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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项目的

考察ꎬ分析其金融、交通和投资方面的内容ꎮ 同时结合俄罗斯的利益评价中国的项

目ꎬ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三方接近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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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

斯塔纳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主旨演讲时ꎬ建议

中亚国家同中国共同实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计划①ꎮ 根据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计划ꎬ丝绸

之路经济带发端于中国ꎬ覆盖以下地区:第一ꎬ与
中国相邻或接近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

斯坦ꎻ第二ꎬ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

伯、土耳其及西亚其他国家ꎻ第三ꎬ高加索地区的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ꎬ以及东欧地区的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ꎻ第四ꎬ俄罗斯部分地

区处于丝绸之路沿线ꎬ因而俄罗斯也是这个经济

带的组成部分ꎮ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实施机制
　 　 及为欧亚地区带来的机遇

　 　 中国和部分国家的专家正在积极开展丝绸之

路经济带实施机制的研究工作ꎮ 从目前来看ꎬ问
题多于答案ꎮ 例如ꎬ北京会选择哪些战略工具

(交通、投资、经贸或是其他工具)作为其优先使

用的主要工具? 哪些国家首先进入丝绸之路经济

带区域ꎬ哪些国家随后进入? 是否计划对经济带

框架内的 ２１ 个国家实行某种“直通车式”的投资

或交通政策ꎬ中国与潜在参与国的双边关系是否

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这一

构想ꎬ首先出于何种考虑———是全面的政治动机

(与崛起战略相适应)②ꎬ还是出于获得新的能源

及其他红利进而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考虑?
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 ３０ 日博鳌论坛期间ꎬ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概括性答

复ꎬ指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框架和大致

的战略方向③ꎮ
尽管如此ꎬ很多专家仍然心存疑虑ꎬ他们不清

楚为什么中国选择这一时机提出这一构想ꎬ为什

么这个时候拿出这样一笔巨资ꎮ 当前中国改革模

式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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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对放缓(２０１４ 年 ＧＤＰ 增长 ７ ４％ )ꎬ今天的中

国并未处在一个最好时期ꎮ 考虑到美国和其他国

家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到第三

国ꎬ或许ꎬ未来在欧亚地区打造一个工业增长的新

基地ꎬ对中国来说才是重中之重ꎮ
目前ꎬ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ꎬ

对上述所有问题都没有给出准确的、经过论证的

答案ꎮ 现在只有一些零散的事例ꎮ 中国政府领导

人虽然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对所有参与国都具

有重要性ꎬ能为各国带来极大好处ꎬ但这些政治声

明中所提出的好处尚未被中方所证明ꎮ 在关于这

一问题的所有研讨会和论坛上ꎬ经常有人谈到有

必要利用中国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条件ꎮ
这些建议有时是以非常强硬的命令式的形式提出

的ꎬ并且不希望伙伴国家作出其他反应(赞同与

谢意除外)ꎮ
除了潜在风险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客观上能

够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ꎬ这是显而易见的ꎮ 比如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考虑对参与国制定积极的投

资政策和经贸政策ꎬ其中包括加大铁路和公路干

线的建设力度ꎮ 北京认为ꎬ在不久的将来ꎬ统一的

交通网络能够形成连接亚太地区和西欧国家的交

通走廊ꎮ 这样的交通网络将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国

家ꎬ总面积达 ５ ０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惠及 ３０ 亿人

口①ꎮ 过去十年间ꎬ中国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国家的贸易额年增长率约为 １９％ ꎬ２０１４ 年中国同

这些国家的贸易量更是突破了 ６ ０００ 亿美元②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ꎬ意味着中国认

为中亚地区在经济和一体化方面比其他参与者有

更广阔的空间ꎬ实际上ꎬ这是一个从东亚到欧洲的

共同发展经济的巨大项目ꎮ 中国是这一巨大项目

的发起者和执行者ꎮ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是

指建立某种形式的欧亚自由贸易区ꎬ而是指在中

国的帮助下发展经济ꎬ在欧亚地区进行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ꎮ
另外ꎬ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期间(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印度尼西亚巴厘岛)ꎬ习近平提出了建

