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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杨洁篪

[1]

当前，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凸显。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

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

习近平主席指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世界比以往

更加需要多边主义。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以联合国为

中心的国际多边架构是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联合国宪章》集中体现了国

际社会关于多边主义的共识，为当代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石。作为联合国创始

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始终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和根本利益出发，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重要理念。

这一理念蕴含了中国对多边主义一以贯之的立场和主张。主权平等，这是国

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

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

政。对话协商，这是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

方式解决争议问题，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遵守法治，这是国际关系法治化的

根本要求。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合作共赢，

 *　本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2019 年 2 月 16

日在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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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实现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寻求各国利益最大公约

数，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不仅是中国的选择，也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

同选择。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广泛开展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

域对话合作，协力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力

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秉持多边主义核心原则，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

合作。欧盟、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等坚持推进区域合作，为维护各地

区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实践证明，国际合作是时代潮流，多边主义是人间

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回顾历史，我们得到的启迪是，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协作，世界各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我们要认清国际大势，顺应人

民呼声，作出正确抉择。中方主张，坚定不移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发展多边主义，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相互尊重，积极构建伙伴关系。各国要走对话而不对抗之路，积

极构建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是践行多边主义、开展国际合作

的良好基础和重要前提。

中国致力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中方愿同美方一

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

调的中美关系。近来，中美经贸团队开展密集磋商，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希望通过双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中国同俄罗斯将坚

持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不断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中国坚

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团结、稳定和繁荣的欧洲，支持欧洲

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全力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以及中阿、中拉

论坛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

第二，同舟共济，携手维护普遍安全。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网络

安全、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



3

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加强国际合作，携手维护西亚北非地区安全稳定，综合施策解决产生难移

民的根源问题。不久前，新任轮值主席国埃及成功主持召开第32届非盟峰会，

就解决非洲难移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合作，发挥了建

设性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海军连续 10 年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

行护航任务，先后为 6600 多艘中外船舶安全护航。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

作，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为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发挥主导作用。我们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推动妥善处

理伊朗核、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中国支持亚太国家

开展安全对话，支持探讨符合地区实际的区域安全理念架构。欢迎美朝领导

人举行第二次会晤，将继续推动各方朝着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建立半岛永

久和平机制的方向努力。中国坚决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

对任何以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幌子，从事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

行为。中国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

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希望域外国家能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为此所作努力。

第三，合作共赢，共谋全球发展繁荣。世界各国优势互补，经济交融发

展潜力巨大。要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

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加强合作，共迎挑战、共促发展。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蓬勃发

展，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世界各国应坚持走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之路，共同营造开放、公平、透明的国际合作环境，不搞技术霸权，

缩小数字鸿沟，使第四次工业革命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中方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推进放宽市场准入等对外

开放重大举措，发展开放型经济。去年中国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成

交额近 600 亿美元。今后中国将每年举办一届，向世界进一步敞开大门。中

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各方向区域

和次区域合作，同 25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 17 个自贸协定。中国致力于同亚太

国家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同东盟关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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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发展。2018 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近

6000 亿美元，人员往来约 5000 万人次。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中

心作用，支持亚太各类自贸安排和合作机制包容互补，将同包括印度在内有

关国家共同推动尽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第四，改革创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各国

难以独自应对，更不可能独善其身。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维护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旗

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

量。我们认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

发言权。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坚持广泛协商、循序渐进，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中国举办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等系列国际会议，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新开发银行，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一条符

合本国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道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接近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

首次突破 90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3.6 万亿美元。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新增量已经超过 10 多年前中国经济增速两位数时的年均增量。面对全球经济

新动能不足、下行压力增大，中国发展拥有足够韧性和巨大潜力，经济长期

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逐渐富裕起来的近 14 亿人口正不断释放规模巨大

的有效需求，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合作机遇。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为世

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和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提供的国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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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

得到来自世界五大洲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赞同。中国现已同 15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同沿线国家贸易额累计超过 6 万亿美元，对外直

接投资超过 800 亿美元，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为当地改善民生、促进

发展带来实惠。以穿梭往返的中欧班列为标志，“一带一路”合作有力促进

了欧亚大陆两端互联互通，将中国和欧洲发展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已

经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创造机遇

和成果，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绿色、

廉洁、可持续发展理念，遵守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和法律法规，与各

方携手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2017 年中国成功举办了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过2个月第二届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

相信有各方共同参与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定会取得更大成果、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年多来，现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格局，构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欧人文交流日趋活跃，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典范。不

久前，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为中国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2 月初刚

结束的中国春节黄金周，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大批中国

游客给柏林、巴黎等欧洲城市带来商机和活力。互补性强、互惠互利，一直

是中欧合作的重要特征。中欧合作是否符合欧方利益，相信欧洲各界有识之

士和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理性认识和切身体会。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给中欧互利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中欧应坚持优势互补、聚焦共同利益，

排除干扰、携手并进，共同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机遇，更好满足各自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一句德国谚语说，“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

中国也有一句谚语，“一根线容易断，万根线能拉船”。让我们携起手来，

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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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塑造共享的 21 世纪

     阮宗泽

〔提   要〕 大变局呼唤大思路。作为 21 世纪的“凿空之旅”，“一带

一路”倡议从蓝图到实践，从愿景到现实，开辟了合作共赢新天地。共

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举措，必将书写新时代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精

彩故事。“一带一路”既非对外援助计划，也非地缘政治工具，更不是

零和博弈的战场，而是合作共赢的机会。作为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一带一路”将对标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塑造共享的 21 世纪。

〔关 键 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9）2 期 0006-16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冷战，痛定思痛，尤其祈盼和平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治理三大赤字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

际秩序转型来到新的十字路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政策选择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21 世纪具有关键意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总设计师，习近平主席

前瞻性地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公元前 139 年，张骞出使西域，史学家司



7

“一带一路”：塑造共享的 21 世纪

马迁将之誉为“凿空之旅”，带来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

作为 21 世纪的“凿空之旅”，“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实践，从愿景到现实，

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一带一路”倡

议生动诠释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思想，成为新形势下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塑造共享的 21 世纪的重要实践平台。

本文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构建共享的 21 世纪方面的重大

意义，梳理其提出以来的实践经验，指出其合作理念的先进性，进而客观回

应那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与批评，并重点阐述未来将如何以高质量、

高水平、高标准共建“一带一路”的思路。“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生机勃

勃的新机遇，契合了全球化大潮，有助于推动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一、塑造共享的 21 世纪

大变局呼唤大思路。冷战结束已近三十年，但世界仍不太平。全球性问

题日趋严峻，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黑天鹅”“灰犀牛”

令人应接不暇，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此起彼伏。在此重要时刻，

中国积极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展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以

及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奋斗目标。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庄严宣示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共建“一带一路”都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必

然选择，表明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积极贡献者。与历史上依靠战争崛

起的国家不同，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崛起立足于和平发

展。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

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其中包括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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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1] 中国既通

过和平实现发展，又通过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这既是中国领导人对 14 亿中

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历史表明，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在对外

关系上，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在国际安全上，中国积极承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

在应对国际热点问题时主动发挥劝和促谈作用。中国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成为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从

2019 年起，中国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第二大出资国。在全球发展上，

中国将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就是新时期中国

将和平发展诉求嵌入国际和平发展大业的生动体现，拉近了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关系，有助于构建责任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简言之，中国越发展，世界

就会越繁荣；中国越强大，世界就会越和平。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世界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长期低迷，动力不足，且发展

愈加失衡。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够担负更

大责任。“一带一路”倡议在激发经济增长动力和实现均衡发展两方面兼具

巨大潜力，它将打造亚欧大陆超级发展板块。2013年，习近平创造性地将“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联系起来，实现陆海统筹，

并指出“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2]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三大洲，横跨亚欧大陆两端，一边是发达的欧

洲经济圈，一边是最具活力的亚洲经济圈，中间则是广袤的腹地。“一带一路”

的创新之处在于打通两个经济圈，使之互为发展机遇。亚欧大陆加强互联互通，

有利于为全球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增添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

[1]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 年 6月 2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6/23/c_1123025867.htm。（上网时间：2019年 2月 23日）

[2]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网，2013年 9月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8/c_117273079.htm。（上网时间：2019年 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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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沿线各方发展诉求一拍即合，催生了一系列合作成果。中欧班列将亚

欧大陆两大经济体串连起来，实现互联互通，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

发展，提升贸易投资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提升亚欧大陆

整体实力，创造更大增长空间。迄今为止，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一万多列，

辐射范围快速拓展，货物品类不断丰富，跃升为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骨干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各国各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成效卓著，发展中国家尤其从

中受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源于其“群众路线”，越来越多的国

家与民众同声相应、相向而行，正因其能够贴近民生、贴近民众、贴近民意，

给各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创收等实惠。“一带一路”倡导的是脚

踏实地的行动，而不是高高在上、自娱自乐的口号与说教。2018年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56 亿美元，增长 8.9%，对外承包工程为东道国

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84 万。[1] 习近平强调“四个不变”——中国维护世界和

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

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2] 如此政策阐述掷地

有声。“一带一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倡议，人民是否满意是检验“一

带一路”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三）“一带一路”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

实践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重要转型期和深刻变革期，新旧规则交替，破立并举，

不同观念尖锐对立：是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是相互隔绝还是相互联通，

是独行还是众行，是以邻为壑还是同舟共济等，都是国际社会必须直面的严

峻问题。

[1]　“坚定开放步伐 迈向高质量发展——数说 2018 年商务工作‘成绩单’”，新华网，

2019 年 2 月 12 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2/12/c_1124106238.htm。（上网时

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2]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 年 1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1/19/c_1120340081.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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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使

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的方向演进，符合时代需要。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

中国如何界定自身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相信扩大共同利益

有助于规范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使各国成为共同事业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

作为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

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

际道义制高点。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

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1] 这一思想立意高

远，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行动方案。中国不仅这样说，还从自身做起。“面

对时代命题，中国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

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宁，

让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美好。”[2]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和孵化器。

二、“一带一路”开放包容

“一带一路”倡议犹如一棵树苗，要长成参天大树，需要时间的积累和

各方的精心培育。随着一批旗舰项目成功落地、运作，它们在为当地创造了

[1]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2018 年 8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7/c_1123335396.htm。（上网时

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2]　“习近平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文）”，新华网，

2018 年 9月 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123373881.htm。（上网时间：

2019 年 2 月 23 日）



11

“一带一路”：塑造共享的 21 世纪

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民生、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受到诸

多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欢迎，更以其包容性、先进性孕育出旺盛的生命力。

（一）合作理念先进

概言之，“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了“三共五通五路”的合作理念：共商、

共建、共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上述要素回答了什么是

“一带一路”、怎样建设“一带一路”等问题，充分体现了平等、开放、包容、

互惠与先进性。“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

享，没有强加于人，也没有强买强卖，其合作理念与“丝路精神”一脉相承。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1]

2018 年 9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聚焦“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不”

原则：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

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不”。[2] 

上述原则树立了中国对非合作的自律标杆，展示了国际发展合作的道德准

则。[3] 这不仅适用于对非洲的合作，也适用于对共建“一带一路”所有伙伴

的合作。

（二）合作方式多样

“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

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无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

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中国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

[1]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 年 5

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5/14/c_1120969677.htm。（上网时间：2019年2月23日）

[2]　“习近平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3]　“王毅在 2018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2 月 1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620761.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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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

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

力建设中心。[1] 上述配套措施将不断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与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合作模式，注重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进

行对接，双多边齐头并进，有力推动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基

础设施 + 工业园区 + 产能合作”模式得到推广。一是中方主动寻求与其他伙

伴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蒙古国的“草原之路”、

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泰国的“工业 4.0”、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

老挝从“陆锁国”迈向“陆联国”、越南的“两廊一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

沙特阿拉伯的“2030 愿景”等。二是中国与伙伴方合作，量身打造旗舰项目，

如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与缅甸的人字型经济走廊、中国与新加坡（重庆）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三是一些次区域合作应运而生，

如澜湄合作机制、中巴（基斯坦）阿（富汗）三方合作等均提上日程。上述

灵活多样的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三）合作成就斐然

2017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具有里程

碑意义。论坛凝聚了更多共识、明确了合作方向，其《联合公报》和《成果清单》

标志着中国方案已晋升为国际共识，“一带一路”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

“一带一路”合作紧扣发展这个根本问题，既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也

让沿线国家普遍受益。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中国贸易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600 亿美元，为当

地创造 20 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

重要引擎。[2] 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生根，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工程：

[1]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2]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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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由中国承建的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

毕标轨铁路）于 2017 年 5 月通车，东非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全部

采用中国标准和装备建设而成，于 2018 年 1 月正式商业运营。此外，中埃苏

伊士经贸合作区、中白工业园区、中欧班列等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亮

丽名片，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

中俄有意探讨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路”。中俄合作提速，

2018年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实现了新突破。“根据初步统计，

截至 12 月中旬，中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 10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

续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俄罗斯则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合作前景广阔

展望未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望

重塑世界经济技术版图，推动全球化加速发展，带来共同繁荣的更大发展机会。

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将催生“数字丝绸之路”，进一步打破藩篱，促进互联互

通的更大发展。

一方面，中国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为世界提供新的重要机遇。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90 万亿元，按照 2018 年末人口总数计算，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按世界

银行划分的标准，中国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 这意味着中国将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将释

放更大的增长潜力。2018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额达 1.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3%，在中国 4.62 万亿美元的大盘子中

的占比达到了 27%。一系列重大工程进展顺利，其中，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

桥通车，蒙内铁路开通运营，瓜达尔港具备作业能力，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

[1]　“中俄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新华网，2019 年 1 月 10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1/10/c_1210035408.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2]　“我国人均 GDP 接近 1万美元”，新华网，2019 年 1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
com//fortune/2019-01/21/c_1124022081.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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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完工。[1] 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37万亿元，

增长 13.3%，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3.6 个百分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外贸发展的新动力。其中，中国

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希腊进出口额分别增长 24%、23.2% 和 33%。[2]

“一带一路”既古老又年轻，赋予了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新的时代内

涵。短短几年间，“一带一路”倡议就实现了起点高、步伐稳、亮点多的成

功开局，既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

三、“一带一路”并非零和博弈的战场

与大多数新生事物相似，“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面临着风风雨雨。从总

体形势看，逆全球化风潮涌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都

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掣肘。同时，“一带一路”还时常被一些舆论误读

甚至唱衰，而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也会遇到挫折。客观冷静地正视和妥善

处理有关问题与挑战，校准“一带一路”的航向，有利于在下一步提质增效，

踏浪前行。

（一）“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成长的烦恼”

有人热衷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相关杂音不

时花样翻新，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输出模式论”、“债务陷阱论”、

“建立势力范围论”、“经济掠夺论”、“另起炉灶论”等等。这些杂音有

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就不能为中国

背书；有的是蓄意唱衰“一带一路”，断言其不可持续；有的则因“一带一路”

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而反对；也有的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或张冠李戴地

[1]　“商务部：‘一带一路’第 5 年成绩斐然”，环球网，2019 年 1 月 24 日，http://
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9-01/14151735.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2]　“新闻办就 2018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2019 年 1月 14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4/content_5357666.htm#1。（上网时间：

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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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歪曲。

在炒作“债务陷阱论”时，斯里兰卡常常被当作例子推上前台。斯里兰

卡驻华大使科迪图瓦库明确否认来自中国的借贷或基建项目会导致该国陷入

“债务危机”。他表示，一方面中国并未强迫斯里兰卡借贷，一切借贷请求

均由斯里兰卡根据自身需要做出；另一方面科伦坡港口城未来具有很大的商

业潜力，其收入将可帮助斯里兰卡偿还外债。[1] 非盟官员也驳斥了“债务陷

阱论”。苏丹外交官指出：“中国与项目合作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

其提供免息和低息贷款或财政资源，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每一个项

目都是可以双赢的。”[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认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才 5 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要比‘一带一路’古老的多，所以把

债务问题扣到‘一带一路’或中国头上是不公平的。”[3]

事实上，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方从未强加于人、也从未施加

任何所谓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每一个项目都是平等协商的结果。目前，

已经有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大批合作项目已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黄金法则。中方在与有关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始终坚持平等、开放、透明，按照市场规律

和通行国际规则行事。[4] “一带一路”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有力回击了有关质疑。世界发展还很不均衡，当一些人对“一带一路”品头

论足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却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与欢迎。

[1]　“斯里兰卡大使否认‘债务危机’说法：一切借贷请求均由斯自身需要做出”，环

球网，2019 年 1 月 31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9-01/14204389.html。（上网时

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2]　景玥、黄培昭：“在埃塞俄比亚看中国标准落地”，《环球时报》2019年 2月 19日，

第 7版。

[3]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欢迎晚宴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2 月 2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
wjbxw_673019/t1623909.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4]　“外交部发言人：共建‘一带一路’中方从不强加于人”，新华网，2019年 2月 12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12/c_1124106199.htm。（上网时间：2019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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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欢迎并鼓励其他国家提出加强互联互通的倡议并加大投入

互联互通是一个浩大工程，没有人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携手合作、

共同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亦非垄断品，大多具有公共属性，应当鼓励越来越

多的国家加入相关工程建设之中。中国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倡议持欢迎态度，并愿意与其进行互利合作。

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行动署 2018 年联合发布了题为《连接欧洲和亚

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的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欧盟实现“更好连接欧亚”

愿景的计划，表示将同亚洲国家加强合作。欧委会发表声明称，欧盟将致力

于打造欧盟版的互联互通模式，重点打造交通、能源、数字及人际交流网，

与亚洲国家和组织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该文件提出将中国列为首要双边

合作对象，并强调“欧中互联互通平台”合作、欧盟与亚投行的合作。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文件积极评价亚欧互联互通的意义和对促进亚欧

经济增长的作用，倡导“全面、可持续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并表

示愿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中方期待欧盟在促进亚欧互联互

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对外传递促进亚欧各国经济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积极信号。[1] 欧洲多数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对加强亚欧合作具有积

极意义，也有少数国家仍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中欧加强政策沟通和对接，

共同探讨制订“一带一路”和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有关规则，有利于做大互

利合作的蛋糕，增进相互信任。

近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有意增加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2018 年 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计划初期投入 1.13 亿美元打造“印

太倡议”，聚焦数字经济、能源及基础设施三大领域。2018 年 10 月，美国

设立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IDFC），并提供 600 亿美元资金帮助全球贫困地

区兴建诸如能源、海港及水务等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日本、澳大利亚也有

意联手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展开基础设施合作。尽管上述有关言行多少包含

[1]　“2018 年 9 月 20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8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597136.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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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针对中国的成分和意图，但中国愿坦然相对，对改善本地区基础设施和

民众生活有利的事，多多益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喊破嗓子不如甩

开膀子”，希望美日澳“拿出真金白银”。[1]

（三）“一带一路”是互利合作的赛场

在全球化时代，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和发展机会，只有共同发展

才能有全球的共同繁荣与普遍和平。中国见贤思齐，乐见其他国家发展，不

会将别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全球化趋势无法扭转，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全

球化红利的公平分享、开放和互惠。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南北差

距的鸿沟扩大必将拖累世界经济，也不利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而共建“一带一路”恰恰提供了一个将各个国家自身发展目标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实现互利互惠发展的开放平台。从此意义上看，在

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坐标系上，“一带一路”的份量将有增无减。

“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再平衡。2008 年全球金融

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发达经济体；之后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跃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将

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新动力。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

聚起这么旺的人气，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不搞“一言堂”；始终坚持开放透明包容，不拉“小圈子”；始终坚持绿色

环保可持续，追求“高质量”；始终遵守国际法和各国法律，注重“守规则”。”[2] 

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自 2013 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完

[1]　“外交部回应美日澳欲投资印太：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人民网，2018 年 7

月 3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731/c1002-30181681.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2]　“王毅在 2018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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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框架布局，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未来如何继续推进使之更上一层楼，需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

共同描绘细致的工笔画，在对标高质量上发力。

（一）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为目标，将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总设计师，习近平在总结“一带一路”取得的

成就时，就未来如何画好“工笔画”做出指示，今后要在三个方向努力：一

要在项目建设上下功夫；二要在开拓市场上下功夫；三要在金融保障上下功

夫。要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交流蓬勃开展，

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

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

象大使。要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全面提高境外

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1] 习近平强调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方

面下功夫，使之更贴近民生。这是决定未来“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为此，

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及时总结经验，深化合作，完善机制和能力建设，

时不我待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以更大开放行动深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建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未来要获得更大成功，则必须依靠更加宏大的

改革开放。从此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推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投资机遇、市场机遇和合作机遇。我们

也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空间、开辟新机遇，

特别是推动西部地区从对外开放的后卫变前锋，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

五年多的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国是推动国际秩序稳定发展

[1]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欢

迎晚宴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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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攸关方，中国的更大开放将有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2018 年初中国决定推出四项扩大开放的举措：第一，大幅度放宽市

场准入；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

四，主动扩大进口。[1] 2018 年底中国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习近平宣布了激发进口潜力、

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

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五方面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2] 中国领导人如此密集地

宣布诸多重大开放举措，表明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支持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未来中国还将继续举办这样的进口博览会，中国愿向世界

敞开庞大的市场，与各方分享发展的机遇。

（三）“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合作伙伴的大合唱。“一

带一路”倡议从一开始就成为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宏大叙事。随着今后持续

推进，其多边参与度和机制化程度都将不断提升。多边合作有助于分担责任

与风险，提高“一带一路”合作的机制化与法治化水平，并使中国与有关国

家的合作更加务实。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环境和商业投资环境

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中国积极探索与有关国家共同开展第三方合作。中国与

日本拟在东南亚开启“中日+X”的合作模式。同时，中国积极组建咨询委员会，

为践行“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更好

地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智力支持。2018年12月，“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一带一路”

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世界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重点领域及机制和能力建设等议题。委员们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有利

[1]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

年 4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60064.htm。（上网时间：

2019 年 2 月 23 日）

[2]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

2018年 11月 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05/c_1123667949.htm。（上网时间：

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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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各国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挑战。[1] 独行

快，而众行远。“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通力合作、推动实现更加美好世界

的大合唱 ,必将行稳致远。

（四）大力推动公私伙伴关系（PPP），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当前大多数“一

带一路”项目均由政府开发和资助，这在“一带一路”的起步阶段是合理有效的。

然而，从长远看，如何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共同投入有关基础设施、资源开

发等项目是一篇大文章。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有周期长、风险集中、收益分散

的特点，实现项目融资的多元化，尤其是积极引导私人资金共同投入基础设

施、资源开发等项目，变得更加紧迫。PPP模式是国际上较通行的合作模式，

有助于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风险共担。通过公共部门的资金撬动私人投资

进入，也将有助于填补融资缺口。公私伙伴合作能够取长补短，将优化跨境

建设的成本和风险分担机制，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五）讲好“一带一路”成功故事，增加亲和力和吸引力。“一带一路”

是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书写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精彩篇章。“一带一路”

是文明之路，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相辉映。文化交流

可直抵心灵，增进各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文化交流在于民心相通，将

心比心，换位思考，多做公共外交，惠民众、聚民意、得民心。要多讲一些“一

带一路”与老百姓身边的平凡故事。“一带一路”项目中不少都是雪中送炭、

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民众受益的民生工程，例如电力短缺是制约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一带一路”中诸多电力项目的建成给当地民众带

来了光明与温暖，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我们建造蒙内铁路，累计为肯尼

亚创造了近 5 万个工作岗位，带动 GDP 增长约 1.5%。中巴经济走廊 2016 年

为巴基斯坦 GDP 增长贡献了 2.5%，巴当年经济增长率是 4.7%。中方承建的斯

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站供应斯全国超过 40% 的电力，解决了斯 2000 多万人

[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外交部网站，

2018 年 12 月 18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622852.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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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电问题。非洲 1/3 的新增电力受益于中国投资项目。”[1] 讲好“一带一

路”互利共赢的故事，尤其需要让各国的年轻人更多、更广泛地参与进来，

使之成为传承丝路精神的生力军。

五、结语

七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筚路蓝缕，立足国情探索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一带一路”

正是这条和平发展之路的延展。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

内容，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举措，必将书写 21 世纪促

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美丽篇章。

中国与世界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共生关系。中国通过“一

带一路”促进自身发展，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全球发展

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世界从未如此关注中国的作用、也从未如此受益于中

国的付出。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进一步扩大“一

带一路”的朋友圈，让世界走进中国，也让中国走进世界。总之，“一带一路”

既非对外援助计划，也非地缘政治工具，更不是零和博弈的战场，而是合作

共赢的机会，也是一首合奏的史诗级交响乐。

【完稿日期：2019-2-23】

【责任编辑：李静】

[1]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实录”，外交部网站，2018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598794.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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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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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上海合作组织覆盖区域是“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区域，两

者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上海合作组织较完备的合作机制及安全、经济、

人文三大领域的合作成果，为“一带一路”五通建设奠定基础。以共商、

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深化

经济合作颇有助力。二者皆已进入发展新时代，互相提供发展新机遇，

可发挥各自优势，彼此借力，共同打造政治互信、持久和平、互利共赢、

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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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扩员后，成为人口最多、地域最大的区域性组织，拥

有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海合作组

织有着紧密的联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基本上都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上海合作

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

建设皆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借力，造福于上海

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体人民。 



23

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

一、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
具备协同发展的基础

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

具有实现协同发展的因子。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理念相契合。上海合作组

织发展遵循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

涵的“上海精神”，“一带一路”建设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尝试，可以实现相互融合和促进。“上海精神”在

促进区域认同与和谐区域建设的同时，也有助于“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丝

路精神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共同繁荣、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方面亦

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发展理念的契合，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经贸、人文等

领域与“一带一路”五通领域更易实现互帮互助。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上海合作组织经过 18 年

的发展，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成绩显著，为中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发

