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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五年：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澜湄合作五年：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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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各优先领域务实合

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澜湄国家关系愈发紧密。该机制基于成员国坚

实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愿望，以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受到政府高层大力

支持，并践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广泛吸纳各方发展资源。目前，

该机制进入全面发展期，但也面临域内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及积极性差异、

湄公河国家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次区域机制间

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挑战。未来，澜湄合作应加强规范建设，

保持开放包容，丰富合作内涵，加强支撑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地方的内

生动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 5 年”，不断推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

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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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下称“澜湄合作”）是首个由澜沧江—湄公

河流域六国共同创建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 - 东盟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成立五年来，澜湄合作在机制建设、

务实合作、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一批早期项目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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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区域乃至区域合作中引领作用日渐凸显。全面总结澜湄合作重大进展和

经验，分析其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深化澜湄合作、推动周边

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澜湄合作进展

2016 年 3 月 23 日，为落实第 17 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的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倡议，澜湄六国在海南省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并通过《三

亚宣言》，标志着澜湄合作机制正式诞生。[1] 五年来，澜湄合作“经受住国

际地区风云变幻和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保持了高水平发展态势”，[2] 机制化

程度不断提升，各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

如一家”的澜湄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作为次区域最具活力的新兴合作机制之一，

澜湄合作已由快速拓展期迈入全面发展期，成为“一带一路”进程中次区域

合作的典范。[3]

（一）机制建设不断完善

澜湄合作多层次合作格局不断发展。澜湄合作在“领导人引领、全方位

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架构下，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的模式运作。

合作进程整体展现出自上而下、严谨完善的决策和运行模式：领导人会议每

两年举行一次，为澜湄合作长远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外长会每年举行一次，

负责合作政策规划和协调；外交高官会和工作组会根据需要每年举行数次，

商讨并落实具体领域合作。迄今为止，澜湄合作已成功举办三次领导人会议、

[1]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16 年 3 月 23 日，www.lmcchina.org/n3/2020/0904/c416223-9753827.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 日）

[2]　“王毅出席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湄合作外长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6 月 11 日，www.lmcchina.org/2021-06/11/
content_4159073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3]　王毅：“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开创区域合作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3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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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外长会议等高级别会议。为更好统筹国内工作，六国外交部于 2017 年陆

续成立澜湄合作国内秘书处或协调机构。2018 年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李克

强总理倡议建立六国秘书处或协调机构联络机制，适时成立国际秘书处，并

根据需要提升部分优先领域联合工作组级别。会后发布的《金边宣言》表明，

这一倡议已成六国领导人共识。[1]

澜湄合作框架不断完善。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伊始即设立“3+5合作框架”，

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支柱，以互联互通、产能、

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及减贫为五大优先领域。[2]2018 年第二次领导人会

议发布《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下称《五年行动计划》）

及《金边宣言》，在巩固原有框架基础上积极拓宽合作领域，形成“3+5+X”

合作新架构。[3] 目前，澜湄合作机制下设立六个联合工作组，并根据《五年

行动计划》陆续完成各优先领域规划，如《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

—2022）》《澜湄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澜湄农业合作三年计划（2020

—2022）》等，“澜湄跨境经济合作五年发展计划”“澜湄国家产能合作三

年行动计划”“澜湄国家互联互通合作规划”也正抓紧制定。2018 年，中方

提出构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得到各国一致欢迎，并被写入《金边宣言》。

澜湄合作第四次外长会上，六方一致同意开始讨论共建具体方案。[4] 澜湄合

作第六次外长会通过《关于加强澜湄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关

于深化澜湄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关于在澜湄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

作的联合声明》等共识文件，中方还提出将制订《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

[1]　“PHNOM PENH DECLARATION of the Second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 
Leaders’ Meeting ‘Our River of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cember 11, 2018, http://
www.gcms.org.cn/article/43.（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5 日）

[2]　“关于‘3+5 合作框架’”，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17 年 12 月 8 日，http://
www.lmcchina.org/n3/2020/0904/c416240-9753817.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5 日）

[3]　“澜湄机制打造区域合作新模式”，人民网，2018 年 1 月 13 日，http://world.people.
com.cn/n1/2018/0113/c1002-2976255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4]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四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20 年 2 月 27 日，http://www.lmcchina.org/n3/2020/0904/c416223-9753830.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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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作为下阶段重点工作之一。[1] 这些计划作为指导性文件，可更好推

进相关合作和项目执行，支持次区域发展。

澜湄合作平台逐步多元化。经过五年发展，澜湄合作已形成联合工作组、

合作中心、民间交流机制等多元立体合作平台。联合工作组主要由该领域六

国牵头部委官员专家组成，每年召开一次或多次会议，促进信息共享和充分

协商，为外长会和领导人会奠定基础，有效整合过去碎片化的合作形式。[2]

合作中心目前包括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环境合作中心、农业合作中心、青

年交流合作中心、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及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六大中心作为

二轨合作平台，多关注具体领域的专业性合作，以更灵活、自由、广泛的方式，

细化落实各层级会议达成的合作项目，为各领域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和人力支

持。此外，澜湄合作还设立或举办澜湄商务理事会、澜湄次区域国家商品博

览会、澜湄国际电影周、澜湄国家旅游城市合作论坛、澜湄职业教育联盟论

坛等多项民间交流机制及活动。这些机制多根据实际需求建立，参与方多为

个人、企业和民间团体，有效丰富了澜湄合作平台，使其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也有效促进了民心相通。

（二）各优先领域合作亮点纷呈

五年来，澜湄合作五大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硕果累累。

澜湄互联互通水平大大提升，“一日生活圈”可期可待。第三次领导人

会议通过的《万象宣言》提出，要促进贸易、投资、电力互联互通、工业、

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民航、公路和铁路连接、旅游和人文交流。[3]

在六国共同努力下，澜湄次区域铁路建设相继启动，空中航线四通八达，公

[1]　“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 5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外长会在重庆举行”，

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6 月 9 日，http://www.lmcchina.org/2021-06/09/content_4158 
724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2]　在中国，五大优先领域中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跨境经济合作

由商务部牵头，水资源合作由水利部牵头，农业合作由农业农村部牵头，扶贫合作由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牵头。

[3]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20 年 8 月 25 日，http://www.lmcchina.org/n3/2020/0907/c416223-9757635.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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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络日益完备。铁路作为互联互通重大工程，尤其值得关注。目前，中老

铁路进展迅速，通车在即；中泰铁路（曼谷—廊开）稳步推进；中老、中泰

连接线建设取得多项共识，泛亚铁路中线呼之欲出。[1] 此外，近年来澜湄互

联互通的内涵进一步拓宽，不仅关注提升“硬联通”水平，也愈发看重消除“软

联通”障碍，在经贸、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加强协同。[2]

澜湄产能合作为成员国社会经济增长提供关键动力。基于首次领导人会

议通过的《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五年来，中方通过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专项贷款及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支持皎漂深水