设“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ꎮ 海上丝绸之

路的建设将使中国南方各省和东南亚各国的铁路

和公路运输网络ꎬ与这一地区的主要港口实现对

接ꎮ 根据中国战略家们的设想ꎬ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将使东盟各国的海港互相连接起来ꎬ沿黄

海—东海—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一线延伸ꎬ甚
至连通南太平洋、南亚和东非国家的港口ꎮ 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各国的人口数量超过 ４４ 亿ꎬ
其国内生产总值达 ２１ 万亿美元ꎬ分别占相应世界

指标的 ６３％和 ２９％ ③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继续就总长度达 ５ ０００ 公里的高

速铁路的建设同 ２８ 个国家进行对话ꎬ其中大部分

国家都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ꎮ 从中国政府首先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做出的政治和经济努力可以看出ꎬ欧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优先地位ꎮ

二　 “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保障

中国领导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２１ 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２０１３ 年ꎬ巴厘岛)ꎬ提议筹

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ꎮ 中国领导

人认为ꎬ类似的金融机构能够为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新的动力ꎬ减少亚洲的资本外流ꎬ促进本地

区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ꎮ 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博鳌论坛(２０１４ 年)讲话中指出ꎬ初始资

本金为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亚投行ꎬ完全是一个商业

性机构ꎬ对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是开放的ꎮ 李

克强指出ꎬ“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不同ꎬ后两者是政治化的机构ꎬ是国家的代理人ꎬ
亚投行所提供的贷款不会附加任何要求ꎬ而亚洲

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向有关国家提供贷款时ꎬ
则是附加其他要求的ꎮ”④２０１４ 年底ꎬ中国财政部

部长楼继伟宣布ꎬ中国将出资 ５００ 亿美元ꎬ作为亚

投行的注册基金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２１ 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在北京

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ꎬ这 ２１ 个国家包括

—８—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丝绸之路经济带


①

②

③

④

Ｚｈａｏ ＳｈｅｎｇｎａｎꎬＺｈａｏＹｉｎａｎꎬＭｏ Ｊｉ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ꎬＰａｃｔｓ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１３９２９４ ｈｔｍ

Ｌｉ ｍｅｅｔｓ ＡＰＥ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２１ / ｃ１０ ２８３９ －
８７９７９９４ ｈｔｍｌ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２１４ / ｃ９０７
７８ － ８８５０８１２ ｈｔｍｌ

Ｂａｉ Ｓｈｉꎬ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ＰＥ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ｃｎ / ｐｒｉｎｔ / ｔｘｔ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４８
４２８＿４ ｈｔｍ



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

坡、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科威特、尼泊尔、阿曼、韩国、蒙古、印
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其中 １０ 个国

家是东盟成员国)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新西兰、沙特阿

拉伯、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共和国和英国表达了

加入亚投行的意愿ꎬ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

增加到 ２７ 个ꎮ
可以预见ꎬ在所有成员国批准成立条约后ꎬ亚

投行有望于 ２０１５ 年底开始运营ꎬ该银行的总部将

设在北京ꎮ 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未来亚投行将威胁

到世界银行的霸权地位ꎬ相应也将威胁到美国的

利益后ꎬ阻挠一些亚太地区国家加入亚投行ꎮ 结

果ꎬ其中几个国家“获得了考虑时间”ꎬ其中包括

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ꎮ
对亚投行成员国构成情况进行分析ꎬ不难发

现ꎬ北京非常擅长将与自己在这一地区存在政治

分歧的对手(同中国在南海有岛屿之争的越南和

菲律宾、存在边界争端和竞争关系的印度)拉入

有利的金融合作轨道ꎮ 中国的类似政策证明ꎬ中
国的战略路线存在着很大的灵活性ꎬ同时中国力

图以亚投行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ꎬ复兴西方的

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利益高于政治利益ꎮ 这一

原则本来已不再发挥作用ꎬ但目前中国持有这样

的立场ꎬ可能使这一原则获得新生ꎮ

三　 投资、基础设施和一体化

“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快中国资本“走出去”
进程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旨在扩大中国交通运输