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地区的顺利起步和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上海合作组织以“新安全观”为核心，建立了严

密高效的执法安全合作网络，在打击“三股势力”、贩毒、跨国犯罪，维护

边防稳定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其次，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经贸、

交通等多个部长级协调机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的基础性文件与中长期

合作纲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2017—2021 年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等，都极大推动了该组织所在

区域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最后，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合作内容极其

丰富，范围从文化、教育、救灾拓展至卫生防疫、体育、旅游、媒体、环保、

青年交流、文物保护，特别是文化艺术节、音乐会、画展、电影节等招牌项目，

对增加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互信及相互了解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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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注入动力。众所

周知，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利益需求、资源禀赋、经济体量、发展阶

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加之组织内部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导致该组织多边

经济合作发展相对滞后。“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上可助力上

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是一项经济合作倡议，其经济职能更为健全、清

晰；合作方式灵活，双边与小多边合作并存；合作领域以基础设施优先；参

与主体多样；资金来源广泛。这种合作模式非常适合关系复杂且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的中亚、南亚地区。自“一带一路”倡议问世至今，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纷纷将本

国发展战略与之对接，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间接为上海合作组织

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创造了条件，比如地区基础设施及物流水平的提升、贸

易投资便利化的改善都为盘活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前提。正如哈萨克斯坦总

统纳扎尔巴耶夫所称，这种对接可以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创造良

好条件。[1]

二、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现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就共建“一带

一路”达成基本共识，上海合作组织中许多成员国将本国发展战略同“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取得显著成绩。

 （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自 2015 年至今，上海合作组织历届峰会发布的元首宣言以及总理会议

公报均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5 年 7 月乌法峰会期间，各成员国就

共建“一带一路”首次达成基本共识。同年 12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

会议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联合

[1]　“专访：上合组织已成为成员国在多领域积极合作的平台—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新华社，2018 年 6 月 1 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2054564885392725
&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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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总理们重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发表了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总理们相信，上合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

和对话伙伴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等框架下通力协作，将促进经济持续

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1] 201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发表公报重申：“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将继续就落实这一倡议

开展工作，将其作为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手段之一。”[2] 同年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总理会议公报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为发展地区

经济合作创造良好条件的相关倡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寻求开展国际合作的

新模式，加强各国间伙伴关系，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居民就业。”[3]

2017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公报高度评价北京“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各成员国表示将共同落实论坛成果，并支持在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国际、地区和国别倡

议对接合作。同年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总理会议公报指出，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总理重申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

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公报重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

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肯定各方为共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为促进“一带一路”和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所做的工作。同年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公报也再次表明支持“一

带一路”倡议。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联合公报（全文）”，

外交部网站，2015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
t1324741.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外交部网站，2016年 6月 2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375250.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联合公报（全文）”，外

交部网站，2016 年 11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412728.
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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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合作组织主要成员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

自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积极响

应和参与，并率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早期收获，既造福本国发展，也惠及地

区经济合作。

1. 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

2015 年 5 月，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宣布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谈判。

经过两国五轮谈判、三次工作组会议和两次部长级磋商，2018 年 5月 17日，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并于同年 12 月 11 日正式生效。

该经贸协定的主要内容涉及海关合作、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

部门合作以及政府采购等议题。其中，政府采购、知识产权、质检方面合作

取得突破，扩大了彼此相互市场准入。该协定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经贸

方面首次达成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标志着双方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

引领的新阶段，有利于进一步减少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非关税贸易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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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在 “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引领下，中俄经贸合

作取得重要进展。一是双边贸易取得巨大成绩。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18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 1070.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7.1%，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1] 双边贸易结构持续优

化。2018 年 1—12 月，中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同比分别增长了 15% 和

29%，农产品贸易增长了 31%，双方还积极打造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的贸

易增长点。[2] 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总统还特别提到阿里巴巴与俄

罗斯三巨头成立合资公司的消息，强调此举是俄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和

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高效成果。[3] 二是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成效显著。

中俄原油管道复线建成并已启动供油，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加快建设，首船亚

马尔液化天然气已通过“北方海航道”运抵中国。中俄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

机项目合资公司启动运营，研制工作进入了实质阶段。中俄联合研制重型直

升机项目合作顺利推进。三是地方合作走深走实。2018 年，双方以地方合作

交流年为契机，签署了《中俄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和《中

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为两国在远东地区进一

步合作指明了方向。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设总体进展顺利，将进一步

助力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正式成

立，为双边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2.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

2016 年 9 月，中哈两国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

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目前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 年，

[1]　“2018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070.6亿美元”，商务部网站，2019年 1月14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901/20190102826532.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2]　“商务部就中美在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等答问”，国务院网站，2019 年 1 月

1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0/content_5356819.htm。（上网时间：2019年1月10日）

[3]　“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接受俄 RBC 电视台采访”，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ds_673038/t1610467.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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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贸易额为 198.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1] 中国也是哈萨克斯坦第四

大投资来源国，截至 2018 年 6月底，累计对哈投资超过 290.1 亿美元。[2] 双

方产能合作推进，达成了总额为 270 亿美元的 51 个重点合作项目清单，成立

了 20 亿美元产能合作基金。截至目前，已有 3个项目竣工投产，价值总金额

近 120 亿美元的 17 个产能合作项目已经或即将启动，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 2

万个新工作岗位。2018年中国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中欧货运班列已达2792列，

同比增长 31.72%，完成货运量 123.16 万吨，同比增长 48.78%。[3] 2018 年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游客人数达到122.2万人次，较上年增长8%。[4]

3. 乌兹别克斯坦行动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

2015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在落实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倡议框架下扩大互利经贸合作的议定书》。2017 年，乌兹别克斯坦

颁布了《乌兹别克斯坦五个优先发展方向：2017—2021 年行动战略》，其主

要内容和规划方向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为中乌共建“一带一路”

带来新机遇。当前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2018 年，双方贸易

额达 62.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5%，创历史新高。[5] 中国还是乌兹别克斯

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第一大棉花出口目的国、第一大电信设备和土壤改良

设备供应国。双方合作实施的天然气管道、工业园、碱厂、轮胎厂、钾肥厂、

铁路隧道等标志性项目，都获得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应。“安格连—帕普”

铁路隧道使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 1000 万民众摆脱交通困境。鹏盛工

业园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乌投资建立的首个中乌合资工业园区，该园区现已入

[1]　“2018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总值表”，海关总署网站，2019 年 1 月 23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6/2278978/index.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5 日）

[2]　“截至 2018年 6月底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累计投资 290.1亿美元”，全球经济数据网，

2018 年 8 月 14 日，http://www.qqjjsj.com/show101a28906。（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1 日） 

[3]　“2018 年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中欧班列开行近 3000 列”，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19

年 1 月 10 日，http://lenta.inform.kz/cn/2018-3000_a3486723。（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5 日）

[4]　“2018 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游客人数增长 8％”，驻哈萨克斯坦经商参

赞处，2019年1月10日，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1/20190102825443.shtml。（上

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5 日）

[5]　“2018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总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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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 10 余家企业，为当地创造 1300 多个就业岗位，提供了 20% 的税收。

4. 吉尔吉斯斯坦稳定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通过 2012 年颁布的《吉尔吉斯斯坦 2013—2017 年稳定发

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吉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一是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

大投资来源国。2018年中吉双边贸易额为56.11亿美元，[1] 与 1992年建交时

的 3548 万美元相比，增长超过 150 倍。中国对吉直接投资累计已达 38.6 亿

美元。二是互联互通亦取得早期收获。伊塞克湖环湖路比什凯克至巴雷克奇

路段、北—南公路及中吉乌国际公路的通车，大大节约了交通运输成本，盘

活了整个区域经济。2017 年 12 月，吉尔吉斯斯坦公布 2018—2040 年可持续

发展战略，其第一阶段（2018—2023 年）计划实施 89 个项目，重点领域就

是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不谋而合，双方对接

合作又有新动力。

5. 塔吉克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至 2030 年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

接融合亦取得一定的进展。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艾尼—彭基肯特高速公路、

瓦亚铁路项目、中塔公路、塔乌公路、哈特隆隧道、亚湾—瓦赫达特铁路隧道、

连接南北的 500 千伏输变电线路等基础设施的成功修建，不仅有力改善了塔

吉克斯坦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状况，而且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互联

互通。目前，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来源国，2018 年

中塔贸易额为 15.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 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对

塔各类投资累计近 20 亿美元，占塔吉克斯坦吸引外资总额约 30%。在塔注册

的中资企业已达 400 余家，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岗位，对推动两

国经贸务实合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　“2018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总值表”。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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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巴基斯坦与中国共建中巴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将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连接起来，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旗舰项目。走廊于 2013 年开始启动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瓜达尔港、

产业、能源为四大重点合作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能源电力领域，15 个率先达成的项目中已有 6 个建成完工，为巴基斯

坦新增3140兆瓦发电能力，极大缓解了其电力短缺问题。[1]在基础设施领域，

走廊框架下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巴基斯坦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

中段苏库尔至木尔坦段（苏木段）业已正式通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项目进

展顺利，主体部分已基本完成。E35 高速公路的一、二标段也已经通车，将

与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共同组成中巴经济走廊北段主干线。瓜达尔东湾快速路

也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有望在 2020 年完工，实现瓜达尔港与巴基斯坦公路网

的直通。瓜达尔港基础设施进一步被完善，已建成一个拥有三个 2 万吨级泊

位的多用途码头，航运功能显著提升，靠港货船频度大增。2018 年瓜达尔自

由区开园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瓜达尔博览会，标志着瓜达尔作为航运和商业

枢纽已具雏形。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动巴基斯坦每年经济增长 1%~2%，给巴

基斯坦创造了 7万个就业机会，极大造福了当地人民。[2]

（三）对接合作助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对接在助

推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活力。2018 年，中国与上海

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已达 2116 亿美元。中国与各成员国贸易商品结

构逐渐优化，机电产品和机械设备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对各成员国的投资

与承包工程成果丰硕。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对各成员国投资存量约为 852 亿

美元，中国在各成员国工程承包营业额累计达 2263 亿美元。在对接合作中，

[1]　“中巴经济走廊行稳致远”，今日中国，2018 年 9 月 5 日，http://www.chinatoday.
com.cn/zw2018/sp/201809/t20180905_800140684.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6 日）

[2]　“中国和巴基斯坦将加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8 年 9 月 10

日，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809101026316906/。（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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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各成员国之间的一大批公路、电站、管线工程成为区域示范性项目，

有利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初步形成涵盖公路、铁路、油气和通信的复合型

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拉紧了成员国间的利益纽带。

三、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具备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条件，

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障碍，影响二者协同发展。

 （一）上海合作组织缺乏融资机制

金融合作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和后盾。通过

密切的金融合作，可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

和经济结构转型。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已建立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机制，设立

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作为组织金融合作的主要平台。但是从多年发展来看，

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并未真正发挥对项目融资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松散

机构而并非一个实体。虽然部分成员国曾提出要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等融资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一

直处于设想之中。上海合作组织缺乏融资机制，融资渠道狭窄，不仅不能满

足成员国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而且也限制了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协同发展，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

（二）贸易便利化滞后阻碍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海关程序、标准一致化、营商环境、

市场准入度等方面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壁垒。比如在标准一致化方面，俄罗斯、

中亚国家基本继承苏联标准，与中国技术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在营商环境方面，

大部分成员国经过一系列改革，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在

纳税、获得信贷、跨境贸易等关键性指标方面排名仍较靠后，且在实际情况中，

大部分成员国公共服务体系滞后、政府职能部门效率低、权力寻租和官僚腐

败等问题依然突出，极大影响投资合作的开展。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

国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问题更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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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不决。上述因素造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

接合作进展缓慢，对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协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对共建“一带一路”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迄今为止，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协同发展仅存在于部分

成员国与中国双边之间，而不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也不存在具体的方

案和项目。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大部分成员国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

但亦有个别国家仍存疑虑。比如，印度就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

保留态度，不愿表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可能对上海合作组

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俄罗斯是上海合作组织主导大国之一，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

当前上海合作组织被设定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平台，

俄罗斯对这个设定也持积极态度。但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重欧亚经济联盟，

轻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将导致后者平台作用发挥有限。此外，俄罗斯主

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接更多限于双边，该联盟出于对

内部市场的保护，其长远目标并不愿与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这也是“一带

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接面临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四、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皆处于新的历史发展节点。2018

年青岛峰会为扩员后的上海合作组织下一阶段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带

一路”建设经过5年的发展，也到了承前启后的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与“一

带一路”建设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优化功能与定位，推动双方在新

发展阶段互相促进、联动发展。

（一）巩固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政治互信

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创始成员国所建立的近 18年

的政治互信水平与合作默契程度客观上有所下降，印巴、中印之间的矛盾与

纠纷也将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产生影响，各国“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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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进一步加大。2018 年 6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呼吁各成员

国“尊重各自发展道路，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换位思考增进

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促进和睦团结，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

上海合作组织应继续坚定不移弘扬“上海精神”，提升元首会晤机制作用，

巩固和扩大成员国各个层级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并对内部现有运行机

制和法律基础进行完善，推动新成员国尽快融入到组织的大家庭中。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加强，有利于“一带一路”政策沟通顺利开展。

（二）创新安全合作为“一带一路”提供稳定外部环境

若没有稳定的地区环境，“一带一路”建设就不能持续地向前发展和推

进。当前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区域安全威胁与政治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复合发

酵，对该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安全风险。未来一段时期，上海合

作组织安全合作可进一步创新强化：第一，落实峰会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9至2021年合作纲要》《2018—

2023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

约》尽快生效；第二，以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为依托，进一步深化各

成员国在打击宗教极端势力、跨国犯罪、预防地区冲突、生态环境保护、非

法移民管理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第三，建立保护合作项目安全的有效机制，

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继续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

在中亚一体化重新升温的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工作组应借

机积极开展工作，加快商签《上海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在积极落实

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议》基础上，多制定一些海关通关、检验检疫、

物流运输、标准认证、支付结算等便利化措施。从中亚国家亟需发展资金的

角度出发，可逐步推动中亚国家消除投资壁垒，降低投资准入标准，改善营

商环境。这不仅有利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也便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

[1]　“习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大范围会谈”，新华网，2018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scosummit2018/dfwht/index.htm。（上网时间：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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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该地区国家间合作。

（四）拓展“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带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

一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继续扩大货币跨境服务，包括互设本币账户结

算、建立人民币与各成员国货币的直接汇率机制、银行卡网络互联，使人民

币在更大范围内流通成为可能。二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除丝路基金、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欧亚合作基金外，还可设立专门领域的开发基金，

例如能源矿产开发基金、农业合作专项基金等，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多领域合

作项目提供多层次金融支持。

（五）加强“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建设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亚国家越来越渴望走出“大山”，意欲建立

多种通道走向海洋，加深与世界的联系。2018 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

约耶夫提出关于发展中亚交通运输体系的倡议，这与“一带一路”重点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可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作用，

共同规划，推进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中亚区域

内交通物流格局，加深中亚国家彼此间的合作，为今后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多

边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六）加快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合作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对接进展比较快，

其他对接合作进展相对滞后，这实际上也不利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应结合

各国实际需求，加强重点领域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合作方面，除尽快对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外，还宜加强在投资金融、产能、

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跨境电商等优先领域的合作，以点带面，促使二者对

接合作取得实际成果，间接地带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进入“快车道”。

【完稿时间：2019-3-2】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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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互动化和伙伴多元化等趋势。“一带一路”与非洲对接须因应这些

趋势，提高对接非洲一体化的力度与精准度，加强对非洲能力建设的支

持，尊重非洲发展的本土规划与优先事项，加强多层协调对接，适时开

展三方合作，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优势，以期将“一带一路”建

设更好地融入非洲自主发展进程，逐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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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一带

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1]2018

年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一带一路”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非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为中非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 中非发展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

[1]　“习近平：‘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 推倒重来”，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4/c_129604248.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 日）

[2]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新华网，2018 年 9 月 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5/c_1123379952.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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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对非洲关系的战略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非洲的发展大势，

尊重非洲内生性发展需求，将“一带一路”倡议融入非洲自主发展的进程中。

一、非盟《2063 年议程》及非洲发展的趋势特点

在非洲各层次的发展努力中，非盟《2063 年议程》代表了整个非洲大陆

层次的总体努力。它是当前非洲本土制定的、关于非洲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

发展的共同战略框架。《2063年议程》不仅规划未来 50年非洲的发展愿景，

而且总结了独立后数十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基本思想和具体规划体现于

2015 年 1 月非盟第 24 届峰会通过的《2063 年议程框架文件》和第一个十年

执行计划之中。它提出非洲未来 50 年的愿景是，“依靠非洲人自身力量，

建设一体化的、和平繁荣的非洲，并成为强大而积极的全球行为体”。为实

现这一长期愿景，议程提出了七大抱负、20 个具体目标及相应的行动战略，

同时分析了具体挑战、成功要素及实现议程的保障举措。结合非洲发展现实

状况及《2063年议程》相关文件，可以辨识出新世纪非洲发展的几个基本趋势。

（一）区域一体化趋势

自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来，区域一体化始终是非洲谋求发展的基本战略。

在 20 世纪 60 和 90 年代非洲先后发生的民族独立与民主化重大转型中，一

体化都是泛非主义精英自上而下做出的历史抉择。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将跨

国区域合作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路径选择，一体化也成为非洲国家自下

而上的发展需求。非盟《2063 年议程》再次重申了其一体化抱负，即追求建

立“基于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理想、政治上团结、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非洲”。[1]

最新的评估表明，非洲一体化在次区域层面正在切实推进，并呈现出次区域

差异化的特点。在非盟认可的八个次区域经济共同体中，东非共同体一体化

程度最高，然后依次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马格里

[1]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2063 Agenda Framework Document:The Africa We Want, 
September 2015, p.2,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3126-doc-framework_document_
book.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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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

场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最低。从贸易、基础设施、生

产、金融及人口自由流动等五个维度来衡量，进展最大的是贸易一体化。[1]

在大陆层面，非盟正在推进 12个泛非旗舰项目，它们构成了《2063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的基础。其中，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单一航空市场进

展最为引人瞩目。截至 2019 年 1 月底，已有 52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大陆自贸

区协定，其中 18个国家已获议会批准。[2]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有望很快进入

实施阶段。届时，非洲将拥有一个人口超过 12 亿、GDP 达到 3.3 兆美元的单

一非洲市场。[3]

（二）经济发展走廊化趋势

经济走廊源于基本运输走廊，逐步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交通走廊（硬基础

设施），配之以支持经济活动的后勤和制度（软基础设施），就形成了经济

走廊。[4] 自 2002 年北部走廊因“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而得以启动后，目前

非洲形成了 38 个经济走廊：中部非洲有 5 个，东部非洲有 10 个，北部非洲

有 3 个，南部非洲有 13 个，西部非洲有 7 个。[5]2017 年 2 月，联合国非洲

经济委员会和非洲贸易政策中心在非洲各经济走廊管理机构的协助下，专门

举行会议讨论建立非洲经济走廊管理联盟，以期有效地协调管理，提升走廊

国家间互联互通水平，加强市场联通，扩大经济规模。国际社会也纷纷参与

[1]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ex Report 2016, pp.13-17, 
https://www.uneca.org/publications/africa-regional-integration-index-report-2016.（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日）

[2]　最新数据参见https://www.tralac.org/resources/infographic/13795-status-of-afcfta-ratification.
html。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生效所需的批准国家数量为 22个。(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日）

[3]　郑青亭：“非洲大陆自贸协议近期或生效 将催生巨无霸单一市场”，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9 年 2 月 13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79424.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5 日）

[4]　Albie Hope and John Cox, Development Corridors, London: Coffe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5, pp.2-3.

[5]　African Corridor Management Allianc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Document to Support 
the Architecture of African Corridor Management Alliance, March 2017, pp.72-73, https://www.
tralac.org/images/docs/11490/acma-strategy-document-march-2017.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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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经济走廊建设中来。2017 年，世界银行斥资 6 亿美元支持东部非洲的

海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连接坦桑尼亚、布隆迪、刚果（金）、卢旺达和

乌干达五国的中央走廊。日本还明确规划了参与和支持非洲经济走廊的发展

战略计划。[1] 得益于国际社会和非洲地方对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支持，

自 2010 年以来，非洲多种形式的走廊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经济走廊已成为

非洲区域经济合作最具活力的新形式。

（三）多层互动化趋势

自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的一体化发展就呈现大陆、次区域与国家多个

层次。多层互动一直是非洲大陆追求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

一多层互动性在新世纪非洲发展现实及《2063 年议程》规划中进一步巩固

和强化。议程设立了七大抱负及其下的 20 个目标，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分为

41 个优先领域，最终表现为 161 个国家层次的具体目标。在实施议程时，每

个层次都分配以最合适的任务。国家层面，各国政府负责议程关键活动的落

实；次区域层面，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充当落实议程活动的平台，根据次区

域的情况将大陆框架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大陆层面，非盟机构尤其是非盟委

员会负责设立总的框架，并根据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信息反馈进行监督与

评估。[2] 如何增强三个层次的互动，确保各层次政策的协调一致，是实现非

洲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 20世纪 80 和 90 年代，非洲虽然在大

陆层次认可和支持社会经济转型愿景，但在国家层次，西方主导的结构调整

计划阻碍了非洲一体化发展。很多非洲政府实施的是不同于大陆战略的政策

路线，这为非洲提供了重要教训。《2063 年议程》特别强调有力的政治领导，

以确保大陆计划和承诺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得到有效遵从执行。

（四）自主意识上升与本土化趋势

一是，非洲制定发展规划的自主意识上升。一方面表现为非洲整体战略

意识的增强。在诸多涉非全球发展议题上，非洲开始形成大陆共同立场。比如，

[1]　Japan Brand ODA, Corridor Development Approach, January 2016, https://www.jica.go.jp/
english/publications/brochures/c8h0vm0000avs7w2-att/japan_brand_07.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0日）

[2]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2063 Agenda Framework Document: The Africa We Want,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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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谈判时，非洲都出台了

共同立场文件。另一方面是非盟制定《2063 年议程》的自主意识。该议程对

非洲利益相关者（包括散居海外的非洲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谘商，在制定

愿景时强调“一体化、和平繁荣的非洲愿景”必须建立于非洲自身力量的基

础之上。二是，非洲执行发展规划的自主意识强烈。这集中体现在发展融资

战略上，发展融资问题一直是非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在国家层面，越

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努力寻求加强国内税收汲取和管理，以满足大部分融资需

求。在次区域层次，马格里布联盟的新投资银行、西共体的投资与发展银行、

中共体发展银行、东非发展银行等在地区融资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东南非共

同市场推动建立了非洲贸易保险公司，西共体正在规划建立西共体投资担保

机构。在大陆层面，旨在以国内资源促进非洲基础设施优先项目融资的“非

洲 50 年基金”可能成为非洲发展融资进程的关键里程碑。非盟批准的非洲信

用担保机构 (ACGA) 和非洲投资银行是非洲大陆的两个主要发展融资工具。[1]

三是，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资源能源等行业的本土化趋势加快。近年来，非

洲相关国家在资源能源开发领域纷纷出台内容更加严苛的本土化法案，伸张

其自主权与主导地位。[2]

（五）伙伴关系多元化趋势

外部伙伴关系是非洲谋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后非洲主要关注西

方传统发展伙伴，伙伴关系结构是西方主导的相对单一化结构。2001 年“非

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伊始，非洲就决定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重建伙伴关系。[3]

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土耳其、韩国、阿

盟国家和巴西纷纷加入对非发展合作事业，改变了非洲的国际贸易体系、投

资体系、援助体系的结构，使之呈现多元化趋势。以非洲当前的发展融资为例，

[1]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2063 Agenda Framework Document: The Africa We Want, 
pp.84-85.

