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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亚地区水资源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ꎬ 欧盟运用其治理

经验和水外交战略ꎬ 参与中亚的水资源治理ꎮ 欧盟的中亚水外交战略ꎬ 主要是通

过区域性的双边与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ꎬ 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ꎬ 突出其价值观并

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利益ꎮ 欧盟内部的一致性、 中亚国家间的关系和地区内部国

家水资源的治理能力影响欧盟水外交工作的进展和推动ꎮ 欧盟在中亚水外交领域

的实施特点是: 通过协议等渠道进行直接援助、 地区机制安排以及与国际社会加

强合作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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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ꎬ 水资源对经济、 社会发展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压力将成

为中亚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①ꎮ 中亚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ꎬ 处于干旱区ꎬ 加

之人类对于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ꎬ 使得中亚地区的水资源安全形势不容乐

观ꎬ 水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ꎮ ２０１３ 年欧盟通过了 «关于欧盟水外交的

理事会决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ꎮ 该决议认为ꎬ 在未来

十年因水资源的短缺而产生的紧张和冲突将会变得更加频繁ꎬ 并且会威胁到世界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ꎮ 欧洲的利益、 国际和平与安全也会受到严重的影

响②ꎮ 欧盟各成员国认为ꎬ 与水相关的冲突可能危及世界各地的稳定ꎬ 将影响欧

盟的利益及国际和平与安全ꎬ 而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将进一步增加解决该问题的

难度ꎬ 所以各国强调欧盟可利用其欧洲跨界水域管理的长期经验ꎬ 进一步推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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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①ꎮ 中亚地区水资源稀缺程度高ꎬ 欧盟运用其水资源治理

经验和水外交战略ꎬ 介入中亚的水资源治理ꎬ 可为中亚地区提供水资源治理方面

的公共产品ꎮ 因此ꎬ 欧盟在中亚地区的水外交活动值得深入研究ꎮ

一　 已有研究综述

水外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出ꎬ 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ꎬ 主要

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ꎬ 水外交需要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ꎬ 以增强国家责任ꎮ 水资源公共产品

包含信息收集与交换机制、 水资源条约和流域组织结构ꎬ 公共产品需要满足区域

化需求ꎬ 并且具有跨国界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特性②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 水外交是

“一国政府围绕 (跨界与非跨界) 水资源合作项目和软水产品的开发和利用问

题ꎬ 通过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来进行解决的外交实施方式”③ꎮ 从水外交的 “维
权” 与 “维稳” 关系分析ꎬ 从双边和区域两个层面论证ꎬ 水外交ꎬ 广义上指的

是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水资源问题展开的涉外活动ꎬ 狭义上指的是国家以及

相关行为体围绕跨界水资源或国际河流水资源问题展开的涉外活动ꎮ 水外交大致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实现水目标本身而开展的外交活动ꎻ 另一类是为实现其他

外交目标 (包括政治、 经济和军事) 而开展的与水相关的外交活动④ꎮ 欧盟在中

亚的水外交通过具体项目实现有关目标ꎬ 而且欧盟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ꎬ 即借水

外交活动对中亚的经济、 安全等方面进行介入ꎬ 增强欧洲在中亚的影响力ꎮ
第二ꎬ 水外交影响水资源合作发展ꎮ 这方面内容主要包括: 对于国际形象的

考虑ꎬ 遵守国际法的考虑ꎬ 议题联系的评估以及对相互承诺和义务的期望ꎻ 国家

间对称的谈判能力有助于流域国之间的信任建设ꎮ 水条约内容越灵活ꎬ 越容易被

流域国家所批准ꎻ 继承权利与义务与否的处理ꎬ 会影响到合作模式的形成与发

展⑤ꎮ 水可以引发国家间冲突ꎬ 也可以是冲突的解决方式ꎬ 水外交主体包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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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管理和利用水资源的国际行为体ꎬ 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的机构ꎬ 例如 ＮＧＯ、
国际开发机构和私人公司等ꎮ 水外交不只是大国政治ꎬ 也是可以建立在互利共赢

基础上的外交合作①ꎮ
第三ꎬ 从水资源安全化的角度看ꎬ 水外交可以通过机制化安排促进安全发

展ꎮ 比照传统安全方式ꎬ 水外交的三个核心要素包括: 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外交预