领域的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的出口ꎬ垄断欧亚地

区交通网络建设市场ꎮ 在中国境外建成交通网

络ꎬ可以加快中国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ꎻ欧亚大

陆交通运输规模的提高ꎬ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总

量的增长ꎮ
可以想象ꎬ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中国“一带一

路”建设的核心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ꎬ交通

设施项目的落实ꎬ将为中国强化其在中亚、西亚、南
亚、东南亚、外高加索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

响提供保障ꎮ 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比邻而居ꎬ政治相

对稳定ꎬ加之它们都奉行出口多样化政策ꎬ这为这

一地区的交通走廊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能性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边界 １ ７００ 公里)、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ꎬ与乌兹别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距离也不远ꎮ 在过去的 １３ 年

间ꎬ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增长了 １１ 倍ꎬ２００１
年贸易额为 １２１ 亿美元ꎬ到 ２０１３ 年已达到１ ３００
亿美元①ꎮ 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最大的贸易伙伴国ꎬ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

贸易伙伴国②ꎮ
显而易见ꎬ一体化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

不是主要的评价指标ꎮ 甚至在欧盟和东盟这样的

经典案例中ꎬ一体化或许也不是主要评价指标ꎬ因
为要真正实现 ２１ 个国家的完全一体化有相当大

的难度ꎮ 况且中国并不依靠“一带一路”搞区域

一体化ꎬ目前中国已与不同国家以不同形式ꎬ建有

约 ２０ 个自由经济区ꎮ
除交通基础设施外ꎬ不排除中国要落实更为

广泛的投资计划和专项计划ꎬ以促进丝绸之路沿

线伙伴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ꎬ具体做法包括商业

信贷和其他信贷ꎮ 显而易见ꎬ为此需要投入巨额

资金ꎮ

四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环节

正如许多中国专家所强调的那样ꎬ中国进行

投资的目的在于改善中西部省份的交通网络ꎬ建
设和完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及部分欧洲国

家的基础设施③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福建省福州市政

府同国开行福建分行和“中非发展基金”携手合

作ꎬ决定设立总规模为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１６ 亿美

元)的“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基金”ꎬ广东省

政府也希望成为这一基金的共同投资人ꎮ
国际分析专家指出ꎬ在未来 １０ 年内ꎬ亚洲基

础设施建设将迎来一个高潮———基础设施建设市

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 ７％ ~８％ 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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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 年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预计将

达到 ５ ３ 万亿美元ꎬ占世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投

资的 ６０％ ꎬ其中 ５０％ 的投资(２ ６５ 万亿美元)将

来自中国①ꎮ
亚洲开发银行专家指出ꎬ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

间ꎬ亚洲国家为其基础设施建设应投资 ８ 万多亿

美元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银行的分析专家指出ꎬ为消除

基础设施约束ꎬ南亚国家在未来 １０ 年应每年投资

２ ５００ 亿美元ꎬ用于发展自己的交通运输网络ꎬ而
东亚国家则需每年投资 ６ ０００ 亿美元②ꎮ 然而ꎬ世
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不能为这些地区的国家

提供相应的资金援助ꎬ只能致力于对低收入水平

国家进行规模较小的投资ꎮ

五　 中国的欧亚干线:
三条路线———三个战略?