[2]　周术情：“非洲油气开发主体意识与中非能源合作”，《西亚非洲》2010年第 8期，

第 62-68 页。

[3]　OAU,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October 2001, pp.52-53, http://
www.dirco.gov.za/au.nepad/nepad.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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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融资者不仅有传统的西方国家和组织，还有新兴国家和其他行为体，

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薄荷国家墨西哥、印尼、

土耳其，以及中东石油富集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等。[1] 而且，非盟在主观上不

再过分强调西方伙伴，而是更加理性务实平衡地看待传统与新兴发展伙伴。

非盟重点强调的五大伙伴不仅包括欧盟、美国、日本，还包括中国与印度。

非盟还在考虑制定一个伙伴关系战略，以充分发挥各伙伴对非洲发展的价值

与潜力。在这一战略中，与非洲发展议程的一致性、财政承诺大小、在各领

域的潜力将成为非洲管理与深化伙伴关系的主要标准。[2]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发展对接的新进展

自 2013 年提出至今，“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的对接经历了一个从先

行先试到战略性对接的演化过程。从 2013 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的这段时间可视为“一带一路”在

非洲的先行先试阶段。[3] 该阶段中国形成了“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针、

正确的义利观原则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提出了“三网一化”

规划框架，确立了产能合作示范国家，并且扎实推进了相关具体项目的对接。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提出，“双方将积极探讨‘一带一路’

与非洲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相对接”，标志着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开始进

入战略对接的新阶段。三年多来主要进展可以大致概述如下：

（一）“一带一路”对接非洲的关键问题得以明确

与“一带一路”规划初期非洲定位模糊相比，2016 年以来非洲在“一带

[1]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2063 Agenda Framework Document: The Africa We Want, p.81.
[2]　Ibid., p.118.
[3]　赵晨光：“从先行先试到战略对接：论‘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推进”，《国际论坛》

2017年第 7期，第47-53页；刘青建：“中非合作发展的先导作用与‘一带一路’倡议”，《当

代世界》2018 年第 6 期，第 68-71 页；张洁娴：“中外学者谈中非合作：‘三网一化’是非

洲版‘一带一路’”，人民网，2015 年 9 月 1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 0911/
c1002-27569764-2.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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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地位日益明确。2016 年 9 月，时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指出，

非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1]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 2017 年

新年访非时表示，中国与非洲国家尤其是非洲东海岸国家就“一带一路”建

设进行对接和探讨，取得了积极进展。[2]2017 年 5 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发布的官方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关键伙伴。[3] 2018 年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列为重要主题。会上通过的宣言指出，非洲是“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

是重要参与方，中非双方一致同意将“一带一路”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非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加强“五通”，

促进双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宣言还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共建“一

带一路”的主要平台。[4] 这不仅阐明了“一带一路”对接非洲的战略层次，

还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商讨推进的机制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将在

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承担起这一旨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使命。

（二）正式参与“一带一路”对接的非洲国家数量剧增

与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是中国在非洲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基

础层次。先行先试期，中国选择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刚果（布）

作为产能合作示范国家。战略对接初期，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文件的

非洲国家只有埃及和南非。随着“一带一路”示范国家的效应显现，加之非

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进一步了解，到 2018 年 7 月，又有苏丹、马达加斯

加、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塞内加尔和卢旺达 7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1]　“非洲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16年 9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zflt/chn/zxxx/t1393977.htm。（上

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0 日）

[2]　“王毅：欢迎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外交部网站，2017 年 1 月 8 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428901.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0 日）

[3]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贡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网站，2017 年 5 月，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705/ 
201705161046039.pdf。（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5 日）

[4]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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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南非、莫桑比克、刚果（布）、安哥拉、尼日利亚、加纳和喀麦

隆 13 个国家签署了国际产能合作框架协议。[1] 2018 年 9 月初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期间，又有 28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这样

一来，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文件的非洲国家已增至 37 个。这将使中国

与非洲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借力“一带一路”，从而进一步走深走实走远。

（三）项目对接进展迅猛

项目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抓手。至2018年6月，在“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中非双方已达成 39 个重大合作项目，涉及铁路、公路、港口和

水电站等 17类领域。[2] 而且很多项目都在迅速推进，蒙内铁路、亚吉铁路、

吉布提港、多哥洛美港和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等一大批由中方投资和承建

的项目相继建成或正在建设。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

与埃及、南非、加纳、科特迪瓦签署了《关于推动产能合作重点项目的谅解

备忘录》，共涉及 42 个产能合作重点项目。其中，埃及哈姆拉维清洁燃煤电

站、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二期等重点项目正式签署了商务合同。峰会期间，

对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有关国家签署了吉布提老港

改造、加蓬让蒂尔深水港、科特迪瓦阿比让国际机场扩建等项目的谅解备忘

录。[3]在推进产能合作过程中，国家发改委还协调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

工商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建立了“三行一保”融资机制，实现了中

方金融机构抱团出海，更好地为项目合作提供融资服务。 

（四）分领域机制化对接成效显著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各种分论坛应需而生。至今，已有涉及农业、

[1]　姚桂梅：“中非合作论坛引领非洲‘一带一路’建设”，央视网，2018年 8月 29日，

http://opinion.cctv.com/2018/08/29/ARTI4EwN0QAovV8YvnwQozDn180829.shtml。（上网时间：

2018 年 10月 7日）

[2]　马朝旭：“全面落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成果 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人民网，2018年6月 1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614/c1002-30057911.html。（上

网时间：2019 年 2月 16 日）

[3]　韩鑫：“中非加速产能与投资合作 对非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拓展”，人民网，2018

年 9月 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18/0909/c1004-30281279.html。（上网时间：

2018 年 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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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金融、文化、智库、青年、妇女、民间、媒体和地方政府等不

同领域的分论坛每年定期举行会议，在各具体领域开展中非间对话讨论，为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和动力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计划（2019—2021 年）》指出，还将共同推进设立新的分论坛或推动已有分

论坛机制化，以丰富中非间各领域合作。这些分论坛在各个具体领域的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对非投资论坛为例，作为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的成果，

该论坛于 2015 年启动，至今已举办四届，每届论坛都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

2018年9月召开的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期间，中非之间签署了16个项目协议，

涉及农业、工业、能源、园区建设和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投资合作意向金

额达 13.71 亿美元。[1] 论坛还启动了对非投资智库联盟，为非洲发展提供知

识对接平台，针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瓶颈提供解决方案。

（五）对接合作规模和深度不断提升

从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来看，2016 年至 2018 年 8 月，中非贸易额累

计超过 4000 亿美元，中国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对非直

接投资额累计超过 80 亿美元，非洲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新兴投资目的地；中

国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超过 2000 亿美元，非洲稳居中国第二大海

外承包工程市场。[2]“一带一路”对接非洲不仅体现在量的扩张上，还体现

为质的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投资形式和

主体日益多元，投资方式除了独资、合资以外，还有参股、并购。除了国有

企业以外，民营企业对非投资也快速增长，已成为对非投资的生力军。中非“一

带一路”合作走向深化的一个体现是，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已开始超

越投资或工程参与的初级阶段，逐步走向投建营一体化模式，真正成为非洲

发展的利益攸关方。合作深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中非经贸合作区在非洲的

迅速发展。自 2008 年商务部批准备案在非洲成立 7个经贸区以来，中方已在

[1]　匡滢：“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在长沙召开”，人民网，2018 年 9 月 6 日，http://hn. 
people.com.cn/n2/2018/0906/c195194-32024812.html。（上网时间：2018年 10月 7日）

[2]　钟山：“携手开启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新征程”，《人民日报》2018年 8月 31日，

第 10 版，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831/c1003-30262391.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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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非洲国家投资建设了 25 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 60 亿美元。[1]2015

年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态势良好，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成 , 招商引

资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入驻园区，社会经济效益初步显

现。[2]

三、深化对接的路径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新世纪以来，非洲经济

发展的良好表现、总体趋稳的安全局势、巨大的人口红利、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全球人口流动及新工业革命等利好因素，使非洲发展前景可期。而中非双方

在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高度互补性为中非“一带一路”对接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中非合作也面临严峻的风险压力。非洲国家外债

率普遍上升，[3] 本币贬值加速，经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恐怖主义威胁局部

常态化，大国竞争加剧等构成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得不面对的另一背

景。[4] 如何抓住机遇，妥善管控风险，将合作潜力转化为中非合作的可持续

动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项战略课题。未来推进中非“一带一路”建设应

在以往中非合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考量非洲发展的趋势特点，切实将“一

带一路”建设融入非洲自主发展的进程。具体而言，中非“一带一路”合作

可从以下路径予以深耕细作。

[1]　“商务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中国证券网，2018

年 9 月 3 日，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809-4267654.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日）

[2]　黄玉沛：“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

第 116 页。

[3]　据非洲发展银行统计，非洲国家政府外债占 GDP 的平均比率 2017 年达到了 53%，

较 2008 年增加近一倍，其中佛得角、刚果、埃及、厄立特里亚、莫桑比克和苏丹等 6 个国

家的该比率超过 10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16 个非洲国家列为债务高风险困境国家。参见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9, January 2019, pp.18-19, https://www.
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2019AE O/AEO_2019-EN.pdf。（上网时

间：2019 年 2月 1日）

[4]　姚桂梅：“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进展、风险与前景”，《当代世界》2018年第

10 期，第 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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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跟非洲一体化形势，提高与非洲一体化对接的力度和精准度

支持非洲一体化一直是中国对非战略的方向之一，但在政策落实层面的

力度与精准度存在不足，表现在两点：重视大陆层面的非盟而相对轻视了次

区域层面的经济共同体组织，比如，与非盟启动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

划》，但次区域层面几乎没有任何具体计划；重视国别对接而相对忽视十分

活跃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和经济发展走廊。这与非洲发展的多层互动化新

态势不相符。事实上，非洲次区域组织是当前非洲相邻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最

积极、有效的基本单元。它们既是非洲大陆一体化的依托与基础，又是直接

影响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安排的重要区域因素，在动员和整合本地区力量方面

常有非凡之举。[1] 为此，我们有必要适时强化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对接水平，

积极推进与次区域组织合作关系，建设和强化企业在非的区域合作网络；安

排专题讨论会增进中国与次区域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双方合作对接发现

潜在的机遇；积极推进与非洲经济走廊的对接策略，对非洲经济走廊进行专

题研究，摸清众多发展走廊的发展度、成熟度、前景及存在问题，与非洲经

济走廊管理联盟建立制度化联系，将中国在非洲经贸区发展规划、基础设施

投资与非洲经济走廊相结合。   

（二）充分发挥中非合作论坛的作用，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机

制保障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中非合作的有效机制平台，引领

国际对非合作迈向更加公正、合理与互利共赢的方向。中非合作论坛之所以

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它所体现的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

密切的双向互动特征，以及中非双方对合作的强烈政治意愿。[2] 中非合作论

坛的机制特征与“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基本理念是一致的。2018 年 9

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已明确将论坛机制确定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1]　范集湘：“发挥中央企业在对非整体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公共外交通讯》2010

年春季号，第 88页。

[2]　周玉渊：“地区间主义的两种形式：基于欧盟与中国对非地区间合作经验的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 7期，第 3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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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平台。充分发挥中非合作论坛的作用，无疑构成了中非“一带一路”

合作的基本战略选择。可通过以下努力，进一步发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优

势：一是提高中非合作论坛的开放性和代表性，鼓励更多的中非双方利益相

关者参与论坛的谘商进程。尤其鼓励次区域组织在区域发展重点和整合方面

提出计划，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具体项目设计。二是设立新的分论坛或将已有

分论坛机制化，为推进中非之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提供机制保障。2018 年 9 月已增设了中非民营经济论坛，可考虑根

据中非合作的现实需求增设相关领域和不同主体的分论坛，为具体领域合作

提供动力与支持。三是制定《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行动规划》。当前

三年为一个周期的行动计划合作模式在长期性和战略性方面有所欠缺，可考

虑制定一个为期 10 年或更长周期的战略计划，在中非合作的各个领域进行总

体谋划，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10年执行计划相呼应，以便为推进中非“一

带一路”对接提供战略指导。

（三）坚持尊重非洲自主权，加大与非洲能力建设和本土规划倡议对接

尊重非洲自主权一向是中国的政策特色与优势，也是中非合作取得巨大

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在非洲追求更多自主权与本土化趋势背景下，中方可

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坚持并扩展这一经验。一是加大对非洲能力建设的对接

支持。能力建设处于非洲经济转型的核心位置，北京峰会提出的八大行动计

划中特别提出了能力建设行动。[1] 具体操作层面，应支持非盟与“非洲发展

新伙伴计划”的“能力开发战略框架”的实施，加大非洲人力资源培训力度，

鼓励与支持非洲各个层次的本土融资动员倡议，加强对非洲国家、次区域组

织和非盟的制度能力的支持。鉴于青年与妇女是非洲能力开发的重点，还应

该在各个层次增加对非洲的青年和妇女赋权运动的支持。二是对接非洲发展

的优先事项与本土规划。非洲的优先事项包括工业化与技术转让、非洲内部

贸易、中小微企业发展、直接投资和财政资源动员等。[2] 非洲发展本土议程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在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讲话”，新华网，2018年 9月 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29946128.
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2]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2063 Agenda Framework Document: The Africa We Want,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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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态势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在大陆层次即体现为非盟《2063 年议程》、大陆层面的 12 个旗舰项目以及

其他各类行业项目，包括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非洲农业发展综

合计划（CAADP）、非洲矿业愿景、非洲治理架构、非洲水资源愿景等。在次

区域层面即体现为非洲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规划和其他各类区域或跨区

域经济合作，在国家层面则是非洲各种国家发展战略。中方需将“一带一路”

建设融入到各层次的非洲发展本土规划框架中，切实满足非洲发展需求。

（四）鼓励和支持其他各类行为体参与“一带一路”合作

尽管非洲一体化是国家或国家间组织主导的进程，但中非双方的地方政

府、私营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近年来日益

成为中非合作的活跃力量。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例如，

非洲地方政府更熟悉地方情况，能影响地方力量，为地方商业发展提供必要

资源和条件，解决合作项目在地方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1] 非政府组织和工

会在很多非洲国家都十分发达，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席位，它们往往扮演

监督者、批评者和维权者角色，对中非关系舆论具有关键性影响。有些非政

府组织在社区发展或援助等发展领域甚至也是实际执行者。中国方面，非国

家行为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民营企业在对非投资中已成为重要生力军，它

们具有市场灵敏度高、决策效率高、适应性强等特点。“一带一路”合作需

要进一步释放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能量和潜力。第一，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

的主动性和首创性。可调动我国地方政府外事、外经、外宣机制，充分释放

地方政府在中非合作中的先行先试和外交补位作用。同时在对非合作中将非

洲地方政府纳入企业决策、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营的重点考虑范畴。第二，加

大与非洲公民社会、工会等组织的对话接触。这对于应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存

在的问题，打造全球现代企业，塑造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非

洲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2] 同时，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各类民间组织参与对非

交流合作，鼓励其在中非民心相通工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第三，在坚持对民

[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7, June 13, 2017, pp.195-197,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AEO_2017_Report_Full_
English.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5日）

[2]　王学军：“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西亚非洲》2009年第 8期，第5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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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指导和监督的同时，加强为其走进非洲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务。

（五）推进落实中非“一带一路”对接的多层协同和三方合作

所谓多层协同，即在推进中非“一带一路”对接时，将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三个层次的对接

相协调，协同一致，形成合力。中国与非洲各国的双边对接合作是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的基点，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非盟《2063 年议程》

的协调对接则有助于推进国家层次的对接合作。在全球层面与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担忧，

在全球发展治理中争取话语权，强化中非合作对南南合作的示范引领效应。

在大陆层面与非盟《2063 年议程》的整体对接，可以为国家层次中非对接创

造有利的宏观环境。三者虽然层次不同，但可持续发展是各层次对接的共同

最终目标。中非对接须兼顾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

在非洲发展伙伴关系多元化的趋势背景下，三方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多赢，

提升非洲发展的效率效益。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中西方在非洲的分歧较大

等背景下，中西方在战略层次协调合作可能难度较大，但在具体项目层次，

可考虑根据各方比较优势，开展三方合作运营，扩大利益相关方，降低风险

成本。比如，英法等欧洲国家与非洲有更深的历史文化特殊关系，在处理与

非洲相关国家内部关系时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在进行项目投资时，可考虑与

非洲政府、西方国家的企业联合经营。并且，中国可在战略和项目层次重点

推进金砖机制框架下的三边合作，发扬亚非团结的历史传统，推进中非共建“一

带一路”进程。 

【完稿日期：2019-3-5】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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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路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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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促进中拉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既

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多元化和产业链整合提供了机遇，也对提升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价值。中拉推进该领域合作

建立在中国数字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并强调普惠性发展原则、双方关系转

型升级与“一带一路”建设向拉美延伸的基础之上。当前中拉数字经济

合作也面临着双方战略和法规差异、拉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拉美

政治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挑战。今后，中拉可以从进一步做好顶层

设计、加大双方在 ICT 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提升拉美数字

素养培养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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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经济 [2]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引起世界各国广泛重视。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杨剑研究员的启发和建议，在修改过程中获得了《国际问题

研究》编辑老师的修改建议，作者在此由衷表示感谢。

[1]　数字经济尚未形成统一表述，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其定

义如下：“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

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

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

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

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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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首倡共建“数

字丝绸之路”，呼吁各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

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1]随着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简称“拉

美”）国家《“一带一路”特别声明》的发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向拉

美延伸，双方将在该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共建“数字丝绸

之路”。当前，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及时对双方数

字合作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对“数字丝绸之路”行稳致远颇有现实意义。

一、拉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挑战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发布的《2018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数字议程监测》报告，拉美国家在数字应用方面取得了

很大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类挑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拉美各国虽已加大对科技创新公司的扶持，但其数量和质量仍差

强人意。该地区的大多数公司仍然停留在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的基本使用层面（计算机和互联网），

很少有企业能对 ICT 进行更为复杂的运用，诸如可增加企业价值和提高生产

力等方面的应用。[2] 拉美地区的电子商务活动发展也仍较为迟缓。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UNCTAD）B2C电子商务指数显示，拉美地区的得分仅为 47分，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4 分）。其中，个人支付账户拥有率和邮递服务两项指

标是阻碍拉美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3]

第二，ICT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阻碍拉美电子政务发展的主要因素。

[1]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5 月 15 日，第 03 版。

[2]　CEPAL, “Monitoreo de la Agenda Digital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LAC2018,” 
Santiago, Chile, Abril de 2018, pp.27-29.

[3]　UNCTAD B2C E-COMMERCE INDEX 2017, UNCTAD Technical Notes on ICT for 
Development, N°9, October 2017,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tn_unctad_ict4d09_
en.pdf.（上网时间：2018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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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2016 年）[1]，拉美整体处于电子政务发展指

数（EGDI）的中高端位置，但是尚无一国处于极高EGDI值（大于0.75）的序列。

2014—2016 年，拉美地区的得分从 0.49 上升至 0.51。除了海地（低于 0.25）

之外，其他国家均处于中、高分值区间内。在这一时期，拉美的在线服务方

面取得了缓慢进展，而 ICT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落后是制约拉美电子政务发

展的最大障碍。[2]

第三，拉美在数字治理方面虽取得一定进步，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不足。

例如，拉美在地区和次地区层面的应急减灾合作已对 ICT 有所应用，但在为

决策提供全面信息、向弱势群体提供即时信息等方面仍挑战不小。拉美多国

推动 ICT 应用于教育领域并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应用创新、教育资源共享和

数字文化交流等方面仍颇为落后。[3]

此外，拉美国家要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地区内各国之间以及本国内

部的数字鸿沟也仍然需要长时间不懈努力。首先，拉美国家 2014 年在 ICT 领

域的消费金额约为 1330 亿美元，但其中用于购买硬件设施的费用占到 63%，

用于购买软件和 ICT 服务的费用分别只占 16% 和 21%。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

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例如美国硬件设备基础较好，其在 ICT 方面的大部

分支出都用于购买软件和服务。[4] 其次，从宽带服务的质量来看，拉美各国

与世界领先国家之间亦存较大差距。一方面，拉美宽带质量最高的两个国家

只有 15% 地区的带宽高于 15Mbps，而最差的国家仅有 0.2%。与之形成鲜明对

[1]　2001 年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已针对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状况发布了 9 份调查报告，自 2008 年始每两

年一份。该报告创立了一个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作为衡量全球电子政务排名的主要依据，

分为极高 EGDI 值（大于 0.75）、高 EGDI 值（0.50-0.75）、中等 EGDI 值（0.25-0.50）以及

低 EGDI 值（小于 0.25）等四个类别。

[2]　CEPAL, “Monitoreo de la Agenda Digital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LAC2018,” 
pp.37-39.

[3]　Ibid., pp.45-54.
[4]　CEPAL, “La Nueva Revolución Digital: La Revolución Digital de la Internet del Consumo 

a la Internet de la Producción,” Santiago, Chile, Julio de 2015,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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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是，全球最先进的 10 个国家 50% 以上用户的带宽都高于 15Mbps。[1] 另

一方面，在拉美国家使用家庭宽带连接互联网仍然不易，受制于经济条件和

地理位置等因素，仅一半家庭能享受此项服务。[2]

综上，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应用和缩小数字鸿沟，拉美国家须要加大在

ICT 基础设施领域、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制定和完善本国数字

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弥补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不足。当前，

中国正在发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潜力，共同建

设“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是 ICT 快速发展和数字经济重要性

不断提升的产物，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路径。相对于拉美国家，

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可向中拉数字经济

发展合作提供巨大支持。 

二、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是双赢和多赢的选择

当前，中国和拉美各国都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视为实现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而发展数字经济正是其中的重要驱动力。促进中拉

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有利于各自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也有利于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整合和多元化发展。具体来看，

其价值体现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利于促进中拉经贸合作多元化和产业链整合。首先，数字经济

的发展为中拉经贸合作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平台。2012 年以来，在大宗

产品价格下降和中国市场需求结构性调整的共同作用下，中拉贸易自 2014 年

达到 2636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优化中拉贸

易结构、促进双方贸易多元化的紧迫性进一步提升。2015 年 1 月，中拉双方

共同制定并发布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指出，

[1]　Edwin Fernando Rojas, y Laura Poveda, “Estado de la banda anch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7,” CEPAL, Santiago, Chile, Marzo de 2018, p.5.

[2]　CEPAL, “Monitoreo de la Agenda Digital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LAC2018,”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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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要“在保持传统贸易基础上加强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合作，促进贸易平

衡发展”。[1] 当前中拉贸易仍然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特征，即中国主要向拉美

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虽然大部分拉美国家对华贸易处于逆差，

但是对中国农牧业产品出口已成为该地区国家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2016 年

双方在该领域的贸易额接近 230 亿美元。[2]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中产

阶层的持续扩大，中国对高品质农牧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中拉在该领

域的贸易合作具有很大潜力。中拉跨境电商的发展无疑将为更多拉美特色商

品和高附加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便利。

其次，拉美国家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战略为中国 ICT 企业开拓拉美市场以

及促进双方产业链融合提供了机遇。外国直接投资既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融

资渠道，也是实现技术转让、实现跨国产业链整合以及掌握新的商业模式和

管理运行体系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生产力效率的重要方式。近几年来，在宏

观经济和政策前景不明确等因素的影响下，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出

现了连续五年下滑，2016 年同比减少 14%。[3]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拉美的直

接投资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有助于其缓解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压力。中

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正在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中国企业对拉美矿业和

能源等方面投资的比例在减少，而对电信、不动产、食品和可再生能源等领

域的投资兴趣在不断提高。[4] 拉美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中国

不断加大对拉美包括 ICT 在内的各领域投资，将给拉美国家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带来积极影响。

最后，中拉金融合作将为拉美 ICT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ICT 基

[1]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中国—拉共体论坛网站，

2015 年 1 月 21 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t1230230.htm。（上网时间：2018

年 3月 25 日）

[2]　CEPAL, Explorando nuevos espacios de cooperación entr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Santiago, Chile, Enero de 2018, pp. 40-43.

[3]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Geneva, 
2017, pp.57-59.