防性质ꎻ 传统的双边外交辅之以多边和多层次的外交ꎻ 国际社会集体责任观

念②ꎮ 水外交对中国和邻国关系的影响ꎬ 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合作机

制ꎬ 参与国际合作对话ꎬ 来处理与邻国有关水问题引发的矛盾ꎻ 还可以通过出口

水相关技术和产品ꎬ 来实现针对新兴国家的水外交③ꎮ
第四ꎬ 水资源综合管理 (ＩＷＲＭ) 视角下的复合水外交体系是水外交实施的

重要指导原则ꎮ 水外交框架包含三个方面: 水体系是开放的并且在不断变化ꎻ 水

体系管理必须具有互动性、 复合型和反馈特质ꎻ 水体系管理必须有适应性ꎬ 并采

取非零和的谈判方式④ꎮ
对于水资源和治理能力都较为缺失的中亚地区ꎬ 欧盟在该区域开展水外交活

动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ꎮ 国内外学者认为ꎬ 一方面ꎬ 欧盟的水外交介入只是

影响中亚水资源治理的一个因素ꎮ 水分配、 能源补偿机制、 水利设施建设的不确

定性ꎬ 以及对水商品属性的定义存在差异是问题症结ꎬ 中亚水资源问题已经与地

区国际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状态ꎬ 人口增长、 气候变暖、 咸海生态恶化ꎬ 以及

包括欧盟在内的外部势力介入ꎬ 都会对中亚水资源问题产生较大影响⑤ꎮ 另一方

面ꎬ 欧盟的中亚水外交主要是通过经济技术手段和强大的国际政治地位、 权威来

实现的⑥ꎮ 水外交属于环境外交的一个方面ꎬ 欧盟对于世界环境发展事务领导权

的争夺既是环境外交的内容ꎬ 也是欧盟推行环境外交的重要动力ꎮ 欧盟政策突出

强调可持续发展思想ꎬ 力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改善环境问题上与其步调一致ꎬ 强调

“人权与良政”ꎬ 将环境问题政治化⑦ꎮ 咸海流域治理与合作、 环境安全、 流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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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 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方面是欧盟在中亚水外交的主要领域ꎬ 而欧盟介入

对中亚水资源治理的作用仍有待加强①ꎮ
虽然欧盟与中亚地区相距较远ꎬ 但在苏联解体后ꎬ 欧盟认为从东欧、 高加索

地区到中亚一线仍属于其利益范围ꎮ 欧盟重视中亚地区ꎬ 在中亚五国除了土库曼

斯坦外都驻有外交代表ꎮ 虽然欧盟的综合实力与美国有差距ꎬ 但欧盟在技术和道

义方面相比美国存在一定的优势ꎬ 在中亚地区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ꎮ 当前可持

续发展是水资源治理的指导思想ꎬ 而且中亚地区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

点ꎮ 随着中亚水资源安全问题的加剧ꎬ 欧盟通过介入中亚两大流域———阿姆河和

锡尔河的水资源管理ꎬ 将其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②ꎮ
目前研究水外交主要集中在水资源合作、 安全等领域ꎬ 或者是从邻国之间的

角度分析ꎮ 学界目前还缺乏从大国域外介入的角度分析欧洲在中亚地区的水外交

活动ꎮ 欧盟在中亚地区的水外交ꎬ 是以非邻国的方式对中亚流域进行介入治理ꎮ
欧盟在中亚地区的水外交在管控危机、 预防冲突和促进合作方面有着积极的作

用ꎬ 对于推进中亚地区流域治理和水资源安全保障方面十分必要ꎬ 因此通过向中

亚地区输出水资源治理的先进经验ꎬ 来加强在中亚地区的水外交ꎬ 进而增加地区

影响力ꎮ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 通过分析欧盟在中亚水外交的介入实施ꎬ 包

括分析欧盟的战略动力、 影响因素与欧盟实施水外交的机制性特点ꎬ 为中国在中

亚水外交的发展和区域水资源安全治理提供建设性思考ꎮ

二　 欧盟开展水外交的战略动力与影响因素

欧盟 ２００７ 年通过了 «欧盟与中亚: 新伙伴关系战略»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认为与中亚地区加强合作ꎬ 能够确保中亚