　 　 中国正在积极宣传欧亚交通大干线构想ꎬ强
调欧亚交通大干线具有国际性质ꎬ考虑到了很多

欧亚国家的利益ꎮ 目前正在论证三条欧亚干线的

线路ꎮ
一是北方线路ꎮ 欧亚交通大干线的北方线路

始于乌鲁木齐ꎬ经准噶尔ꎬ进入哈萨克斯坦(友谊

站)ꎬ然后穿越七河区ꎬ经过阿拉木图到达什姆肯

特(过去称奇姆肯特)ꎮ 在这里分成两条支线ꎬ其
中一条支线经阿克纠宾斯克和乌拉尔斯克从北方

绕经与俄罗斯交通线相接的里海ꎬ然后进入欧洲ꎮ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ꎬ阿拉山口 /友谊口岸

是中哈边境唯一的一条铁路通道ꎮ ２０１３ 年哈萨

克斯坦修建了长度为 ２９３ 公里的铁路ꎬ即热特

肯—阿腾科里—霍尔果斯铁路ꎬ这条铁路与长度

为 ２８６ 公里的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实现了

对接ꎮ
霍尔果斯已经成为国际边境合作中心ꎬ其总

面积为 ５ ２８ 平方公里(中国境内占 ３ ４３ 平方公

里ꎬ哈萨克斯坦境内占 １ ８５ 平方公里)ꎮ 霍尔果

斯口岸距阿拉木图 ３７８ 公里ꎬ同阿拉山口口岸相

比ꎬ它具有较为显著的地理优势ꎮ 霍尔果斯是中

国西部到中亚最主要城市之间距离最短的地方ꎬ
是交通运输的中心ꎮ 霍尔果斯口岸成为穿越哈萨

克斯坦国境通往西方的铁路运输新干线的国门ꎬ
２０１３ 年铁路货运量达到约 １６０ 万吨ꎮ 从 ２０１４ 年

起ꎬ霍尔果斯—阿腾科里铁路线的地位得到了提

升ꎬ从具有双边意义的铁路提升为具有国际意义

的铁路ꎮ 预计至 ２０１７ 年ꎬ这条铁路将使哈萨克斯

坦过境运输量增长 ２５％ ꎬ过境货物将达到 ５００ 万

吨ꎬ至 ２０２０ 年ꎬ预计将达到 ２ ０００ 万吨ꎮ
欧亚交通大干线北方线路的第二条支线的走

向是:从霍尔果斯绕过俄罗斯国境ꎬ穿过哈萨克斯

坦国境抵达里海的阿克套港(霍尔果斯—友谊口

岸—热孜卡兹甘—萨克萨乌里斯卡亚—别伊涅

乌—阿克套)ꎮ 阿克套港是通往巴库轮渡的起点

渡口ꎬ这条 ３ ５００ 公里长的线路在哈萨克斯坦被

称作“跨里海交通走廊”ꎮ 南高加索铁路和与之

并行的公路干线将巴库港与黑海的港口波季港和

巴统港连接起来ꎮ 随着 ２０１５ 年新铁路线巴库—
第比利斯—卡尔斯的贯通③ꎬ这条可能成为西伯

利亚大铁路竞争者的交通走廊(也称为 ＴＲＡＣＥ￣
ＣＡꎬ即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廊)的意义将

得到进一步增强ꎮ 目前正在对阿克套港进行改扩

建ꎬ这是欧亚交通大干线哈萨克斯坦北部线路的

终点ꎮ 哈萨克斯坦的商贸船队也正在快速发

展④ꎮ 据哈萨克斯坦港口负责人称ꎬ“如今ꎬ里海

的水路货物运输量已超过 ３ ０００ 万吨ꎬ而阿克套

港的货物吞吐量已占里海货运总量的 ２９％ ꎮ”⑤

然而ꎬ欧亚交通大干线北方线路的第二条支

线未必能够得到充分开发ꎬ因为这条线路的充分

开发是以多种形式的过境货流为前提的ꎬ货运量

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运货期限的延迟和运输

成本的增加ꎮ
二是中部线路ꎮ 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设想ꎬ欧

亚交通大干线中部线路是欧亚大陆交通走廊最重

要的方向ꎬ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ꎮ 这条线路能够保障从亚太国家和中国到欧洲

和波斯湾国家的出口货物运输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正式对外提出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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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罗马尼亚

进行了正式访问ꎬ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访

问ꎮ 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与罗方领导人会晤时表

示ꎬ希望加强中国和欧洲国家间的交通一体化①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同欧盟国家的贸易额超过 ５ ８００