[4]　CEPAL, Explorando nuevos espacios de cooperación entr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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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落后是困扰拉美数字经济发展和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包括通信

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该地区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2002—2012

年，该地区各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平均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7%，其中 ICT 基础设施的平均投入仅约占 GDP 的 0.5%。[1] 为了满足 ICT 基

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拉美各国必须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力度，通过多渠道融

资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金融合作是推动中拉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三大

引擎之一，中国充沛的外汇储备为实现中拉资金融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近几年来，

数字经济虽然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但相应的国际规则制定却处于相对迟

缓的状态。数字经济发展在打破了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的同时，急需

形成相应的国内和国际规则去引导它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尤有必要在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数据的安全和保护以及信息网络的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开

展国际合作，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规则。

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发达经济体在 ICT、资本和人才方面具有先天的

领先优势，已成为该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其参与

和引领制定的相关规则主要为维护其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例，其

近年来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程特点有三：第一，率先提出体现自身优势

的数字贸易定义，把美国在这一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大部分业态囊括其中；

第二，利用美国主导的经贸谈判，力推以电子商务章节下的独立条款规定数

字贸易规则；第三，以美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商业利益为优先，为维护美国

优势地位而量身定制相关规则条款。[2]

发展中国家只有尽早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才能切实维护自身

利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需要积极参与

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中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

[1]　Boletín FAL, “La brecha de inversión en infraestructura 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Número 
4 / 2014,  N°332, p.5,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7286/Bolet%C3%ADn+ 
FAL+332_es.pdf?sequence=4.（上网时间：2018 年 4 月 1 日）

[2]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新动向值得关注”，2016 年 5 月 10 日，

http://zys.mofcom.gov.cn/article/d/201605/20160501315050.shtml。（上网时间：2018年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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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不仅有利于释放数字红利，也有利于发掘双方在数字贸易和网络空

间治理中的共同利益。

三、中拉数字合作战略对接的可行性

中拉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既得益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

所秉持的普惠性发展原则，也根植于十八大以来中拉关系全方位、多层次良

性互动态势，其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也符合中拉双方现实需求。

首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并坚持普惠性原则，这有利于中

拉在该领域推进合作。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

展报告（2017 年）》，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7.2 万亿，同比增长

20.3%，GDP 占比达到 32.9%，其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中国

信息消费规模的增速是本国最终消费增速的 2 倍左右，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居

全球首位。中国网信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全球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已有

7 家互联网企业的市值跻身全球 20 强。[1] 在取得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巨大成功

的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打造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让

更多国家能够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2016 年 9 月在杭州举办的二十

国集团（G20）峰会发布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国外交部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7年 3月共同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

在分析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

的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以及行动计划。[2]

其次，推动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伴随着中拉关系的转

型升级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水到渠成之举。中拉在 ICT 领域的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 年）》，2018 年 5月 9日，

http://www.cac.gov.cn/2018-05/09/c_1122794507.htm。（上网时间：2018年 11月 5日）

[2]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明确指出：“中国秉持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理念，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合作和普惠原则，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

济发展。”参见外交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2017年 3月1日，

http://www.cac.gov.cn/2017-03/01/c_1120552617.htm。（上网时间：2018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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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与巴西于 1988 年 7 月签订联合研制地球资

源卫星协议，两国合作成为高科技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此后，中国与阿根

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其他国家也在卫星通信领域开展合作，并取得良好成绩。[1]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 ICT 行业的快速发展，中拉在该领域的合作也不

断深化，逐渐成为双方提升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

发展报告（2017）》中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在拉美信息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存量为 380.2 亿美元，占中国对该地区直接投资

存量的 18.4%。[2] 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科技巨头在拉美通信设备制造业和

通信服务业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提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效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拉美各国对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 • 马克里和智利总统米

歇尔 • 巴切莱特以及近 20 位拉美国家政要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参加了 2017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 年 1 月，在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

论坛”）通过并发表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拉美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的地位进一步明确。

作为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抓手，“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将进

一步拉近中拉关系，促进中拉经贸、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合作的便利化，

以及共同分享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

四、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障碍与挑战

当前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助推“一带一路”向拉美延

伸及中拉关系转型升级过程中仍然面临众多障碍与挑战。前文已述拉美地区

数字应用发展的不足，其对中拉数字贸易合作亦有不利影响。仅就中拉数字

[1]　齐传钧：“中拉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的现状与展望”，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发展报告（2008—2009）：拉丁美洲的能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75页。

[2]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7）》，2018 年 2月 22 日，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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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而言，挑战因素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政策和法规差异可能影响中拉数字合作发展。一方面，与全球数

字经济发展的现状类似，虽然中国和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已经开始制定和实施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但其内容大多针对本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能力

提升，较少涉及跨国或跨地区的互联互通等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数字

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快于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仍处于

各方博弈阶段，各国在涉及跨境电子商务和数据流动、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

等相关领域的规则制定存在较大分歧，这将给跨国数字贸易和投资带来障碍。

第二，拉美 ICT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掣肘中拉数字合作。“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的前提就是实现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形成正真意义上

的互联互通。[1] 从拉美地区内部看，当前拉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相对

落后且国家间、城乡间和贫富家庭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2] 这一现状虽然为

中拉在该领域开展合作带来了机遇，但从总体上看既不利于拉美国家的转型

发展，也不利于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全面开展。此外，中国与拉美地区之间

的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明显滞后，这同样不利于深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海

底光缆是全球通信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已成为中国与全球连接最重要的方式。

目前，从中国出发的海底光缆可以直接通达亚洲沿海地区、北美洲、欧洲和

非洲，但与南美洲的连接仍需通过转接才能实现。[3] 随着中国与拉美交往的

日益密切，以及中国互联网企业不断拓展拉美市场，中拉互联网流量将不断

提升，对于实现数字互联互通的需求将日益紧迫。

第三，拉美政治和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或将阻碍中拉数字合作。从政

治因素方面看，近几年来拉美左翼和右翼政党间的斗争更趋激烈，传统政党

影响力不断下降，社会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凸显，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

战》，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年，第 63 页。

[2] 张勇：“拉丁美洲信息经济发展研究”，《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6 月第 3期，第 8-9 页。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国际光缆互联互通白皮书（2018 年）》，2018 年 8月，

第 1页、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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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拉共体”）为代表的地区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中拉双方数字经济合作

难免受到拉美国家和地区政局变动影响。[1] 从经济因素方面看，虽然 2017 年

拉美地区经济出现了触底回升迹象，但从2018年高开低走的经济增长表现看，

拉美地区要摆脱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仍面临众多

挑战。拉美经委会一份近期报告认为，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发达国

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活力减弱、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地区内国家受

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融资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9 年拉美地区

经济增速预计为 1.7%，比 2018 年 10 月公布的增速降低了 0.1%。[2] 鉴此，在

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走向日趋复杂多变，

这无疑会给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带来不小挑战。

五、推进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拉进行数字经济合作，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虽为双方实现多层次

和多元化的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了机遇，但也应正视存在的困难和阻碍，并寻

求解决之道。中拉可结合“一带一路”所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以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为依托，进行数字经济发展的项目整合和战略

对接，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合作。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通过

磋商和谈判等方式制定或细化符合双方利益的规则，并逐渐使其融入全球数

字经济治理的框架体系之中。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拉数字化战略和相关法规对接。从

第二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和《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

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等纲领性文件中可以看出，信息技

术和数字经济已成为中拉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通过出台《国家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课题组：“‘一带一路’视角下提升中拉合作

的战略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18 年 6 月第 3期，第 16 页。

[2]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8, Enero 
de 2019, pp.97-98,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4326/141/S1801219_es.pdf.
（上网时间：2019 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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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以及《网络空间国

际合作战略》等指导性文件，不断完善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

顶层设计。拉美国家于 2018 年 3 月召开第六届拉美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通

过了第六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数字议程》。该议程确立了拉美地区 2018—

2020 年数字议程的 7 大领域（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

地区数字市场、数字政务、文化融合与数字技能、新兴可持续发展技术以及

信息社会治理）以及 30个行动目标。[1] 中拉实现数字化战略对接，是推动双

方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步骤。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对于迫切希望调整经济结构、重塑发展模

式以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拉美国家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国与拉

美各国政府可以进一步深挖双方数字议程中的利益契合之处，探讨双方在信

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逐步制定符合双方利益的数

字化合作议程。

第二，进一步加强在 ICT 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一方面，除继续加强中

拉在卫星通信领域的合作外，双方可以进一步加快跨太平洋海底光缆铺设的

可行性研究。智利政府已开始就跨太平洋海底光缆项目开展路线和可行性前

期研究，也在寻求合作伙伴和融资支持，其方案之一是铺设由上海到智利的

总长为 22800 公里、投资额约为 5 亿美元的海底光缆。[2]2017 年，华为根据

协议就该项目向智利政府递交了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估算的前期研究方案。中

智跨太平洋海底光缆项目如能最终实施，将对实现智利及南美各国与亚太国

家间的信息互联互通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大中拉在 ICT 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的技术和融资合作。中国在 ICT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华为、中

兴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它们不仅已成为拉美通信技术和终端市场主要的产品

[1]　CEPAL, “Agenda Digital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LAC2020),” Sexta 
Conferencia Ministerial sobre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artagena 
de Indias (Colombia), 18 a 20 de Abril de 2018. 

[2]　Nicolás Larocca, “Chile analiza opciones para conectarse con Asia a través de un cable 
submarino,” 31 de Julio, https://www.telesemana.com/blog/2018/07/31/chile-analiza-opciones-para-
conectarse-con-asia-a-traves-de-un-cable-submarino/.（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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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供应商，而且还通过与欧洲电信运营商合作的方式开始参与拉美地区

新一代网络构建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今后，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信息技术

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鼓励它们为当地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撑。

此外，中国也可以利用自身参与或主导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设立的专项贷

款和合作基金以及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为拉美 ICT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灵活

多样的融资支持。

第三，积极加强数字贸易合作，为推进中拉贸易多元化和共享数字经济

红利提供更多便利。一方面，积极利用跨境电商，推动中拉贸易多元化。正

如马云所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化只让少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企业收益，

而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让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和年轻人都受益。[1] 中拉双方

可以利用淘宝网等电商平台，为双方商品打开对方市场提供更为便捷和多元

化的渠道。另一方面，中拉双方可以进一步加大在提高数字能力建设方面的

合作。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服务能力优势，在为拉美信息基础设

施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数字素养培养方面的投入。华为

在这方面已有较成功的经验，其不仅通过设立在巴西圣保罗州坎比纳斯市的

研发和培训中心每年培训超过 2000 名 ICT 人才，而且还通过与巴西高校及科

研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网络技术学院以及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合作，对当

地的税收、就业、人才培养和技术水平提升等贡献巨大。[2]

【完稿日期：2019-2-25】

【责任编辑：曹  群】

[1]　“掀拉美旋风之前，马云已在升级当地电商基础设施”，环球网，2017 年 5月 7日，

http://tech.huanqiu.com/internet/2017-05/10610869.html?referer=huanqiu。（上网时间：2018 年 3

月 28 日）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华为的巴西品牌之路”，新华网，2015年5月2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5-05/02/c_1115156051.htm。（上网时间：2018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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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先”“购买美国、雇用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在世界处于百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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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义升温，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

贸易组织（WTO）让美国“吃亏”的现状必须改变，欲通过威胁施压、聚焦多

边谈判、引领下一代多边贸易规则设计、协调与主要盟国立场、以极端态度

对华屡屡发难等手段，以“不破不立”的方式推动 WTO 改革，重塑保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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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地位、保障“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实施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新掌控全

球经济治理变革趋势。美国我行我素的做法势必侵蚀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对

WTO 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间经贸博弈正从“双边”向“多边”蔓延。

但美国“破局”的决心也成为了 WTO 改革的动力。虽然各国改革分歧巨大，

但挽救 WTO 生存危机似有主流共识：若中美化解分歧或可助力 WTO 改革，实

现多赢结果。

一、WTO改革背景原因复杂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WTO 改革之声逐渐高涨。特朗

普执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调整，其作为二战后国际多边经贸规

则的缔造者正在破坏 WTO 规则，使后者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美国意在

重塑“美国优先”的国际贸易体系，对 WTO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颠覆性改革。

（一）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 2001 年中国加

入 WTO，尤其是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经贸格局、

经济关系、经济治理乃至经济秩序等，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以金砖国

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却因金融危机实力整体性

下滑，“东升西降”发展态势显现，打破了世界经济原有格局。今天的世界

经济格局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东剧变引发的乱局、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导

致的乱局完全不一样。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

为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统计，自华尔街金融

风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0%—80%。

即使全球面临如此复杂的发展环境、如此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2018 年

世界经济依然增长 3.7%，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经济保持了 6.3% 的较高增长。

有人会说，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但是在快速变迁

的世界经济中，增量规模就是一个变量因数。2018 年中国经济一直在艰难转

型中，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然而，即使经济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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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5%，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突破 90 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

到 16%。据 IMF 按美元汇率初步统计，2018 年世界经济规模达到 84.835 万亿

美元，增量是 4.8 万亿美元 , 其中中国经济的增量超过 1.4 万亿美元，[1] 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中国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澳大利亚的

GDP 总量，而澳大利亚在世界经济的排行是第 13 位。目前，经济规模在 1 万

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 16 个，2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 8个，10 万亿美元

以上只有两个——美国和中国。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者，而亚

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占半壁江山，全球经济发展重心从大西洋正向

太平洋加速转移。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增强，打破了世界经济原有格局，

美国等西方经济强国传统上拥有的巨大比较优势黯然失色。国际经贸关系进

入新的调整期，而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 WTO 体制对此毫无反应，导致其逐渐

失去权威性。鉴于此，美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冲击了 WTO 现有

体制，而 WTO 无法有效约束和规制，导致发达国家在 WTO 框架（尤其是其争

端解决机制）内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

国经济持续复苏，若延续至 2019 年 6 月将创历史最长增长周期。但是，美国

经济结构性问题仍未改变，经济陷于“平庸增长”。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统计，美国实际潜在 GDP 增长率仅为 1.6%(2008—2018 年 )，远低于金融危

机前 3.2%(1991—2001 年 ) 的长期平均水平。[2] 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经济复

苏的最主要动力，虽然资本市场繁荣、财富效应显现，但普通民众对复苏“无

感”，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依然严峻。经

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制造业大规模外迁与工业自

动化发展，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萎缩、工资增长停滞，蓝领工人利益

遭到冲击，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根据福布斯《2018 全球富豪榜》数据，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October 2018, p.152, https://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9/24/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8.（上网时

间：2019 年 1月 15日）

[2]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10-Year Budget Projections, ” https://www.cbo.gov/
about/products/budget-economic-data#3.（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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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贝索斯、盖茨和巴菲特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

260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即超过 1.6亿人或 6300

万个家庭。当前美国财富和权力的集中程度已经接近 20 世纪初“镀金时代”

的极端水平。加之移民潮冲击，导致美国民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蔓延，经

济民族主义上升。

特朗普在此背景下入主白宫，把民众的一切不满归咎于国际贸易体系的

不公平以及中国等国家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对全球经贸体系造成严重的

现实冲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生态加速分化，府会分歧加深、两党争

吵激烈、建制派与反建制派角力，让美国政治乱象频出。特朗普政府中“强

硬派”扎堆，其本人又以强示人，希望在经贸问题上有所斩获，实现“美国

优先”，以巩固国内支持、淡化政治乱局。因此，在多边经贸领域，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已经把推动 WTO 改革作为主要优先事项，希望通过立新

规、改旧制、废冗则，牢牢掌控国际经贸话语权和下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制

定权和主导权。

（三）与时俱进改革多边贸易体制呼声强烈。21 世纪伊始，改革 WTO 的

声音就已此起彼伏。1999 年 WTO 西雅图部长会议的失败、2003 年坎昆部长会

议的无果而终，都预示着 WTO 体制已经面临来自多方的重大挑战。WTO 成员

对其严重不作为、无法适应国际经济发展新态势怨声四起。而多哈发展回合

谈判进行近 20 年之久，除 2015 年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等少数几项新协

定之外，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反倾销、反补贴以及贸易新议题等核心领

域毫无建树，引发国际社会普遍不满。

在 WTO 西雅图部长会议、坎昆部长会议时，批评声音大多来自非政府组

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环境保护组织以及人权组织等。20 年后的今天，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反对者则是其最为重要的成员、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

定（GATT）的缔造者——美国。上台后不久，特朗普就扬言要以单边替代多

边，甚至扬言退出WTO。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全面抛弃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以国内法为依据，单方发起对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出口美国的产

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中国等 WTO 成员纷纷采取反制措施，贸易摩擦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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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贸易常态，国际贸易秩序陷入严重混乱。不仅如此，美国多次阻止

WTO 的上诉机构新任法官遴选程序，致使争端解决机制几近瘫痪。一旦没有

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作，现行 WTO 体制将名存实亡。

（四）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久存不满。美国认为，WTO 规则在透明度和

可预测性方面存在问题，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严重问题，时常损害美国

经济利益。而争端解决小组和上诉机构对相关“程序问题、解释方法、实质

性解释”过于激进武断，裁决结果损害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让美国家利益

严重受损。据 WTO 统计，1995 年至 2018 年 11 月，美国作为原告向 WTO 发起

经贸诉讼 123例，但作为被告的案例高达 151例，欧盟、加拿大、中国、韩国、

巴西和印度是对美发起诉讼最多的经济体。[1]

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的贸易保护行动，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也遭到了

一系列贸易诉讼。一是 201 保障措施。美国对韩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和大型

进口洗衣机采取 201 保障措施，遭到韩国磋商请求，WTO 于 2018 年 9 月成立

贸易专家组；美国对中国的大型进口洗衣机采取了 201 保障措施，也遭到中

国的磋商请求。二是 232 钢铝关税。美国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针对进

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10% 和 25% 关税，遭到中国、印度、欧盟、加拿大、墨

西哥、挪威、俄罗斯、瑞士和土耳其等经济体磋商请求，WTO 于 2018 年 11

月建立专家组。三是 301 关税。2018 年 4 月，中国就美国对华 301 关税发起

磋商请求。2019 年 1 月，WTO 成立专家组调查该案。此外，2017 年美欧不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被中国诉诸 WTO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认为上述案件不仅涉及到美国国内法，也涉及到重要的国家安全例

外、市场经济地位等贸易规则之争，还会对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多边主导力产

生重要影响。美国不能输掉这些贸易官司，但却没有十足的胜算。特朗普政

府意识到，必须及时对 WTO 规则和程序进行改革，减少其对美国贸易行为的

约束，重塑对美国有利的游戏规则，在多边领域实现“美国优先”。因此，

争端解决机构改革是美国优先考虑事项。

[1]　WTO, “Find Dispute Cases,”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find_dispu_
cases_e.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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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美国抱怨的首要对象。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贸易长期处于不平

衡状态，美国承担着巨额贸易逆差，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冲击”并“破坏”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 WTO 现有规则却不能充分约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

行为，反而捆绑了美国自己的手脚，故而抛开 WTO 多边贸易体制及其争端解

决机制，单边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美国方面还认为，中国表面标

榜自己遵守自由贸易价值观，但行动上规避或违反自贸承诺，美国应与志同

道合的贸易伙伴一起，通过改革规则应对中国挑战。

二、美国对WTO改革的立场与主张

美国对 WTO 改革的价值取向将给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赖以建立的最惠国待

遇、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形成挑战。以这种价值取向引导 WTO 改革无疑将全

面否定现行 WTO 体制。

（一）争端解决机制不公平、不合理，亟待改革。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

WTO“皇冠上的明珠”，是后者区别于 IMF 和世界银行的最本质特点，为化解

全球贸易争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美国认为争端解决机

制存在诸多弊端，主要“病根”在上诉机构，必须进行改革。美国已把该问

题作为推动 WTO改革的最优先事项。特朗普政府认为：

1．上诉机构存在严重“越权”问题。长久以来上诉机构没有遵守WTO协定，

擅自增加或减少成员的权利或义务，已经超越了它的权力范围。主要表现在：

上诉机构对国有企业补贴问题的解释严重削弱了各成员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

威胁所有市场导向型国家的利益；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中，上诉

机构对“非歧视性责任”的解释给 WTO 成员增加了额外责任；对于 GATT 第

19 章和保障措施协定的“非基于文本的”解释，是根据上诉机构自己设计的

标准，与 WTO 规则不符，削弱了 WTO 成员采取贸易保障措施的权力等。[1] 早

[1]　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March 2018, pp.22-24, https://
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2018/AR/2018%20Annual%20Report%20FINAL.PDF.
（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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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年和 2005 年，美国国会两次授权政府部门就“越权”问题向 WTO 表

示关切。2015 年奥巴马政府再次提出了应对上诉机构“越权”问题的指南性

建议，但美国上述努力均无果而终。

2．上诉机构效率低下、任命拖延。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

谅解》（DSU），上诉机构需要在 90 天内完成争端仲裁。在 2011 年以前，即

使 90 天内无法作出裁决，上诉机构也会在征得贸易争端双方同意后，延长审

查和最终裁决时限。但此后便随意延长时限，不再遵守 WTO 相关规则，贸易

案件处理缺乏效率，几乎件件拖延。此外，在上诉机构法官任命问题上也有

不足。在实践中，即将到期离任的上诉法官，如果手头仍有未受理完成的贸

易案件，可以在任期满后继续留下，直至完成相关案件。美国认为，上诉机

构仅依据《上诉复审工作程序》第 15条规定 [1] 便擅自延长法官任期，不符合

DSU 规定。2017 年以前，法官任期满后延长时间相对有限，但 2017 年以后这

种情况比较严重，甚至法官还没开始案件工作，便以此为由获得任期的延长。

3．上诉机构无权发布咨询意见或推翻专家小组调查结果。WTO 上诉机构

的主要任务应该聚焦解决贸易争端，而非制定法律。上诉机构与国际法院不

同，无权发布咨询意见。USTR 称，在实践中上诉机构的调查报告有三分之二

的篇幅表述都是“对裁决非必要、且不涉及法律原则的”附带意见；它经常

推翻贸易专家小组的初步解决贸易争端的结论，然后对 GATT 进行繁冗的法律

解释，导致 WTO案件审理程序复杂拖沓。在过去超过 16年的时间里，美国屡

次对该问题表达关切，但仍悬而未决。[2] 值得关注的是，2018 年 8 月 WTO 的

争端解决机构（DSB）会议上，美国指出上诉机构无权对专家小组的调查结果

进行审查，也应避免作出不利于争端解决的裁决，并反对上诉机构发布咨询

意见，希望避免给 WTO成员带来额外负担。[3] 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指出，WTO

[1]　WTO, “Working Procedures for Appellate Review,” August 2010, https://www.wto.org/
english/tratop_e/dispu_e/ab_e.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6日）

[2]　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p.27.（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6日）

[3]　 Hannah Monicken, “U.S.: DSU Bans Appellate Body Practice of ‘Advisory Opinions’,” 
October 31, 2018, https://insidetrade.com/daily-news/us-dsu-bans-appellate-body-practice-advisory-
opinions.（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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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机构存在“司法越权”问题，与DSU相悖，WTO成员从未给予它这种权力。[1]

4．上诉机构不应干涉 WTO 成员的国内法。上诉机构将贸易争端当作一

个法律问题，长期以来对成员的国内法律和措施进行审查。早在 2016 年 DSB

会议上，美国就明确提出,上诉机构没有权力审查 WTO成员的国内法含义。[2] 

当前，USTR 再次强调一国国内法律是既定事实，上诉机构应予以尊重，而非

进行审查。

5．上诉机构报告不应被当作裁决先例和依据。实践中，上诉机构在缺

乏WTO法律支撑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以往裁决的报告作为先例和标准。

专家小组在后续其他案例的调查和决定中，以此为依据和参照，大大影响了

贸易案件的最终裁决。美国认为，上诉机构报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应

成为 WTO规则的替代和成员必须遵守的义务。

（二）WTO贸易谈判缺乏效率。多哈回合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止步不前。

2015 年第 10 次部长级会议上，各国一致认为缺乏共识，无法推动多哈发展

议程。特朗普政府不会在旧的多哈发展议程的文本基础上进行谈判，但个别

成员仍然坚持多哈回合旧有谈判，因为相关旧文本能够使他们免于作出新的

实质承诺。

此外，WTO 也存在规则缺陷，影响贸易谈判推进。一是协商一致原则的

弊端。协商一致是 WTO 的核心原则，旨在确保 WTO 所采取的行动符合所有成

员方利益。但美国认为，协商一致经常导致谈判僵局，阻碍了多哈谈判进程。

个别成员利用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人质挟持”谈判，即在一个不相关问题

上威胁阻止谈判，换取在关切问题上的利益，最终导致多边谈判难以推进。

二是“单一承诺”存在问题。美国认为，在所有问题取得一致前不达成任何

共识的方法，虽然有利于具有谈判意愿的成员间相互妥协让步、最终达成协议，

[1]　CR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ver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 November 29, 2018, 
p.48,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reports/R45417.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15日）

[2]　WTO, “Minutes of the DSB meeting,” October 26, 2016, https://docs.wto.org/dol2fe/
Pages/FE_Search/FE_S_S009-DP.aspx?language=E&CatalogueIdList=233206,233115,232524,2323
30,231963,231754,231034,231002,230905,230808&CurrentCatalogueIdIndex=1&FullTextHash=&H
asEnglishRecord=True&HasFrenchRecord=True&HasSpanishRecord=True.（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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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多哈谈判中，单一承诺却成为了阻碍因素。在对几个国家都很重要的一

个问题上，各方互不让步，就导致了整体谈判的无果而终。

（三）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设计“不合理”。首先，对发展中国家无

明确的定义标准。WTO 框架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LDC）的认定采用的是联

合国标准，但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明确定义和标准。许多国家可以自称是

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即可。而 WTO 也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地位是

以自我选择为基础，并不一定自动地被所有 WTO 成员承认”。[1] 换言之，美

国没有一定要承认部分 WTO 成员是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其次，特殊和差别待

遇原则的滥用。发展中国家可以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可以在贸易谈判中享

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可以减轻其在 WTO 中的义务。美方认为，中国、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成员，以人均收入较低为由，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享有

一系列特殊待遇，但却拥有和许多发达国家相似的经济体量，不仅没有承担

充足的现有 WTO 义务，也对 WTO 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构成挑战。美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称，许多国家认为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可以得到“豁免规则”，让

境况变得更好，但这加大了按规则行事国家的经济增长难度，有必要对发展

中国家定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2]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杰克·卡波尔（Jack Caporal）称，WTO的164个成员中有约三分之二的国家、

G20 中有 10 个国家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导致 WTO谈判陷入僵局。[3]

因此，美国认为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定义进行调整，让“更先进的”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做出新承诺，承担更多责任。在新贸易规则达成前的谈

判中，应该打破发展中国家例外规则，提升谈判效率。在实践中，特殊和差

别待遇原则应该一事一议、视情而定，不应一概而论。

[1]　WTO,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
org7_e.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8 日）

[2]　Robert Lighthizer, “Opening Plenary Statement at the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December 
11, 2017,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december/opening-
plenary-statement-ustr.（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8 日）

[3]　Jack Caporal, “WTO Reform: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to-reform-beginning-end-or-end-beginning.（上网

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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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透明度。WTO 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监测每一成员遵守不同贸易

协定的情况，不断提升 WTO 透明度。在补贴、农业支持政策、数量限制、技

术贸易壁垒、动植物检验检疫等问题上，一旦一国采取了相关措施，应该充

分履行告知义务，实现政策的透明度，但许多国家出台相关措施并没有履行

好告知义务。在政府补贴问题上情况最为糟糕。这也阻碍了 WTO 成员对相关

国家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与检查。[1] 美国如此关注、并在该问题上采取行动，

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不透明。[2]2017年 11月的 WTO部长级会上，

美国提出提高 WTO 透明度的建议，并主张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

名羞辱或惩罚，但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和讨论。2018 年 11 月，美与欧、日、

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发表声明，再次主张对“不合规”、政策缺乏透明度的

国家进行惩罚。

（五）中国是WTO的“震源”。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充分履行入世承诺，[3]WTO

也缺乏规制中国的办法。莱特希泽称，中国通过补贴、打造国家“冠军企业”、

强迫技术转让等扭曲市场政策来发展本国经济，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威胁，

WTO却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4] 美国驻 WTO大使丹尼斯·谢伊认为，WTO当

前危机的主要“震源”是中国，它的贸易扭曲、非市场经济制度与开放、透明、

[1]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ver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 November 29, 2018, pp.43-44,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reports/R45417.html#Content.
（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2]　Dr. Steve Suppa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form: The Outlook for Shallow and Deep 
Change,” December 11, 2018, https://www.iatp.org/blog/world-trade-organization-reform-outlook.
（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3]　中国入世承诺主要集中在八个方面：1. 将工业品平均关税从 17% 削减至 8.9%，主要

农业产品关税从 31% 削减至 14%；2 . 将农业生产补贴限制在农业产值的 8.5% 以内，取消农业

出口补贴，对于任何政府定期补贴要向 WTO 告知；3. 加入 WTO 三年内，要给予外国企业充分

的贸易和分销权（部分特定的农产品、矿物、燃料除外）；4.向所有WTO成员提供非歧视性待遇，

例如在贸易方面，在华外国公司的待遇不应该比中国公司差；5. 结束对在华外企的歧视性贸

易政策，例如产品本地化要求、技术转让条件；6.加入后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7. 加入 5 年后向外国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银行体系；8. 准许保险和电信部门建立合资企业 (允