港及工业园区、永新燃煤电厂等 40 多个重大项目。中企积极参与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罗勇工业园区、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建设，开展“多国多园”合作，

促进投资、就业、能力建设及技术创新合作，为当地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3]

纺织服装是产能合作的核心产业之一。2019 年，六国纺织服装商协会举办首

届“澜湄纺织合作峰会”，发表《纺织服装产业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启动“澜

湄纺织服装产业对话”长效合作机制，拉开全方位合作序幕。目前，澜湄产

能与投资合作联盟和产能合作基金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六国希望以产能合作

为抓手，为推动澜湄各国工业转型、构建更完善的次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作

出重要贡献。[4]

澜湄跨境经济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六国大力促进区域电力贸易、电子商

务、经济技术合作、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跨

境合作。中越东兴—芒街、凭祥—同登、河口—老街、龙邦—茶岭，中老磨

[1]　“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新华网，2021 年 3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
com/video/2021-03/18/c_1211072129.htm；“中泰签署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新合同”，

新华网， 2020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20-10/30/c_1126675041.htm。

（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8 日）

[2]　“‘一带一路’和澜湄合作国际研讨会在泰国清莱举行”，人民网，2019年 9月 7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907/c1002-31341812.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22 日）

[3]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20 年 8 月 25 日，http://www.lmcchina.org/n3/2020/0907/c416398-9757692.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 月 1 日）

[4]　“澜湄合作优先领域（二）产能合作”，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微信公众号，2019 年

10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rgLZvewVqiRPxOzH2cjVsw。（上网时间：202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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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磨丁，中缅瑞丽—木姐、清水河等跨境或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提速升级。

六国还建立一系列跨境经济合作新机制和新平台，如澜湄商务理事会、澜湄

合作博览会等，以深入挖掘澜湄国家间的贸易潜力。中国国内自贸试验区扩

容升级也为澜湄跨境合作提供新动能。广西、云南等地的自贸试验区与湄公

河国家联系密切，对东盟先行先试、沿边跨境经济合作等均为其核心要义。[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已与老、柬、缅建立双边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和物资流通“绿色通道”，积极推动讨论建设澜湄“快捷通道”“绿色通道”

网络。这些机制在疫情结束后仍有望发挥作用。

澜湄水资源机制性合作达到新高度。澜湄合作因水而生，搭建了首个流

域六国共同参与的水资源合作平台，在水政策制定、防洪减灾、人才培训、

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中方多次应湄公河国家需求提供应急补水，

抓紧实施大坝安全、农村供水、绿色水电等合作项目，累计为湄公河国家提

供千余人次水利人才交流培训，仅 2020 年就在老挝完成 22 处农村供水示范

工程建设。[2]2019 年，澜湄合作首次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

各优先领域中首个升级至部长级会议。会上发布《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

议联合声明》和《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建议清单》，表示将在水资源与绿色

发展、水资源综合管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水利产能合作、农村地区水利与民

生改善、水电可持续发展与能源安全、跨界河流合作与信息共享等领域深入

开展合作，定期召开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3] 中方宣布向湄公河五国分享澜

沧江全年水文信息，并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开通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

享平台网站。[4]2021 年 6 月举办的澜湄合作第六次外长会上，六方就水资源

下步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表示将支持中方举办第二届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

[1]　“自贸试验区：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国际在线，2020 年 12 月 29 日，http://
news.cri.cn/20201229/5166d567-7de0-510a-6f80-b5d513076e92.html。（上网时间：2021年1月6日）

[2]　“王毅谈疫情背景下澜湄合作新进展”，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年 6月8日，

http://www.lmcchina.org/2021-06/08/content_4158718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3]　“澜湄六国将共同推进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利部网站，2019 年 12 月 20 日，http://
www.mwr.gov.cn/ztpd/2019ztbd/lmszybzhy/mtbd/201912/t20191224_1375858.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 月 8 日）

[4]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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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方举办第二届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继续加强务实合作，全力推动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升水资源领域可持续发展和管理能力。[1]

澜湄农业和减贫领域合作惠及千家万户。澜湄农业合作以村长论坛为抓

手，加强农业农村政策对话，并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下实施一系列项目，

“丰收澜湄”项目集群稳步推进。六国在政策对话、产业发展提升、投资贸

易促进和能力建设四类项目上具有广泛共识，成果喜人。[2] 澜湄农业平台建

设取得长足进展，2020 年 1 月澜湄农技推广与信息交流平台试运行，澜湄区

域农作物绿色联合防控平台、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平台、智慧农业监控平台、

兽药与疫苗合作平台等相继建立，为促进澜湄农业信息共享、科技交流、技

术推广等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中企还在柬埔寨、老挝共建农业合作示范区，

打造水稻、橡胶、果蔬、畜产品生产加工和物流集散基地。[3] 减贫方面，中

方在首次领导人会上提出《澜湄国家减贫合作非文件》，推动落实“东亚减

贫合作倡议”，相继在柬老缅等国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这些示范项目改善

了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带动了

湄公河国家减贫发展。[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公共卫生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也受到广泛关注。

公共卫生层面，六国合作经验丰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相互支持、共克

时艰。六国在本次疫情前就开展过多种类型的传染病防治合作，最早可追溯

至2001年11月开始的湄公河流域疾病监测项目（MBDS）。[5]澜湄合作启动以来，

[1]　“关于加强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澜湄合

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6 月 9 日，http://www.lmcchina.org/2021-06/09/content_41587337.
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2]　张芸、姜晔：“深耕农业合作，共襄‘丰收澜湄’”，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网站，

2020年9月9日，http://www.fecc.agri.cn/xglj/lmnyhzzx/gzdt/202009/t20200918_361294.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0 日）

[3]　王毅：“奋楫五载结硕果，继往开来再扬帆——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五周

年”，《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23 日，第 6版。

[4]　“澜湄万花筒 | 澜湄合作优先领域（五）农业和减贫”，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微信

公众号，2019 年 11 月 13 日，https://mp.weixin.qq.com/s/5fE1CehBpnGMut1WU2i8xQ。（上网

时间：2021 年 1 月 10 日）

[5]　该项目旨在加强六国在疟疾、登革热、鼠疫、艾滋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 H5N1 等

新发再发传染病领域的联合监测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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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被纳入“3+5+X”框架和《五年行动计划》，在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

及联合应对机制和相关平台构建方面取得有效进展。[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

期，六国即召开外长会，以协调行动、共同抗疫为重点，探讨建立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联合处置机制。在中国抗疫艰难时刻，湄公河国家政府和民众