地区的稳定与繁荣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欧盟在 «关于中亚的理事会决议» 中对中亚外交

活动进展进行了评估ꎬ 其中环境可持续性与水资源是欧盟中亚战略的重点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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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表示ꎬ 未来将在包括水资源的环境领域继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ꎻ 继续推

动地区合作并且改进地区邻国关系ꎬ 包括支持适当的信任构建措施ꎻ 欧盟致力于

降低由于地区水资源提供和使用争端而可能产生的紧张度①ꎮ

(一) 欧盟在中亚开展水外交的战略动力

第一ꎬ 彰显欧洲在中亚水事务的引领地位ꎮ 水外交属于环境外交的一个方

面ꎬ 欧盟是第一个在成员国之间就环境问题协调行动、 统一规范的区域性组

织②ꎬ 在多瑙河、 莱茵河等国际河流的跨界治理方面有许多成熟的经验ꎬ 在跨界

水资源合作治理方面也是先行者ꎮ «关于欧盟水外交的理事会决议» 指出ꎬ 欧盟

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水资源合作ꎬ 是基于欧洲跨界水资源管理的长期合作传统和丰

富经验和知识③ꎮ 欧盟的成功经验为实施水外交奠定了能力基础ꎮ 欧盟通过提升

其参与度和影响力ꎬ 在中亚广泛开展水外交活动ꎬ 一方面通过水资源治理的软实

力介入ꎬ 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当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ꎬ 增强欧盟的地区责任ꎬ 赢

得当地国家的好感ꎬ 在传统安全影响效应之外加深在地区的影响力ꎮ 另一方面也

通过加强其倡导的欧洲流域治理模式ꎬ 弱化其他大国的水外交作用ꎬ 对冲其他大

国在中亚的影响力ꎮ
第二ꎬ 应对中亚水资源环境问题ꎬ 通过提供区域公共产品ꎬ 凸显欧盟水外交

的 “人文关怀价值观”ꎮ 与美国、 俄罗斯等大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相比ꎬ 欧盟

对外政策在治理方面柔性内容更多一些ꎬ 推行水外交可以更为有效地将欧盟的价

值观投射到中亚地区ꎬ 潜移默化地施加 “水资源善治” 的影响ꎮ
价值观外交是欧盟中亚战略的基石和出发点④ꎮ «欧盟与中亚: 新伙伴关系

战略» 表明ꎬ 欧盟的中亚战略是价值观和利益相结合的政策工具⑤ꎮ 欧盟在对外

战略中推行其价值观具有充分的自信ꎬ 水外交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欧盟价值观的印

记ꎮ 因而欧盟以 “人文关怀” 的角度更容易介入中亚水资源治理ꎬ 能够在道义

上博得国际社会和中亚国家的理解ꎮ 由于在人权、 法治、 社会公平等方面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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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ꎬ 欧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ꎬ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ꎮ
欧盟对中亚因水资源治理缺失造成的环境恶化表示关切ꎬ 认为环境保护属于

其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ꎮ 由于阿姆河和锡尔河的过度开发ꎬ 以及两河发源地天山

和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由于气候变暖而逐渐减少ꎬ 两河注入咸海水量大幅下降ꎬ 湖

面大幅萎缩ꎮ 被工农业废水污染的河流注入咸海ꎬ 咸海生态因此进一步恶化ꎮ 咸

海地区原来的湖底大部分已经变成沙化土地ꎬ 沙尘、 盐以及其他有毒工农业废物

颗粒随风飘落到附近的土地ꎬ 对农作物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ꎮ
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ꎬ 咸海消失的面积已经相当于瑞士联邦的国土面积②ꎮ 咸海

危机已成为最大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之一ꎮ 乌兹别克斯坦在南咸海地区已采取针对

性措施ꎬ 防止生态进一步恶化ꎬ 同时采取措施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ꎬ 尽管国际