许不同程度的外资控股 )。

[4]　CSIS, “U.S. Trade Policy Priorities: Robert Lighthize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eptember 18, 2017, https://www.csis.org/events/us-trade-policy-priorities-robert-lighthizer-unitedstates-
trade-representative.（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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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测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兼容。[1] 美国始终认为 ,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让美国等 WTO成员利益长期受损。

三、美国推进WTO改革的路径设想

特朗普政府以退出 WTO 为威胁，以强力推动诸边和部门贸易谈判为抓手，

最终用“单边”“局部”倒逼“整体”，以“诸边”带动“多边”，以“双边”

高标准打造 WTO 新规则，重塑符合美国利益的多边贸易体制，掌控 WTO 新规

则的制定权。

（一）直接施压威胁，要求 WTO 进行全面改革。一方面，以退出 WTO 为

“砝码”，欲赢得战略主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发生重要调

整，焦点从“多边”转向“双边”，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同时，美国并未放

弃“多边”。USTR《2018 年贸易政策议程》明确强调，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建

设更好的多边贸易体系，并保持在 WTO 中的积极活力。[2] 因此，特朗普自竞

选以来多次扬言退出 WTO 是以退为进，在多边领域运用极限施压手段，把退

出作为促进 WTO 改革、维护美国利益、摆脱国际责任、巩固美国对 WTO 主导

力的求变“砝码”，真实意图并非退出。美国会研究局报告显示，特朗普退

出 WTO 亦有难度，从程序上需要参众两院批准，而且会导致美国经济成本上

升，国际领导力减弱，面临更加孤立的窘境。此外，特朗普政府扬言退出的

行为意在凸显 WTO规则对美国的“不公平”，以此占领 WTO改革的道义制高点，

打造改革路径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以受害者、引领者的双重身份掀起

新一轮 WTO改革的浪潮。

另一方面，以拖延上诉法官任命为“砝码”，实现“让美国获益”。特

朗普执政以来，屡次阻止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2018 年 9 月，毛里求斯

[1]　“At Trade Policy Review, U.S. Labels China the Epicenter of the WTO Crisis,” December 
19, 2018, https://insidetrade.com/daily-news/trade-policy-review-us-labels-china-epicenter-wto-crisis.
（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0 日）

[2]　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p.2.（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6日）



72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籍法官斯旺森第一任期到期，美国蓄意阻止了他的第二任期，导致上诉机构

仅剩 3名法官。根据 WTO规则，任何案件受理最少也需要三名上诉机构法官，

这意味着上诉机构已经到了瘫痪的边缘。2019年 12月，印度籍法官巴提亚、

美国籍法官格莱姆第二任期也将期满，如果年内各方还不能就此问题达成一

致，WTO 争端解决这一重要功能将消失，WTO 面临最现实的生存危机。2018

年 12 月，美国以法官任命、审查程序等不合理为由，再次拒绝中、欧、印等

国联合提出的上诉机构改革方案。[1] 美国似乎做好了两手准备。一种是让上

诉机构彻底改变，并捆绑透明度议题。通过让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摆为“砝

码”，迫使上诉机构在审查时限、法官任职、裁决程序等方面做出根本性改变，

约束上诉机构“越权”干涉美国内法，颠覆性地重塑有利于美国的争端解决

机制。WTO高官透露，特朗普打算以上诉机构成员数量低于三人作为“砝码”，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寻求 WTO 改革方面的影响力。[2] 如果美国提议的提高

WTO 透明度和告知义务的建议没有获得所有成员方同意，美国就不会在上诉

机构法官任命问题上配合。[3] 另一种是让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若无法让

争端解决机制做出颠覆性改革，就让其陷入僵局，阻碍其对美国做出不利裁决，

摆脱有关规则对美国采取单边贸易行动的束缚。

（二）推动诸边和部门贸易谈判，应对 WTO 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当前，

美国把推动诸边、部门贸易谈判作为破解多边经贸僵局、解决运行效率低下

的动力。特朗普政府希望与部分 WTO成员进行“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谈判，

并就具体问题先行达成诸边协议或部门协定，再让其他成员加入，进而推动

WTO 规则的重塑。2017 年 12月，USTR 表示，WTO 新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志同

道合”的国家达成诸边贸易协定，进而提升全球贸易水平。

[1]　Brett Fortnam , “Shea: Appellate Body Reform Proposals Fail to Address U.S. Concerns,” 
December 12, 2018, https://insidetrade.com/daily-news/shea-appellate-body-reform-proposals-fail-
address-us-concerns.（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0 日）

[2]　Insidetrade, “U.S.-China Talks Seen by Some as Key to Breakthrough on WTO Reform,” 
December 26, 2018, https://insidetrade.com/daily-news/us-china-talks-seen-some-key-breakthrough-
wto-reform.（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3]　Dr. Steve Suppa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form: The Outlook for Shallow and Deep 
Change,” December 11, 2018, https://www.iatp.org/blog/world-trade-organization-reform-outlook.
（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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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经济外交“逢奥必反”。原本由奥巴马政府竭力

推动的 WTO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和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特朗普

毫无兴趣，使其陷入休眠状态。但同时，他却力主推动几个诸边和部门贸易

谈判，并最终以“局部”带动“整体”、以“诸边”带动“多边”，塑造并

主导新的 WTO规则。

1.推动渔业补贴谈判。WTO 成员希望 2019 年初将渔业补贴谈判从建议讨

论阶段推进到合并文本谈判，并于 2020 年达成协议。特朗普对渔业补贴问题

表现出兴趣，致力于打造更强大、更透明的新规则，目标直指中国等新兴市场，

意在约束“不公平”补贴行为，保护美国渔民的利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

据显示，当前全球渔业资源中，有31%的鱼类被过度捕捞，60%已达充分捕捞。

美国认为，中国和印度等“破坏性”的补贴助长了过度捕捞等“非法”行为，

导致渔业资源过度开发。USTR 的报告称，美国政府将敦促各方达成一份旨在

提高渔业补贴项目透明度的协议，中国和印度等全球海产品生产、出口和补

贴大国将不能得到相关协议的豁免。[1] 美国已经把渔业谈判看做是 WTO 合法

性和推动贸易谈判的“试金石”，如果中、印仍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寻求特殊

和差别待遇，美国对 WTO 框架下的部门贸易谈判动力或将减弱，将主要谈判

精力转向其他方面。

2. 重置农业谈判。美国欲重新激活 WTO 框架下的农业谈判，主张降低农

业贸易壁垒、提升农业透明度。美国表示愿意与其他 WTO 成员合作，从四个

途径推动 WTO 农业谈判：一是共同分析并找出当前农业贸易面临的问题；二

是确定WTO应该解决的高关税、扭曲补贴、非关税壁垒等不公平农业贸易行为；

三是找出近年 WTO 农业谈判失败的原因；四是设计新方法，在 WTO 框架下解

决这些问题。

3. 支持发起电子商务谈判。电子商务谈判涉及 71 个 WTO 成员，占全球

贸易总量的 77%。伴随新产业与科技革命快速推进，电子商务将释放出巨大

[1]　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p.32.（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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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特朗普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将电子商务谈判作为美国参与诸边贸易的

最优先事项。美方欲以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电子商务章节为基

础，设计 WTO 相关规则。例如，支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保护源代码和加密

技术；防范贸易歧视，反对强迫技术转移或本地化限制，不断降低相关贸易

关税；促进网络安全与政府数据透明等。美国希望以此掌控新兴贸易领域的

主导权和制高点。

（三）发力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打造 21 世纪高标准贸易规则。特朗普

执政以来高度重视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把其作为扩大经贸利益、塑造“WTO+”

贸易规则的重要渠道。2018年 9月24日，美韩完成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在汽车关税保护期、汽车非关税壁垒、医药企业非歧视性、贸易便利化等方

面达成重要共识和全新标准。2018年 10月，北美三国达成《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同月，USTR 告知国会，将于 2019 年分别开启同欧盟、日本、英

国（脱欧后）的双边贸易谈判。

特朗普政府比以往历届政府更加重视“双边”，意在借力“双边”发力

“多边”。其中，美国高度重视 USMCA 的达成，号称打造了“21 世纪贸易高

标准”，欲把其作为未来贸易谈判的模板，并推广至 WTO 的多边规则设计与

改革。从内容上看，USMCA 是美国在区域贸易中签署的涵盖内容最全面的贸

易协定。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仅有 22章，CPTPP 有 30 章，而 USMCA

共计 34 章，协议文本长度是 NAFTA 的 3倍。该协定体现了美国主要的利益诉

求，单列了原产地规则、农业宏观政策与汇率等章节，增加了出版与数字贸

易等内容；从贸易标准上看，在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原

产地原则等方面，USMCA体现了高于CPTPP和原NAFTA的标准；从“美国优先”

角度看，原产地原则要求 75% 的汽车零部件由北美三国生产，劳工章节要求

40%—45% 的汽车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 16 美元的工人生产。此外，从规则灵

活性上看，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设计灵活，USMCA 第 10 章 D 节规定仅适用于美

加，第 14 章中关于投资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仅适用于美墨，不适用于加

拿大。凡此种种，USMCA 凸显美国下足了制度功夫，未来必将上述规则理念、

制度内容、设计方式等运用于更广泛的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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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日欧，加强经贸利益捆绑。自2017年12月以来，在美国推动下，

美日欧贸易部长举行了 5 次会晤，就解决第三方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问题

进行磋商，并发表了 5 份联合声明，加紧在具体问题上协调立场并尽快付诸

行动，意在重塑 WTO 规则，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所谓的第三方非市场导

向政策和做法，实际就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

一方面，协调关键问题立场，携手应对中国“不公平”行为。美国认为

现有 WTO 规则无法规制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希望联手日欧，先在核心关

键议题达成一致，再推动诸边谈判，最终达到重塑 WTO 规则目的。美国先拉

核心“小圈子”，再不断扩容，让其他国家被动加入，实则是迫使中国“二

次入世”，达到“去中国化”、维护西方发达国家核心地位的目的。纵观 5

轮美日欧部长级磋商，三方共同关注的关键议题 [1] 几乎都是与美对华“301

调查”相关的核心问题，即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国有企业和产业补贴等。

美国已联手欧日，为中国“量体裁衣”制定多边贸易体系新的规则，以应

对不利于西方世界的“新国际贸易结构、新竞争模式和新挑战”。尤其需

要关注的是，美日欧在两大议题上正从协调立场转向具体行动：一是产业

政策和国有企业问题。2018年 5月，美日欧发布“规定范围文件”（Scoping 

Paper), 一致同意要采取切实行动，升级现有 WTO 规则，推动产业政策和国

有企业问题谈判，确保主要新兴经济体无法逃避规则，提升各成员产业政

策透明度、有效应对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约束补贴行为。[2]2018 年 9月，

三方对该问题再次协调立场，表示要在 2018 年底完成国内程序，并在随后

发起关于“设立更有效补贴规则”的诸边谈判。[3] 虽未明确点名，但针对

中国之意十分明显。美国希望通过多边施压，迫使中国调整产业和经济政

[1]　这些议题包括：解决贸易扭曲问题；设立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产业补贴与国有企

业的问题；强制技术转让；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外国投资风险与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建立。

[2]　USTR,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ay 31,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
press-releases/2018/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0 日）

[3]　USTR,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eptember 25,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
office/press-releases/2018/september/joint-statement-trilateral. （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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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做出实质性结构改变。二是设定符合美日欧利益的市场条件标准。中

国入世 15年过渡期满，本应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美欧日却不予承认，

继续采取第三国替代价格的做法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并被

中国诉诸 WTO争端解决机制。美日欧携手设定了关于市场条件的新 7条标准：

企业的价格、成本、投入、采购、销售决策是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的；

企业的投资决策是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

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影响企业的资本配置决策，是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

和作出的；企业实行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包括独立核算；企业适用公司法、

破产法和私有财产法；在上述企业业务决策中，没有明显的政府干预。[1] 这

些标准意在协调立场、为违反 WTO 规定找借口，拒不履行对华承诺。设立更

多对己有利的规则，约束打压中国经济和影响力，并摆脱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另一方面，针对 WTO 改革问题协调立场。美日欧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

革、大法官任命等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但亦有共同利益诉求。目前，三

方在两大问题上具有共同立场，并欲推动 WTO 改革迈出实质步伐。一是推动

WTO 透明度改革。2018 年 11 月，美日欧及相关国家向 WTO货物贸易理事会联

合提交了一份关于 WTO 透明度和信息告知的改革建议，希望加强 WTO 的监督

功能，约束 WTO 成员方不透明的产业政策，使其切实履行告知义务。二是关

于发展中国家定位问题。三方表示，WTO成员可以自我选择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阻碍 WTO各方达成新协议，并影响 WTO效率，需要对此进行改革。[2]这意味着，

美日欧意在携手实现“对等贸易”，其本质是发达国家要变相减少多边责任，

漠视发展问题；同时要求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多边义务。

（五）采取单边措施应对中国。美国认为现有 WTO 规则无法约束中国，

导致美国利益受损，必须采取单边施压措施，扭转不利局面。一是祭出贸易

保护的“301 调查”。2018 年 3 月，USTR 公布《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对中国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的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称，

[1]　USTR,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eptember 25, 2018.

[2]　USTR，“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ay 3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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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强迫在华美国企业技术转让制度、许可限制、非市场因素驱动的境

外投资、未经授权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和敏感信息

等行为，获取美国高新技术。[1] 以此为依据，美国对中国采取了“301调查”

行动，针对中国价值 2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高关税。二是采取其他措施。

2018 年 3 月，特朗普签署钢、铝备忘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贸易伙伴的

钢铝产品加征 10% 和 25% 的进口关税；2018 年 8 月，特朗普签署《外商投资

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对外国企业并购美国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

的审查，目标直指中国；此外，美国也把制裁中兴、抓捕华为首席财务官（CFO）

孟晚舟作为对华施压谈判的“砝码”。通过上述措施，美国希望使中国购买

其更多的农产品和能源类产品，并做出经济结构改变。[2] 美国意在限制中国

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避免中国的“溢出效应”破坏 WTO 多边经贸体系。

限制中国扭曲市场行为，也是美国推动 WTO改革的关键动力。

四、WTO改革前景

WTO 改革议题设计是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前提，也是 WTO 改革最终成功

的必要基础，预示着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走向。与时俱进改革是大势所趋，

当务之急是改革争端解决机制，以此摆脱WTO之生存危机，同时遵循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原则，推进 WTO 深层次改革，使其适应国际经贸发展趋势。

（一）WTO 作用不可获或缺，与时俱进改革是大势所趋。虽然 WTO 规则

和机制设计落后于国际经贸秩序变化，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但其在促进世

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 WTO 奉行的贸易自由

化宗旨、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1]　USTR,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上网时

间：2018 年 12月 23日）

[2]　USTR,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to China,” January 4, 2019,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january/statement-regarding-
united-states.（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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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体现了各国经贸合作的智

慧和国际法治的进步。改革和完善 WTO，使其继续发挥更大作用，是广大成

员方的共同愿望。改革必须坚持 WTO 的主要宗旨和原则，而不是抛弃一切精

神的“另起炉灶”。

虽然改革的议题、路径、方式未定，各主要成员对 WTO 改革的立场是一

致和坚定的，即 WTO不可能再维持现状。特别是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

国际贸易规则“千疮百孔”的情况下，WTO 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停滞不前

将会导致二战后的自由贸易国际秩序全面崩溃，是全球经济难以承受之重。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贸易体系改革是一代人一次的机遇，WTO成员必须

尽快采取实际行动改变现状，以拯救岌岌可危的多边贸易体系。

作为 WTO 规则缔造者的美国开始主动求变，为改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

机。同时，其他主要成员也纷纷采取行动。2018 年 6 月，欧盟提出了推进

WTO改革的方案，9月发表关于 WTO改革立场的“概念性文件”；2018年 10月，

以加拿大为代表的 12国也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并发表《渥太华部长会议关

于 WTO 改革的联合公报》；美日欧举行 5 轮部长级会谈，就 WTO 改革不断协

调立场，力求共同进退。

（二）各方分歧较大，改革之路注定不平坦。一是理念分歧。特朗普政

府贸易政策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强调美国优先，在 WTO改革中坚持“互惠、

对等”原则，同时不断弱化推动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维

护自由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改革取向，认为改革要

回应时代发展需要，不能成为某些国家为一己之利而设计的陷阱。二是责任

分歧。美日欧等把发展中国家定位作为改革的重要议题大做文章。它们指责

许多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获益，甚至设计出“毕业条款”要求定期审查

享受特殊与待遇国家的资格。但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未有效执行

WTO现行的155项特殊及差别待遇条款，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擅自摆脱国际责任、

不承担发展义务的做法。三是规则分歧。在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上，美国的立

场是“大破大立”，即使上诉机构停摆，也要彻底改变“不合理”的规则。

欧洲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立场相近，反对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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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应满足美国具体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方案。在透明度问题上，美国已经把

提高 WTO 透明度、迫使成员方履行告知义务作为推动改革的主要议题，并主

张加入惩罚措施、增强规则约束性，欧日与美国立场相近。但发展中国家反

对强加惩罚措施。四是议题分歧。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当前许多多哈议题

过于陈旧，希望加入高标准的新议题。但发展中国家表示，只有先解决多哈

议题，才会考虑新的议题。

（三）解决生存危机是优先方向，未来改革可能逐步推进、渐次展开。

鉴于美国以诸多理由为借口，屡屡阻碍人事任命，2019 年 WTO 争端解决机制

面临生存危机。欧盟始终坚持维护上诉机构功能，甚至提出依据 DSU 第 25章

规定，建立没有美国的上诉机制，进而继续履行其裁决职能。加拿大等 12国

也力主尽快开启磋商，解决上诉机构面临瘫痪的不利局面。中国关于 WTO 改

革的 5 点主张之一就是优先处理危及 WTO 生存的关键问题，尽快恢复完善上

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避免争端解决机制失效是当务之急。预计 2019 年各方

谈判的最主要焦点就是改革包括上诉机构遴选程序、案件审理期限、专家组

权限等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这一阶段各方达成共识才能确保 WTO 正常运转并

进行后续改革。

从完善 WTO 谈判功能看，一是推动诸边谈判可能成为未来 WTO 前行的主

要动力。在多边谈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诸边谈判可以提高 WTO 谈判的灵活

性和效率。在 2017 年 12月 WTO 第 11 届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方同意在电子

商务、国内服务监管、投资便利化、中小微型企业议题上发起诸边谈判。特

朗普政府亦对多项诸边谈判持积极态度。预计未来诸边谈判将是 WTO 前行的

重要推动力，开放的诸边主义是实现多边主义最现实的路径，也可能是唯一

出路。二是谈判规则或将体现更大的灵活性。WTO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协商一致，

确保所有成员可以在谈判中平等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对于 WTO 改革的三

点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协商一致。但若要提升谈判效率、打破僵局，使 WTO 与

世界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策投票未尝不是一种尝试和

选择。其中，投票权的规则设计将是重中之重，必是各方博弈的焦点。美日

欧对此改革态度积极，且立场一致。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回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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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部分关切，推动谈判更具效率，将考验发展中国家的智慧。    

从完善 WTO 监督审查和治理功能看，在 WTO 成员之间，有效的贸易政策

审议和良好的治理体系可以分散潜在的贸易争端风险。各成员方一致认为，

WTO 的“契约性”过重，缺乏与时俱进的治理机构。相比 IMF 和世界银行，

WTO 治理能力有所欠缺。应该扩大 WTO 对理事会、下属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的

授权，使其更好地发挥治理作用。虽然各方在具体设计上存在分歧，但总体

的改革方向上均持积极态度，或可推动 WTO 治理机构的完善，作为夯实 WTO

改革的实质基础。

（四）中美经贸达成阶段性协议或对 WTO 改革具有积极意义。2018 年

12 月，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再定调，欲以合作共赢、相互尊重

推动缓解中美经贸纷争，并在 90 天内达成协议。2019 年 1 月底，中美经贸

谈判团队取得重要进展 , 除了中方购买更多美国农业、制造业的产品外，双

方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美国商业财产的网络

窃密、国有企业补贴、服务和农业的贸易壁垒、货币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作

用等方面达成共识。[1] 中美均高度评价此次会谈磋商，预计 3月 27日两国领

导人会晤时 ,最终会达成一份积极的经贸协议。

中美经贸谈判涉及的上述7个方面议题，与美日欧聚焦的所谓“市场扭曲”

的具体问题几乎一致，将是其下一步推动 WTO改革的主要议题。在 2001 年中

国入世承诺中，补贴、国有企业、金融市场开放、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等非歧

视性待遇的内容也和当前美国聚焦的主要问题类似。

若中美就结构性问题取得突破，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前者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后者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立场相近，两

国有可能携手促进 WTO改革。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伴随中美经贸摩擦和战略博弈加剧，特朗普政府对

华立场强硬但仍有所区别。以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白宫国家经济委

[1]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China Talks,”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united-states-regarding-china-
talks/.（上网时间：2019 年 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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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任库德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为代表的“主谈派”主张通过经

贸谈判或施压，打开中国市场，获得现实经济利益；以副总统彭斯、白宫高

级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遏制派”主张采取政治、军事、科技等一切手段，

对华强硬施压，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

（CIA）、司法部乃至军方为代表的“深暗势力”(deep state) 从幕后罕见

地走向前台，希望以强硬手段把中美关系彻底打“脱钩”，具有一定的冷战

思维和行事逻辑。特朗普立场在“主谈派”与“遏制派”之间摇摆，但又对“深

暗势力”控制不足。未来，即使中美达成经贸协议，也难以期望中美关系能

够就此风平浪静。中美之间将是一种全新的竞合关系，寻找发展双边关系新

动力，拥有“共同话题”，突出合作一面、淡化处理竞争至关重要。

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变化对稳定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特朗

普时期，共同推动 WTO 改革将成为中美合作新亮点。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

詹姆斯·卡拉夫诺认为，WTO 改革事关全球经贸秩序的未来，只有中美联手

合作才可能引领其前进，这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动力，有利于稳定双边关

系大局。

【完稿日期：2019-3-6】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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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推动 WTO 改革：主张、路径及影响

     石  岩

〔提   要〕欧盟在多边贸易体制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之际，率

先提出WTO改革方案，其主张包括：强化对“扭曲市场”行为的监督；

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实行“灵活的多边主义”，推进诸边谈判；

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和透明度等。欧盟的主张与其近年来贸易政策

的调整一脉相承，推动WTO改革的路径呈现出内部改革先行、积极拓

展双边和灵活协调多边的三位一体特征，有助于将各方从“关税战”前

线拉回到理性的“规则谈判”上来。但欧盟推动WTO改革本质上立足

于其自身利益考量，其局限性无助于真正解决当下WTO和贸易自由化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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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压力及欧盟等其他西方力

量的推动下，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上升为全球优先议题。欧盟作为多边

贸易体制的受益者、维护者和多边规则的倡导者，在推动 WTO 改革进程中的

作用举足轻重。剖析欧盟关于 WTO 改革的具体主张和推进举措，有助于理解

欧盟立场及其行为逻辑，寻找中国与欧盟合作推动 WTO 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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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WTO改革方案的提出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以“极限施压”为特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国

家安全”为由对各贸易伙伴进行贸易调查，威胁加征关税。更为严重的是，

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政府阻挠 WTO 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法官任命的做法，以

此逼迫各方解决美国的不满，尤其是有关 WTO 的“司法越权”（judicial 

overreach）问题，美国认为 WTO 对成员的国内法进行“重新审查”（de 

novo review），“在对争端的解决不必要的问题上发表咨询性意见”或“附

带判决”（obiter dicta），以及“上诉机构声称其报告有权作为先例”等

做法是上诉机构“在创造自己的规则”。如今，上诉机构仅剩下 3 名法官，

勉强达到审理案件的最少数量，而其中两名法官将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任

期结束，届时若仍无新法官上任，上诉机构乃至 WTO 将陷入实质性瘫痪。

WTO 面临的危机引发欧盟担忧。虽然美欧曾共同主导了国际多边贸易体

制的建立，但相对美国，欧盟更尊重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即便在美国

咄咄逼人的贸易制裁压力下，仍强调多边贸易规则和秩序的重要性。在欧洲，

主张必须强硬回击的学者以及担心连锁报复将破坏 WTO 体系或者已经开始探

讨“后WTO时代”的学者都认同一点：捍卫WTO规则才符合欧盟的长远利益。[1]

在美国威胁加征关税的压力下，欧盟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双边试探和磋商，

另一方面也担忧并酝酿挽救 WTO 机制。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1]　有关智库的观点参见 Sabastin Dullien, “Trade Conflict with US is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Free Trad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3, 2018, https://www.ecfr.
eu/article/commentary_trade_conflict_with_the_u.s._is_the_only_way_to_protect_free_trade; James 
McBride, “The Risks of U.S.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8,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risks-us-steel-and-aluminum-tariffs; Chad Brown, Uri 
Dadush, Timothy Taylor, Jared Bivens, Josh Bivens, Jeffrey Sachs, Martin Wolf, J.Bradford Delong, 
Dani Rodrik and Noah Smith, “Are We Steel Friends?,” Bruegel, March 12, 2018, http://bruegel.
org/2018/03/are-we-steel-friends/; Uri Dadush, “U.S.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 How Should the 
EU Respond?,” Bruegel, March 9, 2018, http://bruegel.org/2018/03/u-s-steel-and-aluminum-tariffs-
how-should-the-eu-respond/; Stuart Harbinson, “The Trump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The End 
of the WTO?,” ECIPE Bulletin, No.1, 2018.（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28 日）



84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意识到美国正在背弃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一度犹豫是否还能依靠

WTO 解决美欧贸易争端。2018 年 5 月，美国仍未在加征钢铝关税上给予欧盟

永久豁免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欧盟“除

了发起 WTO 争端解决诉讼已别无选择”。[1]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

伦（Cecilia Malmström）则表示，“欧盟的回应将遵守 WTO 规则”，但“不

会在 WTO 发起争端解决诉讼，因为美国的做法明显与各方认同的 WTO 规则背

道而驰”。[2] 口径的不一致体现出欧盟对 WTO 机制有效性的担心。

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通过决议，面对

贸易摩擦升级，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建议欧盟委员会针对 WTO 的几

大关键职能领域提出综合性改革方案，包括：更灵活的谈判，对产业补贴、

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设立新规，降低贸易成本，针对“发展中国

家身份”问题的新方案，建立更加有效、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公平竞

争，提高 WTO 的透明度和监督职能等。[3] 欧洲理事会的决议标志着欧盟成员

国对 WTO 改革的意义及方向达成一致。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也

认为，以 WTO 为载体的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贸易的最佳选择，呼吁欧盟委员

会和其他WTO成员共同解决上诉机构所处困境，主张美日欧三边合作解决“不

公平贸易行为”问题，并推进多边贸易议程。[4]

基于欧盟三大机构的一致立场，欧盟委员会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提出欧

盟关于 WTO 改革的方案，即《WTO 现代化：欧盟未来方案》（以下简称“欧

[1]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Reacts to the US Restriction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Affecting the EU,” May 31,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
cfm?id=1851&title=European-Commission-reacts-to-the-US-restrictions-on-steel-and-aluminium-
affecting-the-EU.（上网时间：2018 年 6 月 1 日）

[2]　Ibid.
[3]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28 June 2018,” June 29, 2018, https://www.consilium.