迅速捐款捐物，声援中国。湄公河国家疫情加重后，中国也给予力所能及的

帮助，先后向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并向五国援助

大量医疗物资。[2] 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宣布将在澜湄合作专

项基金框架下设立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

承诺优先提供中方新冠疫苗。[3] 截至 2021 年 4月中旬，中方向湄公河国家已

经交付和即将协议交付的疫苗超过1700万剂。[4]此外，中方还表示愿依托“中

国东盟疫苗之友”建立专家小组，与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

加强疫苗研发、生产、采购、接种、监管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区域疫苗生

产和分配中心。[5]

数字经济是次区域合作新热点，起步相对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澜湄

各国陆续出台数字发展战略，并在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市场拓展和数字内

容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6] 华为、中兴等公司承担湄公河多国国内及跨境通

[1]　刘稚、徐秀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
《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2 期，第 30-43 页；“关于对政协云南省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120300277 号提案的答复”，云南省卫健委网站，2020 年 9 月 28 日，ynswsjkw.yn.gov.cn/
wjwWebsite/web/doc/UU160125792645172395。（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

[2]　“携手抗疫：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20 年 4月，

http://www.ciis.org.cn/yjcg/zzybg/202007/W020200917380129431440.pdf。（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1 日）

[3]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4]　“澜湄合作越五载，砥砺前行绘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澜湄合作启动五周
年暨 2021 年‘澜湄周’招待会上的讲话”，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4 月 14 日，
http://www.lmcchina.org/2021-04/14/content_4152975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

[5]　“王毅出席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湄合作外长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

[6]　老挝2015年推出《（ICT）战略发展计划及2030年前发展愿景》，泰国2016年推出“泰

国 4.0 战略”，缅甸 2018 年推出《缅甸数字经济路线图 (2018—2025)》，越南 2020 年推出《国

家数字化转型计划》等。自 2014 年起，中国 - 东盟开始举办电子商务峰会或相关论坛，2020 年

更是中国 - 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澜湄合作在中国 - 东盟大框架下开展，数字经济重要性也不言

而明，《万象宣言》即指出要“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增长点合作”。参见姜志达、王睿：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 9期，第 8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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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础设施设计建设，如马—柬—泰海底光缆系统等。2020 年，华为还与泰

国、菲律宾等国电信公司签订 5G 项目合同，成功测试中泰首个 5G 国际视频

通话。[1] 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中国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与并

购等方式加速布局湄公河国家数字经济市场，以电商平台为特征的跨境贸易

发展迅速，其投资的数字支付平台已覆盖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主要市场，

多个平台用户过亿。[2] 疫情加速各国社会经济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在次区

域合作议程中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2020 年 11 月，第 23 次中国 - 东盟领导

人会议通过《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表示将“打

造互信互利、包容、创新、共赢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数字技术

防疫抗疫、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网络空间和网络安

全等领域的合作”。[3] 在此背景下，中方多次在澜湄合作各级会议上提出“与

湄公河国家加强经验分享，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面向未来的新

产业、新业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受到各方欢迎。[4] 中

方还积极分享深圳特区等建设经验，启用老挝、缅甸、柬埔寨云计算创新中心，

开展卫星遥感、大数据平台等创新项目，有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智慧城市建设。[5]

（三）澜湄国家关系日益紧密

五年来，随着澜湄合作不断推进，澜湄国家关系也愈发紧密。《万象宣言》

指出，各方一致同意加强政治和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合作

伙伴关系、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和澜湄合作机制伙伴关系，以实现共同繁

[1]　“Somkid Welcomes Huawei 5G, Deepens Cooperation to Boost 5G AI Eco-innovation,” 
Bangkok Post, October 23, 2019,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777994/somkid-welcomes-
huawei-5g-deepens-cooperation-to-boost-5g-ai-eco-innovation.（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1 日） 

[2]　姜志达、王睿：“中国 -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第 83-85 页。 

[3]　“中国 - 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工信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3 日，http://www.miit.gov.cn/jgsj/gjs/yzhz/art/2020/art_82c43e18928e4ffeaea697eb34fef0ff.
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1 日）

[4]　“澜湄合作越五载，砥砺前行绘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澜湄合作启动五周

年暨 2021 年‘澜湄周’招待会上的讲话”。

[5]　“王毅出席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湄合作外长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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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1]

澜湄国家政治交往愈发密切，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澜湄合作展现

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及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诚意。作为一

个位于上游优势位置、经济规模远超湄公河五国的国家，中国主动以澜湄合

作这一多边国际制度框架来处理彼此利益偏好差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

可有效增强次区域国家信任度。[2] 五年来，澜湄国家战略对接不断加强，政

府间交流尤其是高层互访频密，各方互信、友好程度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2015 至 2019 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高层互访每年均达 20 余次，其中 2019

年接近30次。[3]澜湄地区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先行先试的最佳起点。《三

亚宣言》中，六国领导人坚定承诺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

体，这是首个相关国家正式认可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中国还在双边层面与越

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分别明确构建中越、中老、中柬、中缅命运共同体，

展现出这一理念在澜湄地区的深厚基础。

澜湄国家经贸合作持续向好，利益融合不断加深。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

易额从 2016 年的 1934.73 亿美元上涨至 2019 年的 2858.06 亿美元，年均增

长率达13.9%。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额仍逆势上扬，

达 3229.2 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的 47.2%, 其中对越贸易额增幅

最大。[4] 中国已成为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老挝的第

二大贸易伙伴，越南则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国别贸易伙伴。[5] 中国对湄公河

国家投资额也稳步上升，投资存量从 2016 年的 240.06 亿美元升至 2019 年的

[1]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

[2]　朱杰进、诺馥思：“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外交评论》2020年第 3期，

第 45-68 页。

[3]　根据2016—2020年五年的《中国外交》白皮书中“中国重要外交活动”（附录一）整理，

仅统计实地到访（电话、书信等未列入统计），其中澜湄多国领导人在域内国家共同参加会议（如

东亚峰会、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等）情况，仅算一次。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2020 年。

[4]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计算得出，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
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479983/index.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5]　王毅：“奋楫五载结硕果，继往开来再扬帆——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五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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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11.3%。[1] 中国已成为柬埔寨、老挝、缅甸和

泰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贸易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推动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

同利益持续扩大，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澜湄国家人文交流更加频繁，民心相通水平不断提升。中国长期是湄公

河五国旅游市场最大客源国。2016年以来，澜湄国家人员往来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赴湄公河五国游客数快速增长，由 2016 年的约 1308 万人次上升至 2019

年的约 2165 万人次，其中泰国最受欢迎，越南次之。[2] 湄公河国家赴华人数

也稳步上升。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达 1.45

亿人次，同比增长2.9%，主要国际客源市场中，缅甸、越南位居第一、二位（含

边民旅华人数），泰国位居第 12 位。[3]2019 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人员往