社会和欧盟等机构已对咸海地区提供了帮助ꎬ 但仍需加大力度ꎮ 欧洲议会有议员

建议欧洲议会及时批准欧盟外交委员会关于水外交的提案ꎬ 提案中表达了对中亚

地区水资源安全问题的关注ꎻ 乌政府提高咸海地区水资源利用有效性的措施应与

欧盟外交委员会水外交提案目标一致ꎻ 欧盟应为解决咸海危机做出更为切实的

努力③ꎮ
第三ꎬ 从地缘安全角度出发ꎬ 欧盟认为中亚的稳定需要其在跨境水资源治理

领域提供帮助ꎮ 中亚水资源安全问题容易引起国家间的冲突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两个上游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间存在纠纷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吉国巴特

肯地区与塔国伊斯法拉地区再度发生冲突ꎬ 塔 １５０ 名公民闯入吉领土试图破坏堤

坝ꎬ 后因吉边防军制止事态才得以平息ꎬ 但此事引起吉、 塔两国总统高度重视ꎮ
乌、 土也因争夺阿姆河重要水利设施在过去十多年里双方先后有数百名士兵在边

境冲突中死亡④ꎮ
上下游国家间水资源问题纠纷更加明显ꎮ 苏联时期阿姆河等国际河流的上下

游国家保持着水电与灌溉、 防洪的机制化安排ꎮ 中亚国家独立后ꎬ 原来的补偿机

制不能继续执行ꎬ 上游国家为了发电要向下游放水ꎬ 下游国家在农业灌溉和季节

性防洪等方面的安全需求难以得到保证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由于水资源纠纷ꎬ 乌兹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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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空降部队曾经兵临乌吉边界进行威慑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ꎬ 吉尔吉斯斯坦主管

执法安全的副总理马玛塔利耶夫表示ꎬ 他在对贾拉拉巴德州边境地区考察时ꎬ 当

地专家告知需要对乌奇库尔干水电站的水渠进行维修ꎬ 因此吉政府考虑暂时截断

该水渠通往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运河的水流ꎮ 对此ꎬ 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回应称ꎬ
如果纳曼干运河水流被截ꎬ 乌方将退出中亚统一电网ꎮ 由于吉国内输变电线项目

仍未完全竣工ꎬ 吉南部地区用电仍需途经乌兹别克斯坦ꎬ 乌此举将导致吉南部地

区陷入停电状态①ꎮ 由于水电资源产生的纠纷很有可能引发传统安全方面的冲

突ꎬ 在水电资源稀缺的中亚ꎬ 地区局势就很可能因此变得更加紧张ꎮ
水资源造成的冲突一旦升级ꎬ 势必影响欧盟各成员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ꎮ 法

国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机场等地驻有 ３００ 余人的军队ꎬ 德国在乌兹别克斯坦ꎬ 荷

兰、 丹麦、 挪威、 西班牙在吉尔吉斯斯坦甘西军事基地拥有驻军②ꎮ 另外ꎬ 由于

历史原因ꎬ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之际ꎬ 居住在中亚国家的德国移民及其后裔有 １５０ 万

人③ꎮ 由于中亚各国独立后经济衰退ꎬ 这些德国移民及其后裔往往选择回到德

国ꎮ 为了阻止中亚地区的德裔人口大规模移民德国ꎬ 以及防止中亚地区局势一旦

发生动荡引发中亚地区逃向欧洲的移民潮ꎬ 德国不得不关注中亚地区的局势发

展④ꎮ 因此ꎬ 中亚地区的稳定符合欧盟国家的战略利益ꎮ

(二) 对欧盟在中亚水外交的影响因素

欧盟对中亚进行水外交ꎬ 是基于其自身知识、 技术优势ꎬ 对中亚地区进行资

金、 技术、 项目等方面的援助ꎬ 一定程度上使中亚地区在水资源治理方面得到了

提升ꎬ 对缓解由于水资源争议而产生的地区紧张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ꎮ 但是ꎬ 欧

盟在中亚实施水外交还是会面临如下因素的制约ꎮ
第一ꎬ 欧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影响其在中亚水外交的实施ꎮ 欧盟内部各国发展