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8/06/29/20180628-euco-conclusions-final/#.（上网时间：2018

年 7月 5日）

[4]　European Parliament,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Reforming the WTO,” 
October 2018,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7/603919/EPRS_
BRI(2017)603919_EN.pdf.（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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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方案”），包括以下主张：

第一，强化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打击。“欧盟方案”指出，WTO

的监督机制失灵，无法保证成员将其补贴情况通报贸易伙伴，以致无法彻底

解决某些成员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问题以及“扭曲公平竞争”的做法；建议

改善透明度和补贴通报，约束国有企业，主张制定新规解决服务和投资壁垒，

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和数字贸易壁垒，呼吁解决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问题，尤其是取消渔业补贴。[1]

第二，重新制定“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和待遇方案。“欧盟方案”指出，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差别的区分已经不能反映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

快速增长的现实”，从而造成“谈判障碍”，建议：1. 鼓励成员“毕业”，

不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提供预期能够全面履行《WTO 协定》所有义务的

详细路线图，并将此点纳入对该成员贸易政策的审议进程；2. 未来协定中的

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有“时限”，并考虑成员数量和协定的自由化水平；3. 要

依据一系列的详细分析来决定是否在现有协定中给予额外特殊和差别待遇。[2]

第 三， 以“ 灵 活 的 多 边 主 义” 推 进 诸 边 谈 判（plurilateral 

negotiations）。“欧盟方案”指出，WTO 谈判功能受阻，多边协定谈判成

果寥寥无几，主要原因在于协商一致原则限制了谈判成果的达成。因此，谈

判方式需增加灵活性，在无法获得多边协商一致的领域，应积极支持并推进

诸边谈判，谈判对所有成员开放且谈判成果在最惠国基础上可以适用。[3]对此，

马尔姆斯特伦曾表示，“WTO 成员应该可以自由地以不同速度前进，在不同

的时间统一并达到标准，从而在关键领域的谈判取得进展。”[4] 

[1]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Modernization - Introduction to Future EU Proposals, Concept 
Paper,” September 18,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er/tradoc_157331.
pdf.（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8 日）

[2]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Modernization - Introduction to Future EU Proposals, Concept 
Paper”.

[3]　Ibid.
[4]　“Transatlantic Trade in Turbulent Times,” speech by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Trade 

Cecilia Malmström, German Marshall Fund, Brussels, July 19,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
docs/2018/july/tradoc_157127.pdf.（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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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挽救争端解决机制，化解其停摆危机。“欧盟方案”对争端解决

机制的改革建议主要是回应美国对WTO上诉机构的不满，建议主要包括：1.《关

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 17.5 条可改为“在任何情况下，

有关程序不应超过 90 天，除非案件当事方成员同意”；2. 针对即将离任的

上诉机构成员的过渡规则，建议规定，即将离任的上诉机构成员应完成其任

期内已召开一次听证会且未决的上诉案件的审理；3. 针对“上诉机构作出

对解决争端不必要的、冗长的咨询性意见或附带判决”的问题，建议 DSU 第

17.12 条的表述加上“在解决争端的必要程度内”；4. 针对“上诉机构对于

事实的审查和对成员国国内法的重新审查”问题，建议澄清应限于“专家组

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其中不包括国内措施

的含义；5. 建立上诉机构和 WTO 成员定期交流机制，对系统性问题或法理发

展趋势交换意见；6.对于上诉机构成员独立性问题，建议任期只一届 [1] 但每

届任期时间可增加至 6至 8年。[2]

总体来看，欧盟想通过 WTO 改革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化解美国对 WTO 的

不满，避免争端解决机制瘫痪；二是更新规则，压制“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发

展中国家”身份带来的贸易优势；三是更灵活务实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谈判。

二、欧盟推动WTO改革的动因 

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背景下，欧盟一方面力图保住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另一方面，其本身也认为全球经贸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

WTO 的有关规则亟需更新，迟迟没有进展的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也应

寻求新的方式实现推进。

[1]　这是因为如果可连任两届的话，上诉机构成员可能会顾虑自己能否连任，从而影响

裁决立场。

[2]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Modernization-introduction to Future EU Proposals, 
Concep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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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边贸易体系瘫痪对欧盟经济不利

在全球几大经济体中，欧盟对外贸依存度最高，对外贸环境的变化更为

敏感，进出口均依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1]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6

年货物和服务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美国为 11.9%，中国为

19.7%，日本为 16.1%，加拿大为 31%，欧盟则高达 43.2%；欧盟各成员国中，

德国为 46.1%，法国为 30.2%，意大利为 29.8%，荷兰达到 82.4%。[2]2008 年

金融危机后，就货物和服务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来看，美国和加拿大增幅平缓，

分别低于 1% 和 3%，日本增长也不到 4%，2015—2016 年间甚至出现下降，中

国下降了近 5%，欧盟则逆势而行，持续增长了近 10%。[3]

对欧盟而言，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转不仅是全球贸易正常开展的保障，

也是防止“霸凌”行为的屏障，一个失去多边贸易体系规制的美国可对欧盟

任意施压。2018 年底，美国仍未结束关于汽车进口的“232 调查”，德国三

大车企等不及欧盟官方与美国磋商，高管亲赴华盛顿进行游说。[4] 此外，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19 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从 2% 下降到 1.9%。[5] 由于货币政策和

财政政策空间有限，内部结构性矛盾仍无改观，欧盟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对自

己有利外部贸易环境，以维持经济和就业的稳定，避免令已经深陷重重危机

[1]　赵柯：“升级 WTO，欧盟能成‘最大赢家’？”，搜狐网，2018 年 9 月 28 日，https://
www.sohu.com/a/256606151_616821。（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28 日）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美国和日本尚无 2017 年数据，因此就 2016 年的数据进行比

较，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locations=DE-CN-JP-US-CA-FR-GB-
NL-EU-IT。（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8 日）

[3]　欧盟由 2009 年的 34.8% 增长到 2017 年的 44.6%，美国由 2009 年的 11% 增长到 2016

年的 11.9%，日本由 2009 年的 12.5% 增长到 2016 年的 16.1%，中国中国则由 2009 年 24.5% 下

降至 2017年 19.8%，加拿大由 2009年的 28.4%增长到 2017年的 30.9%。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locations=DE-CN-JP-US-CA-FR-GB-NL-
EU-IT。（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8 日）

[4]　“德媒不满三大车企‘私会’特朗普”，环球网，2018 年 12 月 6 日，http://finance.
huanqiu.com/gjcx/2018-12/13732068.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 日）

[5]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September 24, 201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9/24/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8.
（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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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矛盾的欧洲一体化雪上加霜。[1]

( 二）新兴市场国家竞争优势上升促使欧盟酝酿修改贸易规则

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提升，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在中高

端制造业领域也崭露头角，令欧洲国家倍感压力，表面上指责“产业补贴”和“强

制技术转让”等问题，实则不满国际产能格局、技术力量的变化冲击其原有

经贸优势，因此酝酿修改贸易规则。欧盟委员会于 2017 年发布了《驾驭全球

化反思报告》，既不是要像美国那样“边缘化”多边机制，也不是对这些机

制予以“无条件支持”，而是在维系这些机制存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改。[2]

马尔姆斯特伦表示，“非西方国家正在快速发展，奋起直追……我们却还在

用 1995 年的规则，几乎没有更新和改变，有些甚至仍和 1947 年一样。”[3]

欧盟不具备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以在谈判中占据明显优势，其在国际政

治中最大的资本就是“规范的力量”，通过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并推广为

约束各方的国际规则，继而依靠并维护“基于规则”（rules-based）的国际

秩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欧盟对 WTO 的改革不仅是要在中短期保持这

一多边贸易机制的稳定，还着眼于从长期塑造全球化，保证贸易规则对其有利，

以此作为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革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优势的工具。

（三）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缓慢驱动欧盟寻求高效谈判模式

欧盟受益于高标准的多边贸易协定，因而一直积极推动谈判，力图扩大

国际市场准入。随着产业竞争力增强以及欧盟对贸易谈判权的掌控，为寻求

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欧盟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雄心甚至一度超过美国。然而，

近年来，欧盟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受挫，WTO 框架下既有谈判模式难

[1]　参见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9 年冬季经济展望”，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news/
commission-publishes-winter-2019-economic-forecast-2019-feb-07_en。（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1 日）

[2]　刘明礼：“试析欧盟对全球化的矛盾心态”，《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7 期，第

39-45 页。

[3]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Malmström in Washington D.C.,” January 10, 2019,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966&title=Speech-Malmstr%C3%B6m-in-
Washington-D.C.（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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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服新旧矛盾，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以及美欧之间仍无法弥合农业等领域的深刻分歧，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的“蛋

糕”缩小，利益分配难平衡，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不论是 WTO 框架下的

多边谈判还是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甚至美欧之间的自贸谈判都缺乏政治和社

会资本。

在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第11届WTO部长级会议上，马尔姆斯特伦指出，

WTO 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无法讨论成员的关切并就努力的方向达成一

致”。[1] 大会闭幕时，马尔姆斯特伦对此次会议连解决有害渔业补贴都没有

取得成果表示失望。[2] 因此，与“多速欧洲”理念或“竞争性自由化”策略

类似，欧盟主张在 WTO 平台上通过诸边谈判的方式，允许一部分成员国先就

一些议题进行谈判，减少利益分歧对谈判进程的阻碍，以提升 WTO 实现贸易

自由化的效率。

综上，欧盟之所以能够先于其他经济体，在短时间内提出一个形式上较

为完整的改革方案并积极推动，关键在于其自身对多边贸易规则也确实有新

的诉求，并已酝酿数年。

三、欧盟推动WTO改革的路径

将欧盟的 WTO 改革主张及实践放到其近年来整个贸易政策的革新过程中

看，可发现欧盟采取了“内部—双边—多边”三步走策略，内外一体，层层推进，

WTO 改革不过是强化其贸易政策的最后一环，是欧盟内部贸易政策更新在国

际层面的投射。

[1]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of EU Commissioner Cecelia Malmström,” December 
11,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456.pdf.（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2]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Meeting in Buenos Aires: A Missed Opportunity,” December 
13,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772&title=WTO-meeting-in-Buenos-
Aires-A-missed-opportunity.（上网时间：2018 年 3 月 18 日）



90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一）内部改革先行，升级贸易政策工具

“欧盟方案”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如何解决“扭曲市场”的政府补贴问

题，事实上，欧盟内部对“贸易防御工具”（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 

TDI）早已更新完毕。TDI 是当欧盟产业受到“倾销”和“补贴”的进口伤害

时，为产业再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safeguards）三项内容。2015年至2016年，关于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论激烈，尽管 2016 年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呼吁欧盟采取反倾

销措施，但欧盟委员会彼时并未如美国一样立刻执行，而是着手在内部升级

TDI，以建立新的比价标准。[1] 早在 2016 年 4 月，欧盟委员会就提出对现有

TDI 进行立法修改的建议。2017 年底，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就“TDI 现代化”达成共识，[2]2018 年 6 月，欧盟新 TDI 正式生效。

升级后的 TDI 不纠缠于判断“市场经济”或如何解释“第三国比价”的

适用期问题，而是引入“重大扭曲市场行为”概念，以此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倾

销”并取消“低税率原则”的新标准。另外，在所有的反补贴调查中，欧盟

委员会都将取消“低税率原则”，以加强对国外补贴的打击力度。这意味着，

欧盟将由内而外推行“扭曲市场行为”这一概念，在WTO层面淡化“市场经济”

这一各方争议且难以操作的标准，保证对中国征收双反关税的“合法性”，

甚至会令针对中国的双反关税不减反增。[3]

[1]　详见欧盟委员会网站，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accessing-markets/trade-defence/。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8 日）

[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Welcomes Landmark Deal Modernizing the EU’s Trade 
Defence,” December 5,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765&title=Commission-
welcomes-landmark-deal-modernising-the-EUs-trade-defence.（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3]　欧盟之所以想用“扭曲市场行为”这一可量化的概念取代“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盟没有关于界定“市场经济地位”的内部法律。《中国入世协定》第 15

条提到，“……截至加入之日，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发必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

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明确界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并沿用了《1930年关税法》

关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认定的6条标准。欧盟在《反倾销条例》中规定了5条标准来评估“市

场经济地位条件”是否存在，并在实践中以此判定外国及其企业是否符合，但该 5条标准在

文字上主要是对企业而非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且不在正式法律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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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以双边标准压多边

除了更新 TDI，金融危机后，欧盟还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在全

球经贸不景气的情况下，尽可能营造对其有利的贸易环境和伙伴关系。目前

欧盟仍与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着自贸谈判。有观点认为，欧盟是拥有最多

双边贸易协定的贸易主体，因此不论是遭遇 WTO 瓦解还是面临一个没有美国

的 WTO，欧盟都不会是最惨的一个，仍可正常开展对外贸易。[1] 欧盟—韩国

自贸协定就将欧盟对韩贸易从 2011 年 116 亿欧元的逆差扭转为 2016 年 31 亿

欧元的顺差。

此外，欧盟—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和“欧日经济伙

伴关系协议”（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还具有

长远的战略考量。2017 年 2 月 15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 CETA，该协定内容包

括：减免 99% 的关税，获益企业广泛；[2] 为欧盟企业提供史无前例的政府采

购准入优惠；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减少企业支出；改革投资保护机制，严

格规定了政府为公共利益进行监管的权利，设立投资法院体制（Investment 

Court System），取代了在传统欧盟投资协定中广泛存在的投资者—东道国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保护民众在工作和环境上享有的权利，为可持

续发展建立了新的全球标准。[3] 容克表示，“这项协定包括我们所要的贸易

政策各项内容……同时也是展现我们价值观、驾驭全球化并塑造全球贸易规

范的工具。”[4]

如果说 CETA 有助于欧盟实现为全球贸易设立新标准的战略目标，那么

[1]　Uri Dadush, “U.S.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 How Should the EU Respond?”.
[2]　过渡期后，波兰的苹果种植商、西班牙和法国的葡萄酒生产商以及意大利的领带制

造商等都将从一年超过 5亿欧元的减税中获益。

[3]　详见欧盟委员会官网，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ceta/。（上网时间：2018

年 5 月 20 日）

[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Welcomes Parliament’s Support of Trade Deal with 
Canada,” February 15,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624&title=European-
Commission-welcomes-Parliaments-support-of-trade-deal-with-Canada.（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0

日）



92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EPA 则更具地缘政治考量。[1] 在这一协议中，为制度化欧日战略盟友关系，

切实推进欧盟的“亚洲战略”，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存在，巩固

与其他价值观一致且支持全球化的西方伙伴的关系，并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

团结中美之外有助于塑造全球化进程的力量，欧盟对日本核心利益诉求的照

顾与满足要多于日本对欧盟妥协，如欧盟几乎完全满足的日本对欧盟汽车市

场开放的要求，但日本并未完全满足欧盟对日本食品和农产品市场以及公共

采购市场的要求。[2]

（三）灵活协调多边，组建多重改革阵营

在 WTO 改革问题上，各方立场共识和差异并存，对此，欧盟突出其务实

态度和灵活性，就改革议题侧重的不同组建或参与不同的“意愿联盟”，以

求提高协商和行动效率。

1. 组建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美日欧改革阵营。尽管欧日与美国

在 WTO 作用、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及上诉法官遴选等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三

方仍在主导 WTO 改革方向上密切合作。从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底，美日欧就

WTO改革问题进行了五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所涉及的改革目标层层递进。

第一，就维护“公平竞争”的终极目标达成共识。三方在 2017 年 12 月

发表关于维护“公平竞争”的联合声明，对“政府支持”造成的“严重产能过剩”

问题以及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和本土成分要求造成的不公平

竞争条件表示共同的担忧，声称将在 WTO 及其他论坛上通力合作，消除其他

国家“扭曲市场”和“保护主义”行为。[3]

第二，就如何强化规则和措施达成共识。2018 年 3 月，三方就加强针

[1]　Hosuk Lee-Makiyama and Alice Poidevin, “The EU-Japan EPA Freer, Fairer and More 
Open Trading System,”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2018, https://
ecipe.org/publications/the-eu-japan-epa/.（上网时间 2018 年 12 月 15 日）

[2]　参见忻华：“欧盟建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理探析”，《国际展望》

2018 年第 6期， 第 95-119 页。

[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tement on a 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 December 12,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771&title=Joint-Statement-on-a-Global-
Level-Playing-Field.（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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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补贴的规则、WTO 的通报要求和贸易扭曲行为的信息共享达成一致。

2018 年 5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会议期间，美日欧三方再次

就上述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欧盟—日本—美国制定更为严格产业补贴规

则的基础界定文件》《关于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的联合声明》《关于市场导

向条件的联合声明》，三份文件中多处表达出对 WTO 规则进行完善与改革的

意愿，强调将坚决致力于推动未来与 WTO 相关的讨论。[1] 在 2018 年 7月容克

与特朗普达成的协议中，也包括“对 WTO 进行改革的内容”，声称要与“志

同道合的伙伴”紧密合作改革 WTO，解决盗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和产

业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国有企业产生的市场扭曲以及产能过剩问

题。[2]2018 年 9 月 25 日，美日欧三方再次会谈，就非市场导向、产业补贴、

强制技术转让问题及WTO改革再次发表联合声明，三方一致同意推动WTO改革，

将就 WTO 监测和监督职能改革的共同提案，供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下次

会议审议。三方还要求加强常规委员会的活动，指示专家就三方可能提出的

潜在联合提案进行讨论，以及促进最佳实践和提高各委员会的效率。[3]

第三，就“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达成共识。在2018年9月的纽约会谈中，

三方认为过于宽泛的分类以及发展地位的自行认定，阻碍了 WTO 谈判新的贸

易扩展协议，且损害其有效性，呼吁 WTO 中声称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发达

成员在 WTO 谈判中作出全面承诺。[4]

第四，就严苛的惩罚措施达成共识。2018年11月1日，欧盟与美国、日本、

[1]　European Commission, “Malmström Met Japanese Minister and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in Paris,” 
May 31,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850&title=Malmstr%C3%B6m-
met-Japanese-Minister-and-US-Trade-Representative-in-Paris.（上网时间：2018 年 5 月 31 日）

[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EU-U.S. Statement Following President Juncker’s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June 25,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898&title=Joint-
EU-U.S.-Statement-following-President-Junckers-visit-to-the-White-House.（上网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eptember 25,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
docs/2018/september/tradoc_157412.pdf.（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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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就透明度问题向 WTO 联合提议，其中引发争议的是加入

了严苛的“惩罚条款”，即如果成员国在未通报 WTO 的情况下持续对本国产

业采取优惠措施，将可能面临“被除名”的处罚。WTO 规定，引入可能影响

贸易的补贴和制度时，成员国有义务向 WTO 通报。然而，美国等不满“有经

济体长期对钢铁等产业提供过度补贴，却几乎从未提交过报告”，要求改变

即使不报告也不会遭受惩罚的现状。因此，该“惩罚条款”建议，若未报告

的国家在 2 年之内不改正，则该国无法担任 WTO 理事会主席等职务，并被要

求向WTO缴纳更多的会费；若1年之后仍不改正，则将被认定为“停止活动国”，

限制该国的发言机会，“实际上接近于停止活动资格”。[1]

2. 组建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和“扭曲市场行为”的改革阵营。这一改革阵

营不包含中美两国。2018 年 10 月 24—25 日，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挪威、瑞士、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智利和肯尼亚等

13 个 WTO 成员的国际贸易部长齐聚渥太华，专门讨论 WTO 改革，最后发布的

联合声明与“欧盟方案”的内容高度一致，包括：首先改善争端解决机制，

化解上诉机构危机；其次，支持重启WTO的谈判功能，通过多样化形式推进，

且要解决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问题；最后，认识到确保 WTO 实施有效监督和

透明度的重要性，承诺将共同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如美日欧在 WTO 改革提议

中强调的“提升对通报义务的遵守”。[2]

3.组建针对上诉机构危机的改革阵营。2018年11月26日，欧盟与加拿大、

澳大利亚、中国、冰岛、印度、韩国、新西兰、墨西哥、挪威、瑞士、新加

坡提交了关于化解 WTO 争端解决机制僵局的具体措施的建议，包括：（1）制

定新规以明确卸任的上诉机构成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继续完成尚在进行中的

诉讼程序；（2）确保诉讼程序在90天内完成，除非诉讼各方都同意延期；（3）

[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cedures to Enhance Transparency and Strengthen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WTO Agreements,” November 1, 2018.