来达 5000 多万人次。中方还专门成立澜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有效推动本地

区人力资源潜能加快释放。5 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了 3 万余名湄公河

五国学生来华学习，澜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在云南培训 4 万余名来华务工人

员，缅甸“咖啡增产项目”培训超过 1.1 万名咖啡农。[4] 此外，澜湄国家还

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澜湄合作媒体峰会、澜湄万里行中外媒

体大型采访团、澜湄国际电影周、澜湄国家旅游城市合作论坛、澜湄职业教

育联盟论坛、澜湄高校百名志愿者行动、澜湄国家青年文化交流营、澜湄流

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锦绣澜湄”摄影大赛等，得到湄公河国

家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大大加强了六国民众的“澜湄认同”。

二、合作经验启示

澜湄合作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务实合作和成员国关系发展等方面取得

[1]　根据《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计算得出。商务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 年，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010/20201029172027652.pdf。（上网时间：2021年1月18日）

[2]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ASEAN Stats, December 2020, https://www.
aseanstats.org/publication/asyb_2020/.（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

[3]　“2019 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s://
www.mct.gov.cn/whzx/whyw/202003/t20200310_85178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

[4]　“王毅谈疫情背景下澜湄合作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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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进展。总结其经验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机制创建基于成员国共同愿望，贯彻睦邻友好原则，与东盟共同

体建设和中国 - 东盟合作优先领域相互补充，受到政府高层大力支持。澜湄

合作六国均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是天然的

合作伙伴，具有其他次区域机制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在水资源合作方面尤

其如此。澜湄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最早由泰国于 2012 年提出，中方在第

17 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受到东盟国家一致欢迎。

澜湄合作三大支柱与东盟三大共同体、中国 - 东盟合作三大支柱高度一致。

中方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愿通过澜湄合作助力东

盟共同体建设，深化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1] 澜湄合作启动以来，六

国领导人定期举行会议，频繁互访，平等相待，共同擘画合作蓝图。基于历

次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规划及相关倡议，各国政府梳理领导人会议成果清单，

指派国内相关部委司局或机构负责具体落实，并定期汇报落实情况。各国秘

书处负责统筹协调，通过各工作组和相关机构推动项目落实，创造了“天天

有进展，月月有成果，年年上台阶”的澜湄速度。此外，各国高层领导还通

过多种方式强调澜湄合作重要性。以中国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先后在湄公河五国主流媒体发表 5篇署名文章谈澜湄合作。[2]

其次，澜湄合作坚持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基础坚实，中方引领作用强。

澜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步较晚，老挝、越南 2019 年人均 GDP 不足

3000 美元，柬埔寨、缅甸不足 2000 美元，远远落后于周边其他国家。[3] 澜

湄各国参与地区合作的一大目的即以合作促发展。因此，与多数次区域合作

机制的规则导向不同，澜湄合作更多以发展为核心，开创了“发展为先、务

实高效、项目为本”的澜湄模式，致力于在次区域着力破解“发展缺位”这

[1]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2]　根据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关于澜湄合作”“重要新闻”栏统计得出，http://
www.lmcchina.org/node_1009506_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3]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2019,”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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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题。[1] 五大优先领域中，互联互通是次区域实现包容发展的基石，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各国突破发展瓶颈的优先选择。跨境经济、产能、农业和

减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领域。水资源是澜湄合作的缘起，也与农渔、能源、

运输等部门息息相关，是实现澜湄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六国利益紧密

交融，合作基础扎实。与此同时，六国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跨境传染病、

跨国犯罪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共同挑战，亟需携手应对。[2]

中国的大力投入是澜湄合作快速发展的一大推动力。中国同湄公河五国

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域内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

源国。中方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提供“两优”贷款、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专项贷款等，为众多项目提供坚实支撑。中国的积极参与也给澜湄合作注

入“中国特色”，即关注民生、实大于虚。例如，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500 余

个项目多以民生发展为主线，契合域内国家切身需求，因此其动力足、热情高。

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巴速坤指出，“澜湄合作的一大特色在于项目的高效务实。

柬方获批的 55 个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包括农村发展、社会商业、水资源、

农业、航空、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等，给柬埔寨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切实

好处”。[3] 老挝外长沙伦塞表示，澜湄合作在万象、琅勃拉邦开展的减贫合

作项目给老挝带来切实利益，老方获批的 46 个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也有效

促进了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4]

[1]　王毅：“奋楫五载结硕果，继往开来再扬帆——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五周

年”。

[2]　Kulnaree Nukitrangsan, “Chinese Implications on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http://www.ias.chula.ac.th/article/th-chinese-implications-on-lancang-
mekong-cooperation-lmc.（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3]　“Message of His Excellency Prak Sokhonn, Deputy Prime Minis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Week 2021,” Cambod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rch 24, 2021, https://www.mfaic.gov.kh/detail/51444.（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4 月 13 日）

[4]　“Article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by H.E. Saleumxay KOMMASITH,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Lao PDR,” La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ch 2021, http://www.mofa.gov.la/images/FMarticle.pdf.（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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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践行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各方参与。澜湄合作广

泛吸纳各方资源，“仅中方就有近50个中央部委、近20个省市和众多智库、

高校、协会、企业和媒体投身合作进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 10余个国际机构也参与实施澜湄合作项目”。[1] 在充分考虑

和尊重各国发展愿景和规划的基础上，六国积极推动澜湄合作与东盟、“一

带一路”倡议、三河流域机制（ACMECS）[2]、湄公河委员会（MRC）、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现有合作机制对接合作，

以充分利用发展资源，推动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3] 中国还将湄公河次区域

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先选择，积极探讨与日本、韩国、欧盟等在此开展

第三方合作项目。[4] 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已与 14 个国家建立第三方市场

合作机制，其中中日合作尤其受关注。[5] 事实上，中日早在 2008 年 4月就建

立“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机制，就两国在湄公河地区发展援助进行磋商，

以期“三方共赢”，这一对话共举行了 5 次。[6]2018 年 5 月，中日签署《关

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同年 10 月举办第一届中日第三

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 52 项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在湄公河国家（泰国）

合作项目。[7]

[1]　“澜湄合作越五载，砥砺前行绘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澜湄合作启动五周

年暨 2021 年‘澜湄周’招待会上的讲话”。

[2]　即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该机制于 2003 年 11 月由泰国

前总理他信提议成立，旨在加强湄公河国家的经济合作。

[3]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

[4]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5]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国家发改委网站，2019 年 9 月 4 日，https://www.
ndrc.gov.cn/xxgk/zcfb/tz/201909/t20190903_962507.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6]　贺嘉洁：“角力湄公河：中国、日本和印度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比较研

究”，《东南亚纵横》2019 年第 4期，第 22-29 页。

[7]　“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约项目”，商务部网站，2018 年 10 月 27 日，

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810/20181027115719917.pdf。（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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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合作面临的挑战