水平不一ꎬ 在水外交活动中主要是德国等相对发达国家唱主角ꎮ 这些国家在经济

发展上、 水资源治理能力上在欧盟内部存在比较优势ꎮ 另外ꎬ 欧盟各国与中亚的

联系程度不同ꎬ 中亚德裔人口、 北约在中亚驻军等问题并非影响到欧盟所有成员

国ꎻ 不仅如此ꎬ 相比高加索和东欧地区ꎬ 中亚距离欧洲中心要远一些ꎬ 其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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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很难直接输送到欧洲ꎬ 只能作为欧盟能源考虑的长远因素ꎮ 这些方面都会影响

欧盟在中亚开展水外交的成效ꎮ
第二ꎬ 中亚国家间传统政治关系影响水外交效果ꎮ 欧盟关于中亚水外交的文

件对中亚国家不具法律方面的强制执行力ꎬ 中亚国家间曾经因为水资源问题爆发

冲突ꎬ 各国政治关系、 领土争议、 边界安全、 恐怖主义等问题困扰着中亚关系的

发展ꎮ 欧盟在开展水外交时ꎬ 由于水资源具有跨界流动的特性ꎬ 流域国家如果关

系不融洽ꎬ 欧盟的水资源治理就很难在全流域开展ꎬ 效果也就会受到影响ꎮ 另

外ꎬ 中亚国家内部地区合作机制的完善程度ꎬ 以及各国水资源治理的发展程度也

会影响欧盟的水外交效果ꎮ
第三ꎬ 中亚国家对水资源治理的观念难以统一ꎬ 治理能力缺失ꎮ 尽管存在拯

救咸海国际基金会、 中亚五国政府间水利事务协调委员会等机构ꎬ 中亚地区流域

治理缺乏多方参与的有效治理体系ꎮ 欧盟在开展水外交活动时ꎬ 在区域机制层面

只能通过上述执行力较低的方式运作ꎮ 虽然中亚各国逐渐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理

念ꎬ 也在双边领域就缓解水资源纠纷、 实施水资源合作有所进展ꎬ 但是由于全流

域有效治理体系和机构的缺失ꎬ 水资源分配的合理机制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仍然

有待提升ꎮ 欧盟在中亚的水外交基本属于点对点的援助活动ꎬ 没有能够促成中亚

相关流域国家在现有水资源治理机制内ꎬ 对全流域水资源使用达成一定共识ꎮ
另外ꎬ 阿富汗用水问题日益影响到中亚水资源分配ꎮ 阿富汗在塔利班政权被

推翻、 新政权建立起来以后ꎬ 各项事业进入发展恢复期ꎬ 其北部的农业用水量也

在逐年增加ꎬ 但阿富汗没有参与地区水资源合作的框架ꎬ 作为阿姆河用水的上游

国家ꎬ 其水资源使用的增长会日益影响到中亚的水资源重新分配问题ꎮ
第四ꎬ 美俄等传统大国影响欧盟的水外交开展ꎮ 俄罗斯传统上对中亚地区存

在着较强的影响力ꎬ 近年来加大了在中亚国家开展水外交的力度ꎬ 而欧盟试图削

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欧盟曾对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

１７ 亿美元的贷款用来修建卡姆巴拉金水电站表示不满ꎮ 中亚国家对于俄罗斯的

介入也反应不一ꎮ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第一次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巨额贷款以换取其

水电站项目 ５０％的股份时ꎬ 乌兹别克斯坦领导层虽然不满ꎬ 但并未公开与俄罗

斯发生冲突ꎬ 而俄罗斯也在避免与乌兹别克斯坦产生矛盾ꎮ 考虑到水电站有可能

对下游国家造成负面影响ꎬ 为避免政府直接介入ꎬ 俄罗斯通过民营公司

“РОСАЛ” 支持重新研究塔吉克斯坦的罗贡水电站项目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普京访问

塔吉克斯坦时表示ꎬ 俄罗斯打算对邻国没有经济和生态威胁的小型水电建设项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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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资①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俄罗斯支持中亚水资源 “上游国家” 水电计划的政策明显

收紧ꎬ 但还是通过核销旧的债务、 提供贷款、 协助其加强防卫等途径ꎬ 给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②ꎮ
美国最近也提出了开展对中亚地区水外交的愿景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国务

卿克里在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美国将对中亚地区开展新的援助计划ꎬ 其中的 “智慧