[2]　European Commission, “Alliance Emerges on WTO Reform at Ottawa Ministerial,” 
October 26,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932&title=Alliance-emerges-
on-WTO-Reform-at-Ottawa-Ministerial.（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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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与诉讼有关的法律问题不包含国内法的含义；（4）指明上诉机构应该只

解决与纠纷本身有关的问题；（5）建议 WTO 成员及上诉机构成员召开年度会

议，以开放的方式讨论系统性问题或法学趋势。[1]上述内容基本与“欧盟方案”

中关于改革上诉机构和程序的建议一致，也全面回应并安抚了美国对上诉机

构的不满和意见。[2]2018 年 12 月，欧盟与中国和印度也向 WTO 提交了一份

针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提出将上诉机构成员数量从 7 名增至 9 名，

每人只有6年或8年任期，但若任期结束时没有接任者，则最多可再延期两年。

此外，除了将 WTO 改革问题纳入美欧自贸谈判中，欧盟还同时与中国成

立了 WTO 改革工作组。 

四、“欧盟方案”及相关举措对WTO改革的影响

贸易政策的一体化和欧元的启动使欧盟可以像一个“大国”一样参与国

际经济体系，在 WTO 中与美国形成 G2 权力结构，并在美国领导力缺失的西雅

图会议之后赢得了多边主义领导者的赞誉。[3] 凭借在 WTO 的地位和影响力，

欧盟在推动 WTO 改革问题上体现出主动性、灵活性和领导力，有助于扭转贸

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升级的势头，维持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为各方化解分歧、

凝聚共识提供机会。但“欧盟方案”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本质上是欧盟

贸易政策的延伸，出发点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终极目标仍有差距，难以解决根

本矛盾，甚至加剧了一些分歧。

[1]　European Commission, “WTO Reform: EU Proposes Way Forward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ppellate Body,” November 26, 201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 
1945&title=WTO-reform-EU-proposes-way-forward-on-the-functioning-of-the-Appellate-Body.（上

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26 日）

[2]　Ibid.
[3]　参见 C. Fred Bergsten, “From GATT to the W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WTO Secretariat (ed), Fifty Years of the GATT/WTO: Lessons from the Past for 
the Future.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以及蔡春林、李计广：“欧盟在 WTO 中

的地位与角色”，《国际经贸探索》2010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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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助于将各方从“关税战”拉回到多边规则谈判的平台

在特朗普贸易政策逼迫各方陷入“关税战”并使多边贸易机制被边缘化

的情况下，欧盟率先对WTO提出成形的改革方案，展现出成熟的经济外交能力、

议程设置能力及对全球经贸治理的充分准备。尽管“欧盟方案”内容未必为

各方一致认同，但方案文本毕竟提供了谈判的基础，将各方从应激式的关税

制裁重新拉回到理性的规则博弈上来。此外，欧盟还务实地依据各方分歧与

共识，灵活组建并协调多重“意愿联盟”和改革阵营，相互形成压力，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绕开分歧，跳出僵局，从而盘活各方携手推动WTO改革的意愿。

（二）并未弥合与美国在 WTO 改革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欧盟推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努力没有解决美国的核心关切。2018 年

10 月，欧盟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虽提及争端解

决机制改革，但并无具体措施；2018 年 11 月，欧盟与加拿大、澳大利亚、

中国等国提交的针对上诉机构运行改革的建议虽基本覆盖到美方关切，但在

美国看来并没有彻底解决上诉机构的“越权解释”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建

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案件，而且建立 WTO 成员与上诉机

构成员的定期交流机制顶多使涉及“建设性模糊”的案件可以送回立法机关

（legislative remand），而不太可能就解决立法不确定性而开启谈判；

2018 年 12 月，欧盟与中国、印度提交的改革建议主要涉及上诉机构成员数

量及任期问题，且美国可能以更难制衡上诉机构的权力而否决“更长任期”

的建议。[1] 由于对 WTO 改革的关键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新发布的《2019年贸易政策日程与2018年工作报告》中声明2019年仍将“坚

持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的立场”，[2] 说明美国会继续以阻挠上诉法官任命的方

[1]　Tetyana Payosova,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Jeffrey J. Schott, “EU Proposals to Resolve 
the WTO Appellate Body Crisis Represent Partial Progres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December 10, 2018,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eu-
proposals-resolve-wto-appellate-body-crisis-represent-partia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5 日）

[2]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Annual Repor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reports-and-
publications/2019/2019-trade-policy-agenda-and-2018.（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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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其目的。欧盟做出多方努力仍无法满足美国诉求，归根结底在于美欧

对于以何种路径建立国际贸易秩序有根本分歧。

美国本质上是想减少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权，以享有更多的贸易自

主权和更少的国际法约束，这与欧盟依靠国际规则和制度来保障“公平”并

防止“霸凌”的主张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欧盟不愿在“基于规则”和“多

边主义”原则上妥协，美国也以《美墨加协定》作为开端，在颠覆原 WTO 规

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尽管美欧在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修改“发

展中国家”标准等方面完全一致，但在是依托国际制度还是听命于权力政治、

是走功能主义一体化还是自由政府间一体化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二者其实

是为全球治理的未来提供了两种不同路径。

（三）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欧盟与美国之外的各方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未化解美国不满，联

手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改革行动也没有缓解甚至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在贸易问题上长久以来的矛盾。重新设定“发展中国家”标准，不利于

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更无助于克服成员发展的差异性和多元

利益格局对多边贸易谈判构成的阻力。美国也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提议 WTO

改革要大幅减少有资格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关的国家数量。关于“发展中

国家”概念的质疑本质上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力上升

的担忧，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只会加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

达国家内部已然恶化的立场分歧。

此外，片面强调“公平”，强化对部分成员的规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体制的威胁。“欧盟方案”中被暗示存在“扭曲市场”

行为的成员并非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发起者，反而恰恰都受益于并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祭出这些 WTO 成员的利益以安抚实际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的成员，只能是纵容保护主义，离真正的“自由且公平的贸易”越来越远。

再者，对于欧盟提出的“诸边谈判”模式，很多发展中成员现在意识到

这是以牺牲多边体系为代价强推在电子商务、国内监管、投资便利化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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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议题上的谈判。如乌干达代表认为，启动在电子商务议题上的诸边谈

判将使 1997 年建立的电子商务多边工作组陷入停滞，诸边谈判将改变 WTO 的

决策本质；代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的瓦努阿图坚持协商一致原则，

认为仍应以多哈发展议程为优先；印度为首一些成员也坚持重申多哈议程应

进行到 WTO 成员在所有议题上都取得谈判成果。

综上所述，欧盟 WTO 改革的目标与其贸易政策一脉相承，其“内部—双

边—多边”三步走的策略也显示出欧盟试图将其对自身面临全球竞争和挑战

的关切逐步推向多边平台，同时分化组合持不同立场的各方，分头推动其关

切的议题，这种狭隘性限制了欧盟“规范性力量”和全球经贸治理领导力的

发挥，化解不了眼前危机，也消除不了 WTO 的根本矛盾。

五、结语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令中国和欧盟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中欧都面临关

税战损害经济的风险，中国还要预估被围堵的可能，欧盟也陷入被迫“选边

站”的困境。在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抗争从必然双输的“关税战”逐渐转移到

可实现双赢的“规则博弈”之际，中欧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坚定支持

者，应抓住机遇，在WTO改革上扩大共识、加深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促其释放更多贸易红利。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在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立场问题上发挥桥梁作用，同时双向扩大市场准入，将全球经济增长的蛋

糕重新做大，共同致力于打造下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点。

【完稿日期：2019-3-6】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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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轮辐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也是日本试图在

WTO改革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动因。在WTO改革问题上，日本希望

走一条相对温和的“偏向中间的道路”。但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并博取“盟友”的欢心，日本并未提出独立于欧美的WTO改革主

张。为在WTO改革进程受阻的情况下确保自身利益，日本继续强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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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WTO）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

WTO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无视WTO规则，利用“国

内法”对他国频频发起贸易攻势，甚至威胁若WTO不能做出令他满意的改革，

美国可能随时“退群”。另一方面，作为保障 WTO 顺利运行的上诉机能几近

丧失。若不能及时进行改革，2019 年底 WTO 争端解决机制可能名存实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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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WTO 的公平和效率也不断引发争议，特别是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严

重影响了 WTO 的凝聚力和领导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多边自由贸易体

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对 WTO 改革的立场和主张值得关注。探讨日本应

对 WTO 改革的政策动向，对于研判 WTO 改革的前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的自由贸易政策

从二战后的历史进程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日本政府自由贸易政

策的基石。这是日本维护自身根本经济利益的战略考量，也是分析日本 WTO

改革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战后日本经济是在积极与海外诸国进行经济交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

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在“贸易立国”政策下，持续扩大开放，将商品、

服务、资本和技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从二战后至 20 世纪末，从关

贸总协定（GATT）到 WTO，日本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推动者。

当然，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中，日本也不是一味追求自由化，而是根据自身

经济竞争力状况和经济利益需求，不断调整自身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系，

直至基本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作为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在进入 21 世纪前一直采取对

GATT/WTO“一边倒”的自由贸易政策。[2] 即使在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

势飞速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相继诞生的大背景下，日本依然是 20

世纪末期以 WTO 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忠实支持者。

受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迟迟未果、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飞速发展、日本

泡沫经济破灭等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21 世纪初期日本放松了对多边贸易体

制“唯一性”的坚守，开始实行以 WTO 多边贸易体制为轴心，以自由贸易区

[1]　田中拓男、山澤逸平編著『貿易日本の活路：市場開放と企業戦略』、東京：有斐

閣選書、1984 年、11 頁。

[2]　刘昌黎：“日本通商政策的变化与双边自由贸易战略”，《日本学刊》2002年第5期，

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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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议为补充的多层次、

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1] 贸易政策出现了较大转变。但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实

现全球贸易自由化始终是日本自由贸易政策的重要基石。小泉纯一郎首相虽

然提出了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和“小泉构想”，[2] 并于 2002 年 1

月与新加坡签署了日本首个双边 FTA，但他同时也强调，必须强化以 WTO 为

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以便在构筑 21 世纪国际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3] 

日本经济产业省 2002 年版的《通商白书》也指出，尽管日本的对外经济政

策发生了些许变化，但维护 WTO 体制下的多边规则依然十分重要。这是因为

WTO 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重要场所，随着其成员数

量不断增多，谈判议题由贸易领域向非贸易领域扩展，日本不仅可以在 WTO

体系中进一步享受适用范围更广的贸易规则和立场中立的争端解决机制，还

将在多边投资协定的制定中，使本国的海外企业获益更多。

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日欧 EPA[4] 相继生

效的情况下，日本依然将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放在重要位置。2017

年 5 月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访问日本期间，日本和 WTO 联合发表了“推进自

由贸易的三个基础”的共同声明。声明指出，日本政府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一定与各方协力，持续推进自由贸易，强化多边贸易体制。[5]2018 年 11 月，

阿泽维多再次造访日本，日本外交部同样强调：“以 WTO 为中心的多边贸易

[1]　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2002」、第 4 章第 2 節：「多層的な対外経済政策の推

進」、2004 年 2 月 3 日、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285403/www.meti.go.jp/hakusho/
tsusyo/soron/H14/04-02-03-02.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日 3 日）

[2]　2002 年 1 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提出建立“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东亚

共同体设想，成员除“10+3”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被称为“小泉构想”。2006年，

进一步提升为“10+6”框架，即后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3]　小泉纯一郎「第百五十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小泉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1

年 5 月 7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507syosin.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4]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11 月，日本已经与 21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8 个 EPA，与 EPA

伙伴国或地区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约 36.5%。 

[5]　日本外務省「日本国と世界貿易機関による共同声明：自由貿易の推進のための３

つの礎」、2017 年 5月 2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58111.pdf。（上网时间：

2019 年 1 月 3 日）



102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体制是世界贸易的基石，也是日本贸易政策的重要支柱。因此，要与WTO一起，

推进自由贸易，维护和强化多边贸易体制。”[1] 在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

甚嚣尘上之时，日本政府坚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反对保护贸易。2019

年新年答记者问时，安倍晋三首相表示，日本“将在保护主义疑念高悬的世

界里，紧紧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做新时代公正规则的制定者和领导者”。[2]

日本坚持以多边贸易体制为轴心，以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轮辐的

自由贸易政策，目的是在多边贸易体制不具备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

利用双边或区域谈判易于达成协议的特点，先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间实现

WTO 框架下难以达成协议的贸易规则，为在多边贸易框架下达成协议积累经

验，进而推动在更广泛的地区乃至多边体系内实现自由贸易，最终实现日本

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

二、日本对WTO改革的主张

自 2018 年开始，国际社会主张 WTO 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日本是 WTO

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除受加拿大之邀参与少数成员的共同讨论外，

日本还与美国和欧盟举行了多次对话，并五次发表 WTO 改革的共同声明。在

此进程中，日本的 WTO 改革构想日渐清晰。[3]

第一，维护及强化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美国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满，

使其几乎濒临“停摆”状态，无法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冲突，这可能导致更

[1]　日本外務省「アゼベド世界貿易機関事務局長の訪日」、2018 年 11 月 6 日、https://
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6682.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2]　日本内閣府网站「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年頭記者会見」、2019 年 1 月 4 日、http://www.
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104KAIKEN.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3]　日本虽然在很多场合表明了其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和改革 WTO 的意志，但并未像

欧盟那样提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如无特殊标注，本文有关日本 WTO 改革主张的资料来源

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由加拿大牵头少数国家参加的 WTO 改革部长会议

上发布的声明和 2018 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日美欧贸易部长会议上的共同声明，https://www.
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7017.html 和 http://120.52.51.16/www.meti.go.jp/pre
ss/2018/09/20180925004/20180925004-1.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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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双边贸易争端。以规则为基础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支

柱，[1] 这已融入日本的战略思想。[2] 日本表示支持 WTO 理事会主席发起的、

以快速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机能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以全面提升其效率和公平

性。

第二，激活 WTO 谈判功能。事实上，由于 164 个 WTO 成员难以在其框架

下达成完全共识，致使谈判机制正在萎缩、信用降低。包括几个主要经济体

在内的许多成员因未能遵守通知和透明度义务，使得谈判新的规则和协议更

加困难。因此，日本等国呼吁商定新的协议、义务和规则，惩罚成员不遵守

透明度义务的行为，以激活 WTO 的谈判功能。

第三，强化 WTO 的监督功能和透明度。透明度问题是各方最为关切的问

题之一。为了提高 WTO 的审议和监督职能，日本等国提议所有感兴趣的成员

每年进行两次行政级别的磋商，以使各参与方能联合提出提高监管能力和透

明度的提案。

第四，减少补贴等扭曲市场的行为。由于一些成员对各自国内给予的补

贴未予或大部分未予告知，使得其他成员难以评估其对贸易的影响。这势必

会给第三国的工人和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环境，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影响国际贸易体系正常运行。为尽早达成渔业补贴的相关协议，日本等国敦

促全体成员在未来几个月建设性地参与相关讨论，努力应对因补贴而导致的

市场扭曲问题。  

第五，规范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和措施。日本同意欧美的意见，认为非

市场政策和措施带来了产能过剩，使劳动力和企业在不公平的条件下参与竞

争，阻碍了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弱化了国际贸易的功能，必须采取有力的

应对措施。日本同意与欧美共同强化对第三国非市场政策和措施的信息共享

[1]　日本経済産業省「2018年版不公正貿易報告書及び経済産業省の取組方針について」、

2018 年 6 月、http://120.52.51.15/www.meti.go.jp/press/2018/06/20180618004/20180618004-2.
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3 日）

[2]　Shiro Armstrong, “Time for Global Leadership, Japan-style,” February 3, 2019，http://
www.eastasiaforum.org/2019/02/03/time-for-global-leadership-japan-style/.（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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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并进一步深入探讨解决此类不公正贸易行为的路径和新规则的制定。

第六，制定新规则以应对产业补贴及制约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日本认为，一些新兴国家采取的产业补贴措施及国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扭曲

了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竞争基础和市场功能。[1]为此，日本与欧美持相同立场，

同意加强对产业补贴及国有企业不公平竞争等信息的沟通，提高透明度，并

将针对不向WTO报告而持续实施本国产业优惠政策的国家设定新的惩罚条款。 

第七，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第三国的强制技术转移政策及措施。日本愿意

与欧美共同深入调查和分析强制技术转移的危害，并探讨阻止这种行为的有

效措施。

第八，制定新标准以界定“发展中国家成员”身份。GATT/WTO 没有界定“发

展中国家”成员身份的标准，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定一般采取成员自己选择的方式决定，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 WTO 的协商功能，也引发了“不公平”现象的产生。为此，日本和

欧美共同主张在 WTO 改革中，制定出界定“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新标准。

第九，制定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新规则，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

易规则与诸多议题相关，因此日美欧主张把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作为解决诸多

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制定统一的跨境流通规则，构筑数字经济的统一大市场，

以促进世界数字经济的大发展。三方计划在 2019 年 6 月的 G20 峰会之前达成

协议并公布，由各方推进立法，日本将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

从上述主张看，日本的 WTO 改革立场呈以下特点。

在 WTO 改革的路径上，日本希望走一条“偏向中间的道路”，即在遵守

WTO 多边贸易规则的前提下，以相对温和的方式，通过各方谈判达成妥协，

最终实现改革，反对美国利用“国内法”，以国家安全等为由，采取提高关

税、极限施压，甚至以退出 WTO 相威胁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这

[1]　日本経済産業省「2018年版不公正貿易報告書及び経済産業省の取組方針について」、

2018 年 6 月、http://120.52.51.15/www.meti.go.jp/press/2018/06/20180618004/20180618004-2.
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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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因为日本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还因为其在美国贸易伙伴“逆差排行榜”

上位列第三，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受害者”。2018 年 3 月，美国以国家安全

为由，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日本不仅位列其中，而

且一直没有获得其“盟友”的豁免，使其不得不提出相当于 4.09 亿美元的报

复清单，这与美国对其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额度相当。2018 年 5 月，特朗普

又称会对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2019 年 2 月，美国商务部起草的关于进

口汽车关税的报告已经呈交给特朗普。如果真正实施的话，必然会遭到日本

的反制。从这一点上看，日本和美国的利益诉求存在相当差异。 

在 WTO 改革的优先顺序问题上，日本主张应以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

职能为要务。因为美国一再行使否决权，阻止 WTO 上诉机构补充人选，致使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成员由法定的七位减少至三位，其中的两位也

将于 2019 年底结束任期。一旦改革不能顺利推进，届时 WTO 的上诉机制将正

式停摆，WTO 的权威性将受到巨大威胁和挑战。日本表示支持 WTO 理事会主

席发起的、以快速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机能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以全面提升该

机制的效率性和公平性。因此，在 WTO 改革的优先选项上，日本与欧盟及中

国等多数希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国家立场一致，都希望把争端解决机制作

为 WTO 改革的优先选项，加速推进。 

在 WTO改革的具体诉求上，日本改革WTO的构想与欧美国家有很大重合，

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从日本与美欧三方的联合声明上看，在对“对等

贸易”的追求上，包括寻求竞争中立、保护知识产权、反对非市场政策和措施、

界定发展中国家地位等，日本服从了欧美国家的改革意愿。

三、日本应对WTO改革的路径

日本应对 WTO 改革有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协调者，积极推动 WTO 改革。

通过协调主要成员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协调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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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来确保日本核心利益在 WTO 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继续做大

FTA“朋友圈”，对冲改革不畅可能带来的风险。在 WTO 内部改革无法实现的

情况下，日本继续强力推进双边和区域FTA及巨型FTA战略，完善贸易布局，

确保其经贸利益。

日本自认为是 WTO 改革“协调人”的最佳人选，当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致力于维护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在应对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上试图承

担新的领导责任。[1] 对日本来说，最令其头疼的是如何协调中美两个“针锋

相对”大国的主张。日本既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又与邻国中国拥有最

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协调好中美两国的利益关切，是保证 WTO 改革成功的

重要前提。作为 2019 年 G20 轮值主席国的日本，期望在 G20 框架下为 WTO 改

革确定优先次序，明确方向，把握拯救多边贸易秩序的战略机遇，协调好中

[1]　吴怀中：“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6期，第 14 页。

2018 年 12月，中日韩自贸区第十四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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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关系。为发挥协调人作用，日本一方面与美国、欧盟紧锣密鼓地协调改革

方案，另一方面也尽力照顾中国。2018 年 10 月，日本经产大臣世耕弘成访

问中国之际，提出与中国就 WTO 改革设立磋商平台，中方予以积极回应。中

日双方计划先在事务级别上就日美欧提出的 WTO 改革方案交换意见，在此基

础上举行部长级磋商。日本称将力争在 2019 年内与中国就 WTO 改革问题进行

直接讨论和磋商，以提高实现改革的可能性，缓和中美贸易摩擦。[1]

由于自身的地缘政治（防务上依靠美国）、经济（外贸以美国为最大出

口市场）局限，日本在推动其 WTO 改革主张时，不能不受到美国强力掣肘，

甚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迁就美国。日本在与中国协商有关 WTO 改革时，也不

能不受到美国的影响。 

尽管日本为促成 WTO 改革做出了努力，但其能否如愿仍未可知。一位日

内瓦资深观察人士说，若最终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同意，WTO改革协议很难达成。

但中美立场差距较大，改革难度可想而知。[2] 中国针对 WTO 改革提出了三个

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三项基本原则是指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和开

放两个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

五点主张包括：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优先处理危及 WTO 生存的

关键问题；解决贸易规则的公平问题并回应时代需要；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

殊与差别待遇；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定及 WTO 改革优先解决事项等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有些差异是难以协调的。

中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

间的分歧。例如，美欧日三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强调“对等贸易”，甚至

可能对“关税约束”“特殊与差别待遇”等WTO现有条款做出颠覆性的改变。

[1]　“日本拉中国讨论世贸组织改革 日媒：欲充当中美调停人”，参考消息网，2019

年 1 月 10 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90110/2367867.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 日）

[2]　郭丽琴：“各方全面发力 WTO 改革 中方首度确认独立方案正在研究”，新浪网，

2018 年 12 月 7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8-12-07/doc-ihprknvt4885209.
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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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顾 WTO 全体成员发展水平差异及整体利益诉求的改革主张，很容易影

响 WTO 内部的团结，甚至可能使成员分裂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

营”，进而导致 WTO 改革方案的流产。除了这些分歧外，美欧日等发达经济

体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在 WTO 改革的优先顺序、农产品补贴等问题上也存

在巨大差异。如：欧盟建议扩大和加强上诉机构的管辖权，但美国一再表示，

上诉机构必须更加负责，且处于有限的范围内，是一个需长期关注的问题；[1]

美国与欧盟、日本两个经济伙伴间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也一直悬而

未决。更何况WTO的164个成员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若要达成“协商一致”

难度可想而知。

为应对 WTO 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近年来日本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贸易

协定，特别是在推动巨型 FTA 上最为积极，呈现出相当的进取态势，[2] 其目

的正是企图通过“主导”巨型FTA的创建，引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

正如安倍晋三首相在 2019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表达的，“CPTPP 和日

欧 FTA 这两个巨型 FTA 所产生的规模优势和效率，将扩展到全世界。此时，

更敦促我们重拾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信任。”[3] 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仍然勉力维持 TPP，使 11 国达

成 CPTPP，展现了自身的协调力。日本自认为“有能力动员并与亚洲和世界

各地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维护开放的、自由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4]

实际上，在这种冠冕堂皇的政策宣示背后，隐藏的是日本对 WTO 谈判进展的

[1]　Jack Caporal,“WTO Reform: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October 23, 2018，https://www.csis.org/analysis/wto-reform-beginning-end-or-end-beginning.（ 上

网时间：2019 年 1 月 3 日）

[2]　贺平：“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6期，

第 32 页。

[3]　日本内閣府「世界経済フォーラム年次総会安倍総理スピーチ」、2019年 1月 23日、

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123WEF.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30 日）

[4]　Editorial Board, “Is Japan up to Leading WTO Reform?,” February 4, 2019，http://www.
eastasiaforum.org/2019/02/04/is-japan-up-to-leading-wto-reform/#more-167681.（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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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和对冲，即一旦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陷入僵局，日本仍可以通过其在双边

和区域自由贸易领域的“朋友圈”，维护其贸易市场和竞争优势。在日本看

来，最理想的状态是把有其参与乃至主导的巨型 FTA 连接起来，打造多国参

与的“超级 FTA”。随着“超级 FTA”影响力的扩大，将有更多的国家或地区

参与进来，也不排除美国参与的可能性。届时，这艘在WTO之外航行的“航母”

可能架空甚至最终取代 WTO，成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新宠。

四、结语

在 WTO 改革问题上，日本的战略考量是在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内实现利益

最大化，乃至主导 21 世纪的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正如安倍在 2018 年 3

月的施政演说中明确表示的，日本要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把基于“自

由公正规则的 21 世纪经济秩序推广至全球”，并以此引导新时代多边贸易体

系调整与重构的方向。因此，在 WTO 的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日本希望与欧

美一道，通过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现代化改革，提高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标准

和水平，以实现其引导新时代规则重建的“雄心”；另一方面，为确保 WTO

改革进程受阻情况下免于遭受国际贸易严重冲击，日本希望通过双边和区域

高标准自贸协议，局部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主导“巨型FTA”规则的“高

标准”方向。因此，无论 WTO 现代化改革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日本为寻求

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提出的、以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和主张，均可能在与其他重要贸易体进行磋商和协调过程中寻找到政

策契合点。 

【完稿日期：2019-3-2】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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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动因、前景及影响

     虞少华

〔提   要〕 随着无核化进程重返对话轨道，朝鲜半岛形势发生重大变

化，缓和幅度与深度空前。变化动因既是朝鲜、韩国、美国等国基于对

严峻现实的务实反应，也是各方政策互动的结果。未来形势发展必然伴

随曲折甚至反复，结构性深层矛盾难以消弭，无核化目标也无法在短期

内彻底实现。但支撑形势向好的因素不同以往，且呈现出一定不可逆性。

如果能在半岛无核化和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此轮缓

和可能成为东北亚格局最终走出冷战的转折性起点。

〔关 键 词〕朝鲜半岛无核化、东北亚格局、朝美对话、朝韩关系

〔作者简介〕虞少华，上海大学半岛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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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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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朝核问题解决进程重

回对话轨道，朝美、朝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朝鲜进行将重心转移到经济

发展的战略调整，半岛局势出现多年未有的明显缓和，对东北亚格局演变产

生深远影响。分析局势缓和的影响因素，评估各方势态，对研判朝鲜半岛乃

至东北亚局势下一步的发展走向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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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鲜半岛形势的重大变化

朝鲜半岛形势围绕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以及朝鲜不断推进核导计

划引发的冲撞，已在冷战以后上演了多次紧张与缓和跌宕交替，并在 2017 年

濒临失控险境。而随着一段时间以来无核化进程重返对话轨道，半岛整体形

势发生重大变化，缓和幅度与深度均堪称空前。

（一）朝鲜各方对半岛无核化问题共识明显加大

朝鲜核导问题长期以来是东北亚安全的焦点之一。随着朝鲜核导计划不

断推进，各方对半岛无核化问题的立场冲突在 2017 年中达到顶点，半岛形势

也因此处于失控风险最大时期。但在 2017 年 11 月完成“火星 -15”洲际导弹

试射后，朝鲜于当日发表声明声称“完善国家核力量的历史大业、火箭强国

事业终于完成”，被外界解读为“可能借此传递暂停核导试验之意”。2018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在同习近平总书记会晤

中表示，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是朝鲜始终不变的立场。4 月 21 日，朝鲜发布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宣布即日起将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为保证中止核试验的透明性，朝鲜将废弃北部核试验场。4 月 27 日发表《板

门店共同宣言》，朝韩确认“通过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6

月 1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其中

第三条宣称，朝鲜重申了 2018 年 4 月 27 日签署的《板门店共同宣言》，承

诺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1]2019年2月第二次“金特会”也重申“朝

美将为半岛无核化继续紧密联系”。 [2] 金正恩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进一步明

确宣称，“朝鲜不再生产核武器，也不进行核试验，不使用和不扩散核武器”。[3]

前些年朝鲜在核问题上的表态曾不断向“拥核自保”方向升级，与六方

[1]　“美朝联合声明全文公布”，搜狐网，2018 年 6 月 12 日，http://www.sohu.com/a/2 
35359588_313745。（上网时间 2019 年 1 月 5 日）

[2]　“朝中社：朝美领导人相约再会 商定继续展开对话”，新浪网，2019 年 3月 1日，

http://news.sina.com.cn/w/2019-03-01/doc-ihsxncvf8850305.shtml。（上网时间2019年 3月 5日）

[3]　“金正恩 2019 年新年贺词”，《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朝鲜半岛时政摘要》，2019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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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其他国家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成为形势紧张的根

源之一。而 2017 年底以来朝鲜的上述表态，已有了方向性的改变，可以说，

虽然本地区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政策诉求还有不少差异，同时对

朝方的表态相关方也有不同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各方在朝鲜半岛无

核化问题上的共识，确已达到近年来最为积极、最为明确的程度。

（二）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除了在无核化问题上各方共识度明显加大，一年多来，与半岛无核化进

