆差的地位ꎮ 客观来看ꎬ 中阿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和小商

品贸易都有成熟的交易渠道ꎬ 大型的产能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安排

在高层互访期间宣布ꎬ 大企业很少选择在中阿博览会平台达成贸易订单ꎬ 因

５９

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般把贸易类型分为产业间贸易 ( ｉｎｔｅ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产业内贸易 ( ｉｎｔｒａ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和企业内贸易 (ｉｎｔｒａ － ｆｉｒｍ ｔｒａｄｅ)ꎮ 产业间贸易ꎬ 是指不同国家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分工

生产不同的产品并进行交换ꎻ 产业内贸易ꎬ 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ꎻ 而企业内贸易ꎬ 是

指在全球生产方式的体制中ꎬ 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位于各国的子公司之间的跨境贸易形式ꎬ 协调最终

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ꎮ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ａ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ꎬ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ｙ Ａ Ｆｒｉｅｄｅｎꎬ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ｒｏｚ ｅｄ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ꎬ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３９ －１５１ꎮ 转

引自高柏: «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ꎬ 载 «文化纵横» ２０２０ 年第６ 期ꎬ 第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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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单纯追求经贸成效和项目落地的意义不大ꎮ 为此ꎬ 中方可结合中国生态环

境治理、 精准扶贫经验、 支援阿方抗疫等ꎬ 策划设计相关会议展览ꎬ 加强与

阿拉伯国家在生态环保、 国际减贫、 公共卫生及大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ꎬ 为

阿方提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的 “中国方案”ꎮ
第四ꎬ 加快展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ꎮ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会展业加速进

入新旧动能的转换期ꎬ “线上 ＋线下” 融合发展成为会展主体普遍采用的组织

模式ꎬ 基于数字科技赋能的展览形态、 展览技术、 会展沟通、 展览服务等会

展要素的创新应用层出不穷ꎮ 中阿博览会可考虑构建一种数字化的、 全流程

的会展生态体系ꎬ 以移动端应用程序为总入口ꎬ 尽快开发出 “５Ｇ”、 虚拟现

实 (ＶＲ)、 增强现实 (ＡＲ) 等数字化技术的会展应用场景ꎬ 精确匹配商品或

服务的供需信息ꎬ 降低国内外采购商、 贸易商和供应商的交易成本ꎬ 争取达

到 “３６５ × ２４” 全天候的技术保障水平ꎬ 全面提升展会的信息化、 数字化、 智

能化服务的水平和能力ꎮ
综上ꎬ 探索整合中央和地方对阿经贸合作机制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ꎬ

对于深化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

等多重因素影响ꎬ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中阿双边贸易额始终徘徊在 ２ ０００ 亿美元上

下ꎬ 距离 ６ ０００ 亿美元①的目标差距较大ꎮ 中阿贸易额要实现大幅增长ꎬ 需要

深化中国与海合会之间的区域性经贸合作机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双边经贸

合作机制ꎬ 提升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

水平ꎮ 目前ꎬ 中海双方已达成重启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的共识ꎬ 这对最

终完成自贸协定谈判和深化中海关系意义重大ꎮ② 同时ꎬ 中阿博览会等地方对

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机制也需要练好内功、 开拓创新ꎬ 不断提升落实国家对

阿拉伯国家合作任务的能力和水平ꎬ 以期达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

发展的双重目标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６９

①

②

习近平主席曾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 “争取

中阿贸易额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４００ 亿美元在未来 １０ 年增至 ６ ０００ 亿美元”ꎮ 参见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ｊｈｓｊ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５１１０７９５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６ꎮ

«王毅出席中国 － 海合会部长级视频会议»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８３０６９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５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