澜湄合作虽取得重大进展，但其进一步深入仍面临诸多制约，其中既有

机制自身及成员国间的未解难题，也有地区形势变化及域外大国带来的新挑

战。

（一）澜湄国家利益诉求多元且积极性不一

次区域国家对澜湄合作普遍持欢迎态度，希望借助各方力量，推动次区

域各国及整体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地理区位、发展战略、对外政策等

方面的差异，各国利益有时也会出现分歧。例如，在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

开发保护方面，中上游国家老挝更关注水电开发，希望成为“中南半岛蓄电池”，

带动自身经济发展，业已上线多个大型水电项目。[1] 中下游国家中，泰国致

力于农业灌溉和水电开发并重，越南以保障湄公河三角洲农业灌溉水源和沉

积物流动为重，柬埔寨强调洞里萨湖渔业维系。[2] 各国围绕干、支流水电站

修建等问题的矛盾由来已久，短期内难以形成妥协。[3] 与此同时，湄公河国

家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有一定相似性和竞争性，

在“重点领域、项目选择、资源投入、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非对称性”[4]。

澜湄国家间的多组外交关系较微妙，有可能使相关成员国对澜湄合作进

一步深入存有疑虑。南海争端始终是中越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美西方对此

[1]　Luke Hunt, “The New Battery of Asia?,” The Diplomat, November 2, 2012, https://
thediplomat.com/2012/11/laos-is-damning-the-mekong-river.（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2]　Ryn Jirenuwat and Tyler Roney,“Thailand under Pressure to Act against the Sanakham 
Dam Project,” China Dialogue, September 25, 2020, https://chinadialogue.org.cn/en/energy/thailand-
under-pressure-over-sanakham-dam; Nguyen HuuNhan and Nguyen BaCao, “Chapter 19：Damming 
the Mekong: Impacts in Vietnam and Solutions,” Coasts and Estuaries: The Future, 2019, pp.321-
34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9780128140031000198?via%3Dihub; 
“Southeastern Asia: Vietnam and Cambodia,” WWF,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ecoregions/
im0164.（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3 日）

[3]　Carl Middleton and Jeremy Allouche, “Watershed or Powershed? Critical Hydropolitics, 
China and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1, 
No.3, 2016, pp.100-117.

[4]　王睿：“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基础、挑战与路径”，《国际

问题研究》2020 年第 6期，第 124-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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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一边倒”，鼓动越方仿效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1] 越南民众因南海问

题等对华存有一定偏见，对华信任度在东南亚国家中相对较低。[2] 因此，越

南在经济层面注重发展多元伙伴关系，签订多个自贸协定，以增加经济自主

性；在安全层面与美及其盟友走近，在南海问题上塑造“弱者”形象，试图

争取更多国际同情与支持。在澜湄合作中，越南更聚焦于其关注的具体领域

中的务实合作项目，如水文信息分享、农产品跨境贸易便利化等，强调合作

的公平性与包容性，但对全面深入合作持保留态度。[3] 湄公河国家间亦有潜

在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泰国、缅甸和越南都曾是中南半岛上称霸一时的地

区强国，泰缅战争、暹越战争持续百年甚至数百年，直至西方殖民者到来才

逐步停止；越、柬间也有历史问题和陆地领土及岛屿之争，泰、越、柬虽在

泰国湾达成一些临时安排，但仍不时发生渔业纠纷。[4] 此外，近年来湄公河

国家实力对比加速变化，越南快速崛起并提出在其利益相关领域及平台“逐

步发挥领导和调解的关键作用”，这可能打破既有平衡，为次区域合作带来

更大不确定性。[5]

部分湄公河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仍有疑虑。目前，湄公河国家

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对澜湄合作最热情，项目最多。泰国巴育政府对华

相对友好，但该国为美国盟友，受美、日等拉拢力度大；泰国长期作为湄公

[1]　Wu Shicun, “South China Sea: Expect More Instability in 2021 as the US Encourages 
‘Lawfare’ and Conflic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3, 2021, https://www.scmp.com/
comment/opinion/article/3118715/south-china-sea-expect-more-instability-2021-us-encourages-
lawfare.（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2]　根据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最新报告，75.4% 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信

任度低（东盟十国中最低），其中经济及军事实力方面的潜在威胁是主要原因之一。参见：

Seah S. et al.,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ISEAS, February 21, 2021, pp.42-43。
[3]　“Vietnam Calls for Inclusive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VNA, December 17, 2018,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calls-for-inclusive-mekong-lancang-cooperation/143700.vnp.（ 上

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4 日）

[4]　周士新：“东南亚国家海洋划界的政策选择”，《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13-32 页。

[5]　近年来，泰国经济受国内乱局等影响陷入停滞，缅甸民主化进程屡遭挫折，经济发

展成效不佳。相反，越南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外交上也逐步寻求更大影响。参见：Bùi Thanh 
Sơn, “Tổng kết công tác đối ngoại nhiệm kỳ Đại hội Đảng XII và những định hướng đối ngoại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mới,” MFA Vietnam, March 22, 2021, http://www.mofa.gov.vn/vi/cs_doingoai/
nr111026121159/ns210222152023/view。（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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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次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习惯于且希望继续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作

用。越南对中国影响最为警惕，参与的澜湄合作项目最少。随着澜湄合作迈

入第五年，“低垂的果实”已所剩不多，优先领域合作逐步进入“深水区”，

各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差异将愈发突出，合作难度有可能提升。

（二）湄公河多国面临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对外政策不确定性

湄公河国家普遍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和宗教冲突等多

重压力。近两年，湄公河多国进入新一轮政治轮替期，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缅甸是 2021 年澜湄合作共同主席国和中国 - 东盟关系协调国，但 2021 年初

以来，政局再陷动荡，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权力，扣押民盟政要，以选举欺诈

为由解散民盟；民盟党籍议员则自发成立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CRPH），

并于 4月宣布成立“民族团结政府”（NUG），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人民国防

部队”。缅甸国内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纷纷表达对军方不满，

部分地区冲突升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仍在攀升。[1] 美西方宣布对缅军方

的一系列制裁，西方媒体则抹黑中国为缅军方提供支持，引发缅民众对华疑惧，

数十家在缅中企遭到打砸抢烧。[2] 缅甸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国际调解亦难在

短期内奏效，这将影响缅甸参与次区域合作的能力，给澜湄合作带来一定困扰。

越南成功举行越共十三大，外交整体将维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大国平

衡特点，但将更加积极主动，谋求更大影响力。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发文称，

新时期越南将“从积极参与到逐步塑造”多边机制和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多

边防御与安全机制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巧妙、自然地将其国家利益与区域

和全球利益相联系，确保自身利益得到国际社会支持，同时发挥更大作用。[3]

随着美越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越国内亲美派势力不断发展，未来

[1]　Lucas Myers, “Myanmar is on the Precipice of Civil War, Existing conflicts 
with Ethnic Groups Add Fuel to the Fire,” Foreign Policy, April 8, 2021,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21/04/08/myanmar-military-coup-ethnic-armed-organizations-civil-war.（ 上 网 时 间：2021