水” 项目通过当地 ＮＧＯ “中亚区域环境中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得以实施ꎬ 该项目涉及中亚五国及阿富汗ꎬ 旨在以共同管理跨境水

资源来发展经济ꎬ 包括培训高水准的水资源管理者ꎬ 支持一些流域管理机构改进

规划并展示可持续的水管理情况ꎬ 以及在中亚五国和阿富汗的水资源管理者间通

过合作以及人文交流构建信任③ꎮ 美俄等大国出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考量ꎬ 近年

来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都在提升ꎬ 在水外交领域也不例外ꎮ

三　 欧盟在中亚开展水外交的特点

本质上说ꎬ 水问题的核心是水资源安全问题④ꎮ «关于欧盟水外交的理事会

决议» 重点关注中亚地区的水资源安全形势ꎮ 欧洲理事会强调各国、 国际组织、
地区和次区域组织ꎬ 应通过与气候变化、 食品安全和能源紧密联系的议题进行全

方位应对ꎬ 运用可持续发展理念ꎬ 在跨界水资源治理层面引入水资源综合管理方

式来回应水资源安全挑战⑤ꎮ 欧盟与中亚国家的力量对比呈现非对称性相互依

赖ꎬ 欧盟在实施水外交中占有明显优势ꎮ
第一ꎬ 通过项目和协议对中亚国家进行直接资金、 技术援助ꎮ 欧盟通过向中

亚水资源重点地区和领域进行经济和技术援助ꎬ 确保其在水资源治理方面存在优

势ꎮ 欧盟水框架指令的实施ꎬ 以及在治理多瑙河、 莱茵河等欧洲跨界河流方面丰

富的经验、 知识ꎬ 为欧盟在中亚实施水外交提供了技术基础ꎮ
欧盟关于中亚国家及格鲁吉亚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曾表示ꎬ 塔吉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中亚水资源冲突及俄罗斯的立场»ꎬ ｈｔｔｐ: / / ｃｃａｓ ｘｊｎｕ ｅｄｕ ｃｎ / ｓ / １５１ / ｔ / １９４ / ０ｄ / ２８ / ｉｎｆｏ６８９０４ ｈｔｍ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 内容、 前景、 制约因素»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Ｕ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ｎｅｗ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ｚ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ｉｄ －

３４１２５ ｈｔｍ
李志斐: «水与中国周边关系»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４４ 页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ｈｔｔｐ: / / ｅｕ － ｕ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ｏｎ － ｅｕ － ｗａｔｅｒ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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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是最早批准了与欧洲投资银行合作协议的中亚国家ꎬ 为此欧盟将拨款 ６
０００ 万美元支持塔改建凯拉库姆水电站及修建苏尔霍布河上的小型电站①ꎮ 欧盟

驻哈萨克斯坦代表 ２０１５ 年表示ꎬ 欧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的联合项目 “支持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模式过渡” 获得欧盟 ７１０ 万欧元资

金的支持ꎬ 项目根据绿色经济原则促进水资源管理ꎬ 提高水利用效率ꎬ 促进使用

现代化生态管理系统②ꎮ 欧盟驻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团长 ２０１６ 年表示ꎬ 欧盟已向

乌兹别克斯坦提供 １ ２００ 万欧元用于改善供水状况和提高水力资源管理效率ꎮ 该

项目执行期限为 ４ 年ꎬ 主要内容是向乌地方政府、 农场和私营企业传授先进技

术ꎬ 采购现代节水设备ꎬ 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 ５ 个州修复和发展水资源供应

和管理基础设施ꎮ 项目执行技术顾问将由欧盟国家政府专业水资源管理机构的人

员担任③ꎮ
欧盟和中亚五国在实力上呈现出不对称性ꎬ 欧盟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

优势ꎬ 有针对性地对中亚国家开展援助ꎬ 通过水外交提升当地国家的治理能力和

环保水平ꎬ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水平的发展ꎮ
第二ꎬ 欧盟以合作机制为中心ꎬ 提供水资源治理方面的区域公共产品ꎬ 推进