亿美元ꎬ至 ２０２０ 年双方有望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１ 万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年底ꎬ中国与塞尔维亚、匈牙

利、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就参与这些国家的铁路建

设问题达成了协议ꎮ
欧亚交通大干线中部线路ꎬ即中国—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

其—欧洲国家交通运输线(连云港—阿拉山口—
友谊口岸—阿克托盖—阿拉木图—捷詹—梅什赫

德—谢拉赫斯—德黑兰—塔布里兹—安卡拉—伊

斯坦布尔—巴黎—鹿特丹)ꎬ将保障中国和中亚

三国获得一条直通欧洲的道路ꎬ也可连通波斯湾

的班德尔—阿巴斯港和阿曼湾的查赫巴哈尔港等

重要贸易港口ꎬ抵达南亚国家ꎮ ２０１１ 年哈萨克斯

坦建设完成了本国境内的铁路干线ꎬ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欧亚铁路走廊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路段已

投入运营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完成了本国国内路段的建

设ꎬ土库曼斯坦境内沿里海东岸长达 ３２５ 公里的

埃特列克—贝雷克特的铁路建设ꎬ则是转包给了

中国和伊朗ꎮ 土库曼斯坦境内铁路建设的费用约

为 ７ 亿美元ꎬ由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提供融资②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欧亚交通大干线中部线