年 4 月 16 日）

[2]　“2021 年 3 月 15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 年

3月 1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1112.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3 月 22 日）

[3]　Bùi Thanh Sơn,“Tổng kết công tác đối ngoại nhiệm kỳ Đại hội Đảng XII và những định 
hướng đối ngoại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m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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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更多议题上与美趋近，影响其进一步参与澜湄合作意愿。

疫情还放大各国内政积弊，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泰国爆发多起大规模反

政府示威活动，矛头甚至指向泰皇，街头示威短期恐难平息。澜湄合作部分

项目规模大、投入多、周期长，不同利益集团诉求不同，易成为国内政治斗

争攻讦对象。受美西方及其支持的大量非政府组织挑拨，湄公河国家民众对

中方参与的部分项目有一定偏见，曾爆发数次抗议活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可能对双边关系乃至澜湄多边合作形成冲击。

（三）美国加强在湄公河地区对华对抗性竞争

近年来，湄公河次区域成为美国拓展地区影响力的新抓手，除在安全、

治理等传统优势领域持续发力，美也愈发强调在基建、能源等经济领域加大

投入。宏观层面，美“印太战略”逐步成型，通过《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

（BUILD Act），成立资金规模达600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

联合盟友推出“蓝点网络”计划，欲打造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米其林指南”，

维护美国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美还推动七国集团推出“重

建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强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竞争。具体

到湄公河次区域，美不断增加 DFC 驻湄公河国家代表人数，于 2020 年 9 月将

“湄公河下游倡议”（LMI）升级为“湄公河 -美国伙伴关系”，拓宽合作领

域，力求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构建广泛的伙伴联盟，与中国展开正面竞争。[1]

美国在“四边机制”中增加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相关议程，邀请越南参加“四

边机制 +”定期会晤。[2]2021 年 1月，美越共同召集 17个“湄公河下游之友”

[1]　Ambassador Atul Keshap, “Remarks at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 Opening Plena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
remarks-at-the-mekong-u-s-partnership-track-1-5-policy-dialogue-opening-plenary.（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3 月 22 日）

[2]　“Australia-India-Japan-United States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 October 6, 2020，https://www.dfat.gov.au/news/news/
australia-india-japan-united-states-quad-foreign-ministers-meeting; “How America is Leading the 
‘Quad Plus’ Group of Seven Countries in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30,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america-leading-quad-plus-group-seven-countries-
fighting-coronavirus-138937.（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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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M）进行政策对话，印度、湄委会、文莱（作为东盟主席国）首次参会。[1]

双边层面，美日发起“日本 -美国湄公河电力能源伙伴关系”（JUMPP），希

望进一步介入湄公河能源领域；美韩开展技术合作以加强湄公河旱涝预测能

力；美印加强湄公河国家基建层面协调，着力促进东西向联通；美新（加坡）

继续开展“第三国培训项目”，为东南亚各国官员专家提供多领域培训。[2]

美国还在二轨层面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关注和“污名化”中国力度。仅史汀

生中心就在美国务院支持下设立五个与湄公河次区域直接相关的项目。[3] 借

此，该中心一方面为美涉湄外交搜集信息，提供政策建议，进行政策动员及

宣介；另一方面，其多次发布涉华消极报告及相关评论，以期破坏中国与湄

公河国家关系。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延续特朗普时期建立的“四边机制”“湄

公河 - 美国伙伴关系”“湄公河之友”等机制，另一方面更强调联合盟友和

伙伴国，筹划并推进基于西方价值观的多边架构，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甚

至威胁，希望在本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牢固形成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共识。[4]

为此，美国以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为焦点，不断将其“政治化”，试图以

此制造澜湄合作裂痕，为其强势介入争取更大空间。美国务院大力资助史汀

生中心、东西方中心、“地球之眼”等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不定期发布所谓“澜

沧江—湄公河水量水质科学监测报告”及相关评论，并仿照“亚洲海事透明

倡议”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以数据形式极力挑拨上下游矛盾，目标直

[1]　Ambassador Atul Keshap, “Opening Remarks at the Indo-Pacific Conference on 
Strengthening Transboundary River Governa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state.gov/opening-remarks-at-the-indo-pacific-conference-on-strengthening-
transboundary-river-governance.(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2]　Ambassador Atul Keshap, “Remarks at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 Opening Plenary”.

[3]　这些项目是湄公河流域联通（Mekong Basin Connect）、湄公河大坝监测（Mekong 
Dam Monitor）、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Mekong Infrastructure Tracker）、湄公河政策（Mekong 
Policy Project）和美湄伙伴关系 1.5 轨政策对话（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参见 Stimson Center, https://www.stimson.org/asia。（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2日）

[4]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1,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secretary-of-
state-antony-blinken-speech-on-foreign-policy-transcript-march-3.（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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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国。[1] 尽管这些所谓报告和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受到多方质疑，[2] 美

高官仍屡次在双多边舞台引用相关内容，诬称中国上游大坝是湄公河水量减

少、流域环境恶化等主因，谴责中国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不透明、不负责，试

图将湄公河问题“南海化”，打击中国的区域及国际形象。与此同时，美却

将自己包装成湄公河国家“真正的伙伴”，推销美式价值观及相关倡议。例如，

美国务院推出“湄公河水文数据倡议计划”（MWDI），在“湄公河 - 美国伙

伴关系”中多次强调加强跨境河流治理的善治、透明度和各方参与。[3]

（四）次区域机制拥堵致使竞争加剧

澜湄次区域现已有十余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且合作层级不断提升。[4] 各

机制成员、领域多有重叠，但协调不足，合作碎片化，资源难以实现最大化

[1]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Water Flowing Through the Upper Mekong Basin Under 
Natural (Unimpeded) Conditions,” Eyes on Earth, April 10, 2020, https://558353b6-da87-4596-a181-
b1f20782dd18.filesusr.com/ugd/bae95b_0e0f87104dc8482b99ec91601d853122.pdf?index=true; 
Brian Eyler, “Science Shows Chinese Dams are Devastating the Mekong,” Foreign Policy, April 22,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22/science-shows-chinese-dams-devastating-mekong-river; 
Matthew P. Funaiole, “An Upswell of Solidarity: China’s Mekong Dams Face Online Backlash,” 
CSIS, April 24,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pswell-solidarity-chinas-mekong-dams-face-
online-backlash; “Mekong Dam Monitor,” Stimson Center, www.stimson.org/project/mekong-dam-
monitor.（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2]　针对这些报告在数据来源、论证方式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中国外交部、澜湄水

资源合作中心、湄委会多次澄清和驳斥。参见：“2020 年 9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

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
jzhsl_673025/t1813143.shtml；邓涵：“美国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到底有多深？”，

澎 湃 新 闻，2020 年 6 月 7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745440；MRC, 
“Understanding the Mekong River’s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pril 2020, https://www.mrcmekong.
org/assets/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Mekong-River-hydrological-conditions_2020.pdf。（上网时