中亚国家提升水资源治理与合作能力ꎮ 欧盟在开展水外交的同时ꎬ 作为域外实体

在中亚地区提供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的水资源治理公共产品ꎬ 需要有强大的技术

和资金支持ꎬ 而且这种区域公共产品的选择性激励较强ꎮ 通过积极的激励ꎬ 欧盟

的收益会多于付出公共产品的成本ꎮ 同时ꎬ 区域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有地理空间

的限制ꎬ 区域合作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更有保障ꎮ 在区域范围内ꎬ 国家虽有大小

和实力强弱等方面的差别ꎬ 但由于区域内国家数目有限ꎬ 其交易成本会比较低ꎮ
地缘政治所形成的相互制约和地区问题的外部效应ꎬ 可以防止区域公共产品被

“私物化” 的可能ꎬ 各国所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ꎬ 这样就有效防止了公共产品提

供中 “搭便车” 的情况发生④ꎮ
«关于欧盟水外交的理事会决议» 指出ꎬ 欧盟水外交的明确目标是通过促进合

９９

①

②

③

④

«欧盟将拨款 ６ 千万美元支持塔吉克发展水电»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００１ /
２０１００１０６７４７６５３ ｓｈｔｍｌ

«欧盟将拨款 ７１０ 万欧元用于支持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过渡»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０６２３２ ｓｈｔｍｌ

«欧盟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 １ ２００ 万欧元改善供水并成立商务和投资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３ / 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２７５０３５ ｓｈｔｍｌ

李志斐: «水问题与国际关系: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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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可持续性水资源管理安排ꎬ 积极应对跨界水资源安全的挑战ꎻ 并且通过具有一

致性的政策和项目ꎬ 鼓励和支持地区和国际合作ꎮ 为了使水外交的效应更加明显ꎬ
欧盟认可并将在政治、 安全、 金融、 技术、 减灾、 发展协助等方面开展工作①ꎮ
２０１５ 年 «关于欧盟中亚战略的理事会决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指出ꎬ 在中亚治理跨界水资源方面ꎬ 欧洲理事会强调促进地区对

话框架和坚持国际公约和法律原则②ꎮ 区域性的多边和双边对话、 合作机制ꎬ 是

欧盟在开展水外交同时提供的主要区域性公共产品ꎮ
在欧盟与中亚区域合作层面ꎬ 德国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举办了欧盟—中亚水资源

管理合作高层会议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意大利作为协调国ꎬ 举办了首届欧盟—中亚环

境与水资源协调会议ꎮ ２００８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ꎬ 举办了首届欧盟与中

亚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会议ꎮ 另外ꎬ 中亚国家与欧盟联合设立了环境对话机制与

水资源管理专家组ꎬ 并成立了中亚地区环境中心 (ＣＡＥＣ)ꎮ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 (ＵＮＥＣＥ) 的 «工业事故跨界有效性 (ＴＥＩＡ) 和环境影响评估 (Ｅｓｐｏｏ)
公约»ꎬ 对于改进地区环境和工业规划ꎬ 加强安全措施ꎬ 以及在互相知会和协助

方面很有成效③ꎮ

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 (ＮＰＤ) 开展的涉及水事务的主要活动

工具 /框架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水框架指令原则
欧盟城市污水指令

√ √ √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跨界水道和国
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 √ √ √

制度性框架 (例如流域委员会) √

水资源管理的经济工具以及金融支持 √

新式水立法 /水资源综合管理战略 √ √ √

资料来源: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４

在欧盟与中亚国家双边合作层面ꎬ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欧盟启动了国家水资源政策对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ｈｔｔｐ: / / ｅｕ － ｕ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ｏｎ － ｅｕ － ｗａｔｅｒ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Ｔ － １０１９１ － ２０１５ － ＩＮＩＴ / ｅｎ / ｐｄｆ

ＵＮＥＰ ＆ ＥＮＶＥＳＣ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ｕ Ｄａｒｙａ ｂａｓｉｎꎬ ＵＮＥＰ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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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ＮＰＤ) 机制ꎮ 在该机制中ꎬ 欧盟强调与能源和食品政策相联系ꎬ 实施中亚跨