路的中亚段ꎬ即乌津—博洛沙克(哈萨克斯坦)—
谢尔赫加卡—克孜勒基亚—贝雷克特—埃特列克

(土库曼斯坦)—戈尔甘(伊朗)一线正式开通ꎮ
从哈萨克斯坦经土库曼斯坦到伊朗北部古利斯坦

省的铁路总长度为 ９２６ 公里ꎬ其中哈萨克斯坦境

内为 １４６ 公里ꎬ土库曼斯坦境内超过 ７００ 公里ꎬ伊
朗境内为 ８０ 公里ꎮ 哈萨克斯坦希望通过中部线

路运输的亚洲货物主要来自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境

内ꎬ然后运往伊朗、土耳其和欧洲ꎮ
中国专家预测ꎬ欧亚交通大干线中部线路在

运营第五年的时候ꎬ货物运输量能够达到 １ ０００
万吨ꎬ远景运量超过 ２ ０００ 万吨ꎮ

三是南部线路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巴基斯坦政

府就铺设经喀什连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基斯

坦瓜达尔港的 ２ ０００ 公里长的铁路问题ꎬ达成了

协议ꎮ 与乌鲁木齐相比ꎬ喀什与中亚和南亚国家

的距离更近ꎮ
瓜达尔港位于波斯湾的战略“咽喉”要地ꎬ是

由中国投资建设并于 ２００７ 年投入使用的ꎮ 该港

口距伊朗边境 ７２ 公里ꎬ距世界重要的石油运输走

廊———霍尔木兹海峡 ４００ 公里ꎬ中国进口石油运

量的 ８０％都要经过这个海峡③ꎮ
中国还在考虑修建与铁路平行的公路干线及

喀什—伊斯兰堡—卡拉奇—瓜达尔石油管道ꎮ 由

于从巴基斯坦到中国的公路质量较差ꎬ今天ꎬ中巴

两国间绝大部分贸易都是通过海运实现的ꎬ每年

通过陆路交通的货物总量仅有 １０ 万吨ꎮ 铺设从

喀什到瓜达尔港的铁路ꎬ能将货物运输时间缩短

至 １０ 天(海陆运输需 ３０ 天)ꎮ 在交通运输建设

项目执行完毕后ꎬ深水港瓜达尔港将成为从中东

向中国运输原油的重要大动脉ꎬ可以绕过马六甲

海峡ꎬ而中国则将获得经过这条交通走廊向阿拉

伯国家出口货物的可能ꎮ
２０１４ 年底尼泊尔总统表示ꎬ“为活跃地区贸

易联系ꎬ修建中国与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的‘黄金

走廊’”ꎬ尼泊尔希望与中国的铁路实现对接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印度领导人就

两国共同参与修建西藏自治区(中国)和锡金州

(印度)之间跨境铁路问题进行了谈判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印度

进行正式访问期间ꎬ提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

架内两国扩大铁路网建设合作问题④ꎮ 习近平主

席宣布将向印度提供总额为 ２００ 亿美元、期限为

五年的贷款ꎬ用于印度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建

设ꎮ 中印双方同意启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

“孟中印缅丝绸之路”(孟加拉国—中国—印度—
缅甸)建设ꎮ 习近平表示ꎬ中国的目标是在近期

将同南亚国家的贸易额提升至 １ ５００ 亿美元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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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提高到 ３００ 亿

美元①ꎮ
通过对欧亚交通大干线建设方案的分析可以

看出ꎬ欧亚交通大干线建设是欧亚大陆交通运输

多样化战略ꎮ 但同时应该看到ꎬ在欧亚交通大干

线落实进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障碍ꎮ
欧亚交通大干线途径中亚国家ꎬ其发展受制

于交通运输技术的落后ꎬ同时ꎬ中亚国家过境运输

费互不协调ꎬ其法律法规无法保障方便快捷地进

行货物运输ꎬ多次跨境运输将导致实际交货期限

被大幅延迟ꎮ 北京交通大学的专业人士认为ꎬ上
述问题导致很多中国出口货物ꎬ包括中国西部省

份生产的货物ꎬ通过铁路向东被运往中国东部港

口ꎬ再通过海路运往欧洲ꎮ 中国专家认为ꎬ仅为使

中亚国家铁路基础设施达到应有水平ꎬ就需要总

额超过 １０ 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ꎮ

六　 俄罗斯的利益:
三个项目能否合为一体?

　 　 中国分析人士认为ꎬ上述项目的落实将使丝

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活跃起来ꎬ并将促

进地区各国交通运输一体化的发展②ꎮ 北京计划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ꎬ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

联系ꎬ强化其在中亚、南亚和东盟国家的存在ꎬ巩
固其在欧洲国家市场的地位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被俄

罗斯及关税同盟其他成员国所接受ꎬ最初他们对

此存在某种程度的警惕ꎮ 俄罗斯某些专家甚至认

为ꎬ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其对上海合

作组织行动迟缓和拖沓的反应ꎬ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是中亚及比邻地区更加有效发展的方案

选择ꎮ
目前看来ꎬ情况并非如此ꎬ不必对此持批评态

度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非常具有雄心ꎬ旨在

长远发展ꎬ并反映出中国作为新的日益强壮的大

国ꎬ其地缘政治崛起的节奏和特点ꎮ 在丝绸之路

经济带项目得到落实的条件下ꎬ中国与欧亚地区

合作的长期目标已清晰可见ꎮ 同时也可以明显看

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并不是针对上合组织和

欧亚经济联盟的ꎬ也不会损害这两个组织ꎮ 中国

和俄罗斯都是上合组织的关键成员国ꎻ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启动ꎮ 在此情况下ꎬ中
国的“一路一带”建设仍然是其领导人提出的某

种重要战略倡议ꎬ而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ꎮ
因此ꎬ无论是在多边框架内还是在双边关系

上ꎬ俄罗斯都不是消极的旁观者ꎮ 在中国积极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下ꎬ俄罗斯希望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寻找到上合组织与丝路项目合作或接

近的形式、途径和方案ꎮ
俄罗斯的兴趣点明显集中在上合组织与欧亚

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问题上ꎮ 在这

种合作进程中ꎬ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同方案和选择:
———沿北部线路进行的一体化或相互接近:

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合作ꎬ其中包括通

过引入中国资金加强欧亚开发银行的发展ꎻ
———“南部方案”是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

济带加强合作ꎬ但这一方案的落实可能会较晚ꎬ可
能性也较小ꎮ

———不排除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

之路经济带并行发展的可能性ꎮ
(陈余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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