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3]　美国务院、国际合作署等机构官员多次就水问题指责中国。参见：Sebastian 
Strangio, “US Official Attacks China’s Manipulation of the Mekong,” The Diplomat, September 
4,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us-official-attacks-chinas-manipulation-of-the-meko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Criticizes China’s Mekong Dams,” Bangkok Post, August 1, 2019, https://
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1722767/us-secretary-of-state-criticises-chinas-mekong-
dams; Ambassador Atul Keshap, “Opening Remarks at the Indo-Pacific Conference on Strengthening 
Transboundary River Governance”。（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4]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澜湄次区域机制包括：湄公河委员会，柬埔寨、老挝、越南发

展三角，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国合作，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

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合作，湄公河 -恒河合作，湄公河 -日

本合作，湄公河 -韩国合作，湄公河 -美国伙伴关系，湄公河下游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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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 各机制均认识到加强协调的重要性，但在“谁来做协调者”这一关

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除中美外，日、澳、印、韩等域外国家也不断加大

对湄公河地区介入力度，日、韩已将与湄公河合作机制提升为首脑峰会级别。[2]

这些国家多希望在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突出自主性，不愿在中美之间彻底

选边。域内国家也愈发倾向于在中美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同时积极重启

既有合作平台，希望掌握次区域合作主导权，实现对自身更有利的大国平衡。

越南在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力推东盟次区域发展合作，希望由东盟作为各

次区域机制间的协调者。[3] 泰国在各类场合多次强调三河流域机制在次区域

合作中的重要性，推动中、美、日、韩、印等成为对话伙伴国，并倡导其向

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基金提供支持。[4] 目前来看，东盟和三河流域机制中

立性最强，最有可能被各方接受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者”，但仅限于

发挥平台性软协调作用。不过，东盟方面尚未表达强烈意愿，三河流域机制

则因其强烈的“泰国属性”，可能引发越南方面的迟疑。

[1]　MRC, “Mekong Related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s Recommend More Joint Efforts, 
Coordination to Boost Effectiveness,” August 16, 2019, https://www.mrcmekong.org/news-and-events/
news/mekong-related-regional-cooperation-frameworks-recommend-more-joint-efforts/; Pich Charadine, 
“Cambodia in the Context of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MLC): Progress and Ways forward,” 
KAS, December 2018, https://www.kas.de/documents/264850/264899/PICH+CHARADINE+-+CA
MBODIA+IN+THE+CONTEXT+OF+MEKONG-LANCANG+COOPERATION+%28MLC%29+-
+PROGRESS+AND+WAYS+FORWARD.pdf/877f94d8-4cfa-1d0c-7a67-e5da7a4c7d0c?version=1.0
&t=1547520230286.（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2]　日湄峰会自 2009 年起召开，韩湄峰会自 2019 年起召开，均为每年一次。日本每三

年发布一次日湄合作指导战略，业已发布《东京战略 2012》《新东京战略 2015》《东京战略

2018》，韩国于 2019 年发布《汉江—湄公河宣言》，指定 2021 年为“韩湄交流年”。参见：

“Japan-Mekong Cooperation,” MFA Japan, March 9, 2021,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
mekong/cooperation.html；“文在寅出席第二届韩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韩联社，2020

年11月13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01113003000881。（上网时间：2021年3月22日）

[3]　Le Hai Binh and To Minh Thu, “Why the Mekong Matters to ASEAN: A Perspective from 
Vietnam,” ISEAS, July 17, 2020,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6/ISEAS_
Perspective_2020_77.pdf; “ASEAN Forum on Sub-regional Development Opens,” ASEAN Vietnam 
2020, July 14, 2020, https://www.asean2020.vn/xem-chi-tiet1/-/asset_publisher/ynfWm23dDfpd/
content/asean-forum-on-sub-regional-development-opens.（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4]　“Details of Thailand’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MECS,”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https://tica-thaigov.mfa.go.th/en/page/acmecs?menu=5f47a8de8b9299655f
6a95e7; “Outcomes of the 9th ACMECS Summit, 10th CLMV Summit and 11th CLV Summit on 
Development Triangle Area,” AKP, December 9, 2020, https://www.akp.gov.kh/post/detail/223330.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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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客观限制

疫情对各国参与澜湄合作可能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资源投入力度恐将

减弱。澜湄合作自启动以来，一直高度依赖中国投入。但受疫情影响，湄公

河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被放大，中国海外投融资风险提升，“大国企 + 大基金

+ 大融资”模式可能短期受阻。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也将于近年到期，目前仍

无下步规划。[1] 湄公河多国经济受疫情所累，政府收入大幅缩水，支出却因

抗疫、刺激经济等有所增加，债务压力增大。其既有项目可能面临一定财政

压力，新项目融资更是面临较大困难。[2] 二是疫情使各国内向性加强，国家

间正常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面临较大阻碍。目前，湄公河多国仍面临疫情升

级风险，由此造成的供应链不畅、跨国投资放缓、部分项目难以开展等问题，

也将持续影响澜湄合作节奏。

四、深化合作路径

经过五年发展，澜湄合作进展迅速，成果丰硕，已成为中国引领和参与

东亚地区合作的一大亮点，为次区域稳定、繁荣、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正

如其他机制一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罕见之大疫和中美博弈加剧等

因素叠加影响下，澜湄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未来，澜湄合作需在深化抗疫

合作、共促疫后复苏的基础上，开拓思路，砥砺前行，推动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为次区域和本地区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活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5年”。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规范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制化水平。应系统梳理

澜湄合作五年成果，建立澜湄合作示范案例库、项目库和专家库，总结合作

经验，形成五年进展报告并积极进行公开宣介。紧密结合区域次区域合作新

[1]　2016 年 3 月，中国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上提出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承诺在

5年内提供 3亿美元支持。

[2]　亚洲开发银行《2020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指出，东南亚经济将遭遇 1997—

199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整体经济将收缩 3.8%，其中泰国、柬埔寨等国 GDP 缩水将

超 4%。 参 见：“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ADO) 2020 Update: Wellness in Worrying Times,” 
ADB, September 2020, 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635666/ado2020-update.pdf。（上

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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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和澜湄国家最新发展规划，加快制定澜湄合作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

以进一步加强战略协同和利益融合，为未来合作指明方向。[1] 着力将双边合

作共识、合作规划有机融入澜湄多边合作，推动中缅、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纳

入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酌情提升澜湄合作五大优先领域的合作层级，

加强优先领域间的协调互动，发挥协同效应，以共识较多、进展较大的领域

撬动面临更大困难的相关领域合作进程。探索设立澜湄合作国际秘书处，以

共同利益为基础，基于六国共识“共同设计、制定和遵守兼具规范性和灵活

性的地区规范”。[2] 国际秘书处作用有两方面，即对内协调六国，对外协调

与其他机制或域外国家的交流合作。

在此过程中，可着重推动构建“澜湄发展观”，引领次区域可持续发展

进程。目前，澜湄地区面临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仍为发展问题，需通过发展来

促进解决。但也应避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应以 2021 年“中国 -东盟可持续