界流域合作ꎮ 欧盟水 资 源 倡 议 ( ＥＵＷＩ ) 中 的 东 欧、 高 加 索 和 中 亚 进 程

(ＥＥＣＣＡ) 涵盖了中亚国家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第 １８ 届高加索和中亚进程工作组会

议在瑞士举行ꎬ 会议主要讨论了跨界水资源合作ꎬ 以绿色发展理念管理水资源ꎬ
以及加强 “水—气候—食品—能源” 联系①ꎮ

欧盟鼓励中亚国家通过国家间合作找到适合自身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方式ꎮ
２００９ 年欧盟驻中亚代表在杜尚别表示鼓励中亚国家发展小型水电项目ꎬ 一方面

投资小、 见效快ꎬ 另一方面符合环保要求以及各国经济能力②ꎮ
中亚各国对于欧盟的双边合作方式大都积极响应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哈萨克斯坦

举行了第一届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ꎮ 水与健康方面的法规ꎬ 以及农村水供应和卫

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是对话会议的重点ꎮ 继续支持楚河流域的发展规划ꎬ 是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项目内的主要活动ꎮ
塔吉克斯坦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在 ２０１０ 年起就关注水资源综合管理ꎬ ２０１３ 年春

其水资源治理部门的改革战略制定完毕ꎬ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ꎮ 在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的努力下ꎬ ２０１２ 年土库曼斯坦加入了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

和利用公约»③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决定对哈萨克斯坦在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

(ＮＰＤ) 层面继续进行资金支持ꎬ 主要内容包括跨境水资源合作、 流域规划和能

力构建等④ꎮ 欧盟的水外交在中亚国家得到了认可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第三ꎬ 欧盟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地区大国的协调合作ꎮ 跨界水资源治理需要多

国进行合作ꎬ 因此更适合地区层面的工作方式ꎮ 欧盟在中亚的影响力不如美俄等

在中亚有较大影响力的传统大国ꎬ 但是近年来欧盟通过国际合作在水外交方面有

所进展ꎮ 而美国也关注中亚水资源问题ꎬ 但不直接涉入ꎬ 而是利用欧盟在中亚的

水资源项目发挥作用⑤ꎮ
欧盟推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中亚举行 “水资源整体管

理” 会议ꎬ 并参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联合国关于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 (ＵＮＲＣＣＡ)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７
«欧盟委员会: 中亚不宜建设大型水电项目»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０９０４０６１５９８７２ ｈｔｍｌ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７
ＥＵ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５
赵会荣: «俄美中欧在中亚: 政策比较与相互关系»ꎬ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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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木图举办的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①ꎮ 欧盟水资源倡议中的东欧、 高加索和

中亚进程通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经合组织的具体活动得以实施ꎮ 在哈萨克

斯坦小城镇和农村定居点开展的农村水资源供应和卫生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的项

目ꎬ 由经合组织的环境行动项目执行ꎬ 并知会哈萨克斯坦国家水资源政策对话②ꎮ
中亚地区水坝安全也是欧盟考量水外交的因素之一ꎮ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中亚地区大坝安全合作能力建设” 项目由芬兰与俄罗斯资助ꎮ 作为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通过的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 的一部分ꎬ 该项目

是在与中亚国家成立的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合作下完成的③ꎮ
欧盟通过上述较有特色的水外交活动ꎬ 逐步在中亚地区打开了治理局面ꎮ 在

美俄之外作为强有力的第三种影响因素ꎬ 其开展水外交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ꎮ

结　 语

欧盟在水外交领域具有显著的特点与优势ꎮ 中亚地区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发展

中国家类似ꎬ 随着各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认识的深入ꎬ 水资源合作发展会日渐

得到各国政府、 人民和社会组织等的认可ꎬ 欧盟水外交活动的开展也会因此持续

升温ꎮ 欧盟的水外交也不仅仅局限于中亚地区ꎬ 在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中的

区域内ꎬ 由于治理能力相对缺失ꎬ 欧盟水外交活动也会日渐增多ꎮ 在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ꎬ 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ꎬ 中国可以从欧盟在中

亚的水外交活动中有所借鉴ꎬ 开展有针对性、 多层次、 综合性的水外交工作ꎬ 从

可持续发展角度推进 “一带一路” 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ꎬ 尽到大国应有的

国际责任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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