发展合作年”为契机，有效落实《关于加强澜湄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

声明》，基于澜湄各国文化传统、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打造以人为本、绿

色高效、勇于创新、共同繁荣的“澜湄发展观”，加强澜湄国家在发展问题

上的议题设置和把控能力，提升自主性。

其次，坚持开放包容，加强与其他次区域合作攸关方的协调合作。加强

与中国 - 东盟“10+1”等合作机制间的联系。以落实《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 2030 年愿景》为主线，以《落实中国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

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 2025）》为重点，加强澜湄合作“3+5+X”

合作框架与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中国 -东盟“2+7”合作框架对接，支持东

盟缩小成员国间及成员国内部发展差距，促进东盟一体化，助力打造更高水

平的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在具体领域中，澜湄互联互通合作规划可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兼容发展，减贫领域也可继续落实“东亚减

[1]　区域层面如 RCEP 的签署及核准进展，国家层面如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越南的《2021—2025 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老挝的《2021—2025 社会经

济发展》（“九五”规划）等。

[2]　卢光盛、聂姣：“澜湄合作的动力机制——基于‘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国

际展望》2021 年第 1期，第 110-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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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合作倡议”，充分发挥柬埔寨、老挝、缅甸项目村的试点作用。在经贸领域，

澜湄国家可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等框架下加快节奏，先行先试。加快澜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

六国海关、税收、审计、外汇、检疫等相关部门跨领域协调合作，促进数据

信息互换、规则标准互认、检验监管互助。探讨建设澜湄多式联运综合运营

平台，尝试共设“白名单”或“负面清单”，简化查验环节，实质推进贸易

便利化水平。

尽快推动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对接合作。以澜湄合作

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关于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合作的共

同主席声明》（以下称《声明》）为指导，加快研究规划和实际推动节奏。

适时推动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多层次政策对话，依托“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高官会、澜湄合作高官会及各联合工作组等现有平台，逐

步建立两者定期协调机制。创新对接方式和具体路径，探讨设立“3+X”框架，

将《声明》着重提及的贸易联通、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作为三大优先对接领域，

将数字经济、人力资源、中小微企业等设为“X”鼓励对接领域，视情调整，

制定细化对接方案。在贸易联通层面，农产品出口对湄公河国家而言尤为关键，

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可给予其更多关注，如鼓励发展澜

湄冷链、跨境电商等特色物流，打造更多澜湄农产品贸易路线，并为私营部

门投资提供更多支持。鼓励湄公河国家更多通过“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开

展与中国中西部贸易，通过“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 中欧班列”开展与其他

欧亚国家贸易，遵循以通道促贸易、以贸易聚产业、以产业促全面发展的思路，

进一步扩大完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次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针对其他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制度竞合”而非“制度竞争”为路

径，加强互补发展，实现双赢甚至多方共赢，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加强

交通和经济走廊建设、与湄公河委员会在水资源开发及保护领域加强交流合

作等。[1] 对域外国家也可采取灵活、差异化的态度，有选择地与相关机制或

[1]　卢光盛、金珍：“超越拥堵：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路径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年第 7期，第 97-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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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优先与东盟国家（如新加坡）或“10+3”国家（如

日本、韩国）在湄公河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起点，

探索与美欧在《巴黎气候协定》框架下在澜湄次区域开展相关合作项目的可

能性，并逐步拓展至其他领域合作。

再次，丰富合作内涵，创造新增长点。数字经济是近年热点。澜湄国家

可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打通数字澜湄之路，助力“东盟智慧城市网络”试点

城市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5G技术应用，着力打造智慧物流、

在线旅游、移动支付、分享经济等新型服务业；探索建设澜湄跨境电商平台，

孵化澜湄电商企业；推动成立澜湄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共建联合科研平台，

提升次区域长期竞争力。在疫情背景下，澜湄国家可关注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

积极落实《关于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作的联合声明》，

加快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落实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加强物资、技

术支持及新冠疫苗合作；开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通报和联合处置，

加强传染病早期预警合作，实施好“澜湄热带病防控行”“本草惠澜湄”“中

医针灸进澜湄”“健康心行动”等项目；协助实力较弱的湄公河国家改善医

疗卫生基础设施，加强公共卫生人员培训，支持医疗企业产能合作，夯实澜

湄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1] 此外，中小企业、交通物流、海洋合作及诸多非

传统安全领域等均有潜力成为澜湄合作新的发力点。

同时，加强支撑体系建设，为深化澜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其一是深化

金融合作，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金融支撑体系。用足用好澜湄合作框架下

的“两优”贷款和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推动发挥中国 - 东盟银联体、中国 -

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基金及其他发展伙伴作用；推进澜湄货币稳定体系、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投融资可持续性。探讨在成员国间建立长期、

稳定、可持续、多样化的融资体系，如打造“澜湄发展基金”，积极争取亚开行、

亚投行、丝路基金、世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并尝试调动市场资源开展公私合

营等新模式。其二是加强澜湄人力资源发展合作。前期可以职业技能培训为

[1]　刘稚、徐秀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第

3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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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依托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机构，以各国发展亟需的专业为重点；

鼓励次区域专业技校“走出去”，面向市场培养人才；注重培育造血功能，

坚持“授人以渔”，提高湄公河国家自身运营及治理能力。其三是建立完善

社会支持体系。提升澜湄智库和学界合作水平，鼓励次区域各国贸促机构、

商协会深化合作，重视发挥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尝试建立一种涵盖

多方、稳定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加强媒体交流，促进青年交往，推动民心

相通，提升共同体意识。

最后，进一步发挥地方的内生动力，调动更多资源推动合作进程。国家

规划依靠地方推进，地方发展也依托国家统筹。[1] 以《关于深化澜沧江－湄

公河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为指导，适时举办澜湄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制定

并持续更新“澜湄地方政府合作意向清单”，推动六国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积极参与澜湄合作。提升边境省份社会经济交往和互联互通水平，

充分利用各国针对边境发展的鼓励政策，构筑沿边开放新高地。此外，通过

对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机制，构建联通六国国内各省份的经济新动脉，

主动寻求与中国粤港澳、长三角、成渝城市群、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等开展战

略合作，激发六国经济发达省 / 府对澜湄合作的认知、兴趣和投入，在国内

加强统筹，为澜湄合作注入更多“源头活水”。通过建立姐妹城市、友好省

府关系等途径，打造澜湄地方政府合作网，鼓励合作项目精准对接。高度重

视地方性国企和中小企业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出台配套措施，保护

并激发中小企业积极性，因地制宜，灵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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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翟崑：“‘一带一路’的内生动力来自地方”，澎湃新闻，2021 年 1 月 19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848415。（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