程相关的实际成果也可圈可点。

2018年5月24日，朝鲜对丰溪里核试验场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进行爆破，

并宣布正式废弃这座核试验场。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对参与见证爆破的

中美俄英韩五国记者表示，核试验场共有四条坑道：2006 年第一次核试验后

就已废弃的一号坑道、2009 年至 2017 年进行第二次到第六次核试验的二号

坑道，以及已经完工并随时可以用于核试验的三号和四号坑道。当天朝鲜依

次对二号、四号、三号坑道进行了爆破，并分批炸毁场内十多幢用于观测、

研究、警备等目的的地面建筑物。[1]7 月 23 日，美国专门分析朝鲜动态的网

站“38North”发布消息称，朝鲜已经开始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的关键设施。

此前有报道透露，金正恩曾在之前与特朗普的会谈中声称要摧毁导弹引擎试

验场。而据 7月 20 日美国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的导弹发射装置，包

括用于发射前组装火箭的轨道式建筑，以及用于研制弹道导弹所需的液体燃

料引擎的火箭引擎试验台等，这些设施被认为在朝鲜洲际弹道导弹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38North”网站就此评论称，这是金正恩为履行在朝美首脑

会晤上作出的承诺而迈出的重要第一步。

作为继续推进无核化进程的不可或缺步骤，一系列旨在降低军事紧张、

有助增加互信的举措也取得初步成效。例如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期间，美韩将

原定于 3月初举行的“关键决心”和“秃鹫”联合军演推迟至 4月 1日开始，

并将演习时间由过去的两个月缩短至 1 个月，演习规模也相应缩小。为给包

括第一次“金特会”在内的有关对话营造有利环境，美韩国防部又于 6 月共

[1]　“震撼！朝鲜炸毁丰溪里核试验场画面曝光”，凤凰网，2018 年 5 月 25 日，http://
news.ifeng.com/a/20180525/58442957_0.shtml。（上网时间 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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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宣布，暂停原定于 8 月举行的“乙支自由卫士 (UFG)”韩美联合军演。这

是韩美两国时隔 24 年来首次因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中断联合军演。2018 年 10

月，美韩再次决定暂停举行“警惕王牌”联合军演，以“为外交解决朝核问

题提供更多机会”[1]。第二次金特会后，美韩宣布从2019年起停止代号为“关

键决断”和“鹞鹰”的美韩联合军演，转而以较小规模的专项训练取代。

（三）朝鲜战略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

半岛形势变化中另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且与无核化密切相关的事件，

是朝鲜调整国家战略，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2018 年 4 月 20 日，朝

鲜劳动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金正恩在会议讲话中称，

2013 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的各项任务圆满

完成”，当前的战略路线是“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会议决议也阐明，朝鲜“将集中一切力量，动员国家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资源，

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和划时代提高人民生活进行斗争”。决议还阐明，“为

营造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积极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密切联系并进行对话”。 [2]

为落实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朝鲜一方面提出以科技和教育为

导向，加快国内经济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经

济合作步伐。据统计，2018 年中，金正恩参与的公开活动报道共 123 条，有

关经济活动的报道较头一年猛增近六成，而涉军视察活动则锐减八成。朝鲜

还颁布多项政令，设立新的经济开发区。截至 2018 年底，朝鲜共设立 22 个

经济开发区，涵盖工业、农业、旅游业、出口加工、高新技术等不同行业。

自冷战结束和朝核问题成为地区热点后，朝鲜的国家战略就集中于打造

安全保障，“先军政治”“加强核遏制力”是其多年口号目标，外交基调也以“以

超强硬对强硬”著称。虽然金正恩执政后提出“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

方针，但外界对此质疑多于相信。此次再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

也引发多种解读。但总体而言，朝鲜发展经济建设的努力已有所成效，被认

[1]　“美韩再次决定暂停一项联合军演”，搜狐网，2018 年 10 月 20 日，http://www.
sohu.com/a/270211399_100253941。（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2]　“朝鲜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会议 金正恩出席指导会议”，《上海市朝鲜半

岛研究会时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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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也不断提高，这不仅是朝鲜国家发展的重要转折，也是半岛无核化进程

推进及地区形势向好的积极动力。

（四）相关双边关系取得积极进展

围绕形势发展，域内各方关系起伏反复并不罕见，但如同最近各国间双

边关系同时出现缓和或突破的情况却实属不多。

中朝关系因为在朝核问题上立场分歧加大，近年来不同程度影响到各领

域合作，民意方面的不和谐也通过媒体有所表现，特别是一贯引领全局的中

朝首脑互访中断近七年，难免给复杂的地区形势再添一分不定。在此背景下，

2018 年 3 月 25 日金正恩首次出访即来到中国，两国首脑再次确认“双方都

从战略高度和国际地区格局把握运作两国关系”，中朝传统友好合作不会因

一时一事的影响中断发展步伐。同时金正恩就无核化问题的积极表态，也成

为此次中朝首脑会晤给地区乃至世界带来的最瞩目信息。此后不到三个月时

间内，中朝首脑又分别在大连和北京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的话题不仅涉及

地区形势和无核化问题，也深入探讨了两党高层交往、交流互鉴，以及加强

两国人民交流往来、夯实民意基础等问题。中朝交流重趋活跃，凸显出双方

关系对地区形势的正面、积极影响，也为其后朝韩、朝美首脑会晤铺垫了基础。

与此同时，朝韩关系亦快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8 年 4 月 27 日，金正

恩和文在寅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了《板门店

共同宣言》。宣言宣称将“划时代地全面改善并发展双边关系”，“确认民

族命运自决的自主原则”，“尽快促成高级别会谈等各领域对话和谈判”。

同年 5月 26 日，朝韩首脑再次相聚于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就履行《板

门店共同宣言》和有关朝美领导人会晤等事宜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当时正值

拟议中的朝美首脑会晤一波三折，朝韩首脑这一次“闪电会晤”，无疑有针

对美国的考量，在媒体的评论中也都肯定了其对之后“金特会”的推动。同

年 9月文在寅回访朝鲜，双方在百花园签署《平壤共同宣言》。宣言提出“从

根本上解除敌对关系”“基于互惠互利共赢原则扩大交流合作”“让半岛成

为没有核武器威胁的和平地带”。[1] 显然，与《板门店共同宣言》相比，《平

[1]　“朝韩 9月平壤共同宣言全文”，新浪网，2018 年 9 月 19 日，http://news.sina.com.
cn/w/2018-09-19/doc-ifxeuwwr5949214.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115

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动因、前景及影响

壤共同宣言》对无核化问题的表态进一步明确，对双方关系定位更加积极，

对合作目标与措施的设定也更具体。

朝美关系缓和以 2018 年 6 月 12 日“金特会”为标志，特朗普和金正恩

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在任首脑的首次会面，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提

出四点共识，包括双方致力于建立与两国人民和平与繁荣愿望相符的、新型

美朝关系，将共同努力建立半岛的持久、稳定和平机制，朝鲜重申 4 月 27 日

《板门店共同宣言》，并致力于半岛完全无核化。[1] 同年，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多次访朝，美朝工作层断续接触，虽然有关磋商进展艰难，但双方均希望

保持接触的姿态仍可谓积极。另外，根据朝美联合声明共识，朝鲜时隔 11 年

再次向美国移交美军遗骸。继 7 月 27 日朝鲜向美国送还 55 具遗骸后，12 月

美朝再次就 2019 年继续此项工作交换文件。2019 年 2月，第二次“金特会”

在越南河内举行，虽然没有最终签署已事先准备好的“河内宣言”，但双方

仍明确表示将继续就无核化和改善关系进行努力。

二、各方推动形势转圜的动因

朝鲜半岛形势的大伏大起，是各方，特别是朝、韩、美基于对严峻现实

的务实反应，也是各方政策互动的结果。

对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亟需遏阻朝鲜核导计划形成更大威胁，并用于

彰显其外交成果、确保对东北亚局势把控。特朗普在竞选之际，就以“同金

正恩一边吃着汉堡，一边就朝核问题协商”为话题，一方面指责民主党在朝

核问题上的政策失败，另一方面彰显自己可能在久拖不决的朝核问题上有所

建树。但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年中，特朗普主推的对朝“极限施压”政策并

未与奥巴马时期美国对朝核问题立场有太多区别，反倒是朝鲜的核导研发行

动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朝鲜半岛形势也因此经历核问题升级后最嘈杂的战

争喧嚣和最严峻的失控威胁。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不能不正视朝鲜核导能力

已经在理论上对美国本土形成的威胁，在施压手段几乎穷尽、且无把握用武

[1]　“重磅！美朝领导人签署联合公报”，环球视野，2018 年 6 月 12 日，http://www.
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25145.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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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情况下，与朝对话自然成为选项。同时，由于国内党

争压力不减，特朗普深受“通俄门”等麻烦困扰，外交也在“美国第一”“逢

奥必反”的政策方针影响下鲜有不被指责之处，在朝核问题上通过协商手段

显示转圜和进展，或可成为特朗普难得的政绩资本。此外，美国加速向传统

地缘政治回归，各层次的战略都开始着眼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特别是将中国崛起看作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结构性挑战”[1]，这也决

定了特朗普必须在朝核问题上掌握主动，避免中国对无核化进程的影响扩大，

以及日韩盟友出于对朝核问题失控担忧而离心。最后，从特朗普两次同金正

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时间选择看，也显然有助力 2018 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为

2020 年竞选连任铺垫的考量。

从韩国来看，文在寅政府当前政策既是出于一贯理念，也是迫于现实需

要。文在寅在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后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韩国政坛近

十年后再次迎来进步派执政。作为进步阵营代表，文在寅的政治理念有对金

大中、卢武铉的传承，对朝政策思路鲜明倾向于通过和解合作改善同朝关系，

并希望借此提升对美关系主动，彰显出较保守阵营更为突出的民族自主意识。

而从韩国国内政治与外交现实角度看，文在寅调整对朝政策包括对朝核问题

的政策，更是事关其执政命运的必然。一方面，朝鲜核导计划的实质推进，

已导致美朝对抗升级为战争威胁，作为最大人质，遏制战端已成为韩国的现

实和严肃要务，必须明确“绝不允许半岛出现战事”、坚决反对武力解决的

立场。另一方面，只有缓和南北关系，推动朝核问题向得到控制乃至解决方

向进展，才能顶住主张强硬对朝、视对话为绥靖的国内保守势力压力，也才

能稳定住赞同其缓和政策的基本盘。此外，低迷不振的经济形势也使现政府

不得不期待对朝政策能得到积极效应。文在寅竞选时为改善经济民生提出的

举措已被证明不能迅速奏效，其初期支持率多得益于对朝政策收获良好效应，

但经济颓势不改情况下，支持率已由 2017 年最高时的 85% 跌至 2018 年 12 月

的 47%。这迫使文在寅政府要在执政初对朝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力，通过

[1]　“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2018 年的国际安全形势”，网易，2019 年 1 月 16 日，

http://3g.163.com/dy/article/E5LL932P0511DV4H.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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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会谈、落实共同声明的各种事务级协商，包括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尽

可能把朝韩和解和无核化进展推进到不易逆转程度。

对朝鲜而言，为战略重心平稳转移创造外部环境。朝鲜在冷战以后失去

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支撑、朝韩经济实力对比迅速逆转，朝弱韩强不断扩大后，

朝鲜对发展经济的紧迫感一直十分强烈。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朝鲜对外坚持

展现自立、强硬应对安全威胁的姿态，对内先军政治挂帅，重点发展国防工业、

“艰苦行军”，将应对来自美韩威胁放在国民动员首位。与此同时，朝鲜从

冷战后周边环境和自身国情出发，也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金正日执政后期推进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即是这种努力的表现。金正

恩执政后更是明确将经济发展与核武建设并重，投入更多关注和实践。但由

于拥核自保与经济建设在资源分配和外部条件确保上必然形成相互制约，朝

鲜在 2017 年集中力量突破核导技术，宣布“核导建设大业完成”，在 2018

年明确表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际是在自认核导能力已初具威慑

力，而试核射导遭致联合国制裁对国民经济压力也接近极限的情况下，选择

关键时机节点做出的主动调整。为了迅速转入全面经济建设，朝鲜面对国际

社会就无核化问题做出了“重要善意举措”，称“正在努力使半岛成为没有

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地方，期待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实际行动予以回应”。[1] 从

朝鲜在无核化协商的最新进展以及在国内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实践看，朝鲜

的工作重心转移带有战略调整性质。而从国内情况看，朝鲜已经较为平稳地

完成了这一重大过渡。

三、无核化协商发展前瞻

此轮朝鲜半岛缓和虽开局积极而迅猛，但其后推进仍阻力重重。总体看，

形势发展前景必然伴随曲折甚至反复，结构性深层矛盾难以消弭，无核化进

程也无法在短期内实质终了，但支撑形势向好的因素不同以往，有一定不可

[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在第 73 届联大会议讲话”，朝鲜中央通讯社

2018 年 10 月 2 日电，http://www.dprkmedia.com/viewarticle?ArticleID=345497&txtKeywo

rd=%EB%A6%AC%EC%9A%A9%ED%98%B8。（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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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性。

阻力和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形势变化的焦点——“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实质判定仍有很大

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认为该问题的本质是安全关切，只有相互照

顾安全关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将朝鲜核导计划视为地区安全威胁之

源、将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解决归结为朝鲜弃核的观点也还在主导一些国家

政策。例如美国对半岛无核化的认定就是朝鲜去核化，并且在 2018 年中还提

出了较 CIVD（即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弃核）原则更为强硬的 PIVD（即永

久性的、可验证、不可逆的弃核）作为标准。第二次“金特会”结果也表明，

美国虽然口头上同意采取“相应措施”，但何为相应以及是否相应却要依照

美国标准，[1] 类似的单方面坚持使得对话协商难以在最终目标和切入点上形

成更多共识。各说各话、互不信任、甚至根本否定半岛无核化可能性的看法

还在制约合作。

其二，美朝对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的行动方式及其原则立场相左。朝鲜

主张实现无核化要“分阶段”和“同步走”，这也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相近。

美国则寻求以“利比亚模式”根除朝鲜核威胁，强调设定最后期限，并坚持

要朝鲜先采取“实质性行动”。美国务卿蓬佩奥在第一次“金特会”后的两

次访朝或屡被推迟，或无实质进展，都表明朝美落实首脑联合声明的事务层

磋商未能消除分歧。而第二次“金特会”的情况也表明，虽然美朝都亟需谈

判有所斩获，但美国实际上并未完全接受朝鲜提出的“同步”原则，双方对

同步以及何为同步的差异成为“河内宣言”落空的原因。[2]

其三，美国按自身需要控制缓和势头，制约相关国家加速改善关系。此

次朝鲜半岛形势转圜，很大程度上是朝韩双方调整政策的结果。但这种政策

调整效应越凸显、双方加速推动政策落实的意向越积极，来自美国的牵制就

越大。例如，朝韩双方都有意推动由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签署“终战宣言”，

[1]　“曹世功：二次‘金特会’受挫主因及朝美对话前途”，国际网，2019 年 3月 4日，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9/0304/1315365.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上

网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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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示和平和解意志，为停和机制转换打下基础，美国却明确表示“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应先于终战宣言发表”，[1]“现在谈论终战宣言问题为时尚早”。

再如 2018 年 11 月 20 日，美韩涉朝工作组正式成立，这是两国历史上第一次

就涉朝决议执行情况和韩朝经济合作等事宜成立专门沟通机制，蓬佩奥宣称，

“美韩不要各说各话，朝韩关系不要超速”，美国上述态度与举措不仅对韩

国政策形成掣肘，也是在试图对整体形势发展减速增压。

积极因素也切实可期。

一方面，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宣布，朝鲜

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将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2] 这应视为朝鲜的战略调整，从其后就无核化和发展经济采

取的一系列实际措施看，无论从公信压力还是技术角度，再推进或重启核导

计划都极其困难，何况从稳定国内需要看，金正恩也必须考虑国民对反复调

整政策的承受能力。总体看朝鲜坚持当前政策的压力最大，延续性最为确定。

另一方面，韩国文在寅政府同样面临继续推进当前对外政策的压力。因

为韩国国内政治环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经济的低迷不振也非短期

能够扭转，很可能在文在寅有效执政期内都会持续拖累其国民支持度。文在

寅政府要稳定执政地位，坚持推进对朝和解合作政策并促进无核化步骤走实，

是虽有险阻但别无选择的方向。尽管来自美国的压力极大，文在寅仍试图以

联合国“特别豁免”等方式进行南北交流，并尽力推动美朝对话延续和深化，

表现出对既定政策的韧性坚持。在第二次“金特会”后，文在寅表示，防止

美国脱离对话轨道是韩国政府当务之急；[3] 外长康京和也表示，“外交部将

制定打破美朝僵局的仲裁方案，从多种渠道推动美朝重启对话”。[4]

[1]　“美国务院谈半岛终战宣言：朝鲜应首先实现无核化”，《大公报》2018年 8月30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11/2018/0830/210230.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5日）

[2]　“朝鲜召开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金正恩宣布新战略路线”，新浪网，2018年4月21日，

http://news.sina.com.cn/o/2018-04-21/doc-ifznefkf9696215.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5日）

[3]　“文在寅：防止朝美脱离对话轨道是当务之急”，韩联社，2019 年 3 月 4 日，https://
cn.yna.co.kr/view/ACK20190304003900881?section=search。（上网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4]　 “韩外长：将积极斡旋朝美力促韩朝美对话”，韩联社，2019 年 3 月 4 日，https://
cn.yna.co.kr/view/ACK20190304003800881?section=search。（上网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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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虽然同朝鲜的对话与接触只是策略调整而非实

质改变，但不对朝鲜做任何松动甚至退出对话也非易事。美国决定举行第二

次朝美首脑会谈，并在此前同朝鲜就双方分别落实《6•12 朝美共同宣言》进

行了事务层面磋商与“河内宣言”草拟，本身表明美国也在向“同时行动”

方向靠拢。因为只要朝鲜继续坚持不重启核导试射，美国就很难在拒谈方面

占据道义制高点。同时，继续推动相关国家加大制裁力度迫朝鲜妥协也很难

随心所欲。在全球性难题负担空前、国内外对美国现行政策批评声不断的情

况下，朝核问题进展几乎已是特朗普政府唯一“政绩”，只要特朗普不能承

受朝核问题重回原点的失败指责，就有必要寻求以对话维护在朝核问题上的

已有成果。

总之，朝鲜半岛形势与无核化进程将会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说

“好事多磨，前景可期”。“河内宣言”虽然流产，但二次“金特会”并非

一无所得，它或可在以下方面促使朝美及相关方更多反思：正确把握对方的

核心诉求是谈判成功的前提；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并非仅指朝鲜弃核、实

际集中了相关各国深层利益的复杂议题而言，相向而行、循序渐进是唯一可

行方式；谈判遵循平等和相互照顾安全关切原则，而避免“道德审判”；鉴

于谈判双方对同一筹码的价值会有不同认定，协商时有必要理性看待这种差

异，促成现实可行的利益置换。除了朝美双方需要在反思基础上寻找新的机

会与路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其他相关方也应继续坚持对话协商正确方

向，推动朝美保持接触，并为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长治久安做出各自

努力。

四、对东北亚格局演变影响

此轮朝鲜半岛缓和局面热度堪称空前，并不排除在数年内维持势头，如

果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相关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也可能成

为东北亚格局最终走出冷战的转折性起点，历史意义重大深远。

东北亚地区在冷战时期因两大阵营对峙而维持了消极稳定与相对平衡。

但在冷战结束后，地区大国和朝韩之间未能实现“交叉承认”，导致整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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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失衡。而朝鲜在试图依靠自身努力改善同日韩关系未能得尝后，转向寻求

用核牌突破对美关系，直至走上拥核自保道路。此后围绕朝核问题的各方利

益冲撞逐步升级，更加剧了地区格局紊乱与形势紧张。所幸一年多来，一系

列明显且总体积极的变化有助于地区格局演变向平衡稳定方向发展。

首先，地区各国关系普遍呈现改善和趋于稳定的状态，朝核问题解决进

程重回对话轨道有助于各方加强合作减少对抗。如前所述，2018 年，中朝、

朝韩、朝美先后进行了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谈。中朝、朝韩首脑会谈是时隔多年，

让两对双边关系分别重回正常轨道或迅速突破障碍。朝美首脑会谈则是开历

史先河，为打破数十年壁障奠定重要基础。借助上述首脑会谈营造的缓和气氛，

已持续多年的地区对抗性格局得以扭转。事实上，在东北亚有关国家关系空

前复杂、敌对的情况下，首脑外交的突破力、引领力、公信力确实对形势转

圜发挥了特殊作用，且目前看相关国家仍有意借此进一步维持缓和势头。

朝核问题重回对话轨道，显然也是地区格局重拾平衡的利好因素。朝核

问题在六方会谈停摆后，各方关系或空前复杂，或几近失控，建设性合作无

法形成合力，而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的消极影响加大，更有向三边军事合作

发展的危险，导致地区格局越发失衡。在新一轮对话协商重启后，各方深层

利益诉求虽未有根本变化，但缓解紧张、避免冲突已成当前要务，无核化共

识度的扩大也增加了东北亚形势主基调中和平合作的积极色彩。

其次，朝韩两国的“民族自决”主动性凸显，对东北亚力量组合带来积

极影响。长期以来，受大国地缘政治影响，朝鲜半岛南北结构性矛盾困扰双

方关系，各自内政外交也难以摆脱由此带来的制约。此前几年聚焦于朝核问

题的各方博弈使得朝韩面临的压力均几近承受极限，迫使两国不得不向缓解

紧张寻求和解的方向调整政策。一方面，朝韩两国相向而行的和解合作姿态

成为这一轮半岛形势转圜的重要推动力。从平昌冬奥会开始，朝韩就默契抓

住了时机，以在开幕式上同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联合组团参加部分

比赛项目等行动，掀起了一场缓和热潮。而朝方派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

副部长金与正以金正恩特使身份任团长的代表团赴韩，向文在寅递交金正恩

亲笔信，文在寅会见朝高级代表团并表示愿创造条件回访朝鲜，双方共同表



122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

示“努力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将半岛和平和解氛围延续下去”，[1] 此后不

久即实现了“文金会”，使沉闷危殆的半岛迅速显现生机。另一方面，在整

体形势回归对话但却进展艰难时，朝韩均坚持释放善意并持续有关履行协议

的磋商，成为维护缓和势头的积极因素。如在美朝会谈遭遇阻力前景迷离时，

朝韩首脑再次聚首发出坚持无核化方向明确信息，对特朗普、金正恩新加坡

会面最终成行影响积极。而在朝美落实“金特会”联合声明的工作层磋商困

难重重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进行离散家属会面、设立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

推进朝韩铁路公路连接、启动撤除非军事区哨所的兵力和武器，都是防止形

势反复甚至逆转的一份支撑力量，也确实起到了双方共同强调的“民族自决”

导向性积极作用。朝韩关系的上述新特点，对东北亚秩序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再次，大国关系虽有震荡，但正在立足现实向新态势下的竞合关系过渡。

一直以来，大国关系是东北亚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美国同中国、

俄罗斯关系的摩擦面加大，直至将中俄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

日关系也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长期龃龉。不能不提的是，中美、中日间的

这些相互消耗往往都与朝鲜半岛问题扯上关系，例如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

导系统，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环境。再如美国反复指责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方

面没有尽到应尽责任，甚至以对朝制裁为由，对中国企业和银行进行“长臂

管辖”。日本也渲染朝鲜导弹威胁，将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合作从应对“周

边事态”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加紧引进偏离“专守防卫”传统政策的攻击性

武器装备，这对中日建立互信只能是负面的。由于这种大国力量消长引发的

深层战略考量变化，中美日俄等大国在地区的矛盾和冲撞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将长期持续，但最新形势表明，这种态势全面恶化甚至失控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中美、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已是不争事实，中国在地区影响力提

升也因此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但同时中国和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尚有很大

距离，“中国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2]，也无意取代美国和对

[1]　“文在寅会见朝高级别代表团 金与正代表金正恩邀文在寅访朝”，中国新闻网，2018

年 2 月 10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02-10/8446132.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2]　“王毅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8 年 9月 29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9/content_5326817.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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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本。而美国等如果为遏制中国崛起过度应对，同中国全面竞争而放弃合作，

只能伤人害己，给地区造成灾难。在现实看待东北亚大国力量结构现状的背

景下，中日关系已初步得到改善，双方加强合作、避免消耗性对立的意愿成

为主导。从中美贸易摩擦由激烈开局到呈现管理动向，双方在保持合作上都

有共识的情况看，美国也在适应新的中美关系结构变化，展现出务实并着眼

长期的应对意向。

事实上，仅从围绕朝鲜半岛的各大国当前政策动态，也可看出这种微妙

变化。从第一次“金特会”到第二次“金特会”，特朗普政府对朝核问题的

应对已从与朝接触对话中获利，并在继续探索推进。中俄也在中方的“双暂

停倡议”和俄方“分步走路线图”等共同推动无核化进程基础上，针对对话

重启的最新形势继续加强相关合作。日本不甘心在半岛新形势下出局，亦在

准备适时参与对话进程，并对日朝双边关系的推进展示相对灵活和积极姿态。

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坚持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强调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的一贯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其现实可行性，美国主要依靠同盟关系和军

事合作，以施压和制裁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子难以根本解决问题。而另一方面，

中国反对朝鲜核导计划的立场也依然坚定明确，并未像一些分析担心的那样，

为抗衡美国而在执行联合国对朝决议上“放水”或“打朝鲜牌”。总体看，

半岛无核化进程重回对话轨道，对美国主导的以意识形态对立和军事手段支

撑的同盟体系是一种削弱，更不可能导致中俄朝结盟形成新冷战对抗的前景。

即使是在第二次“金特会”未有预期进展情况下，美日韩再以军事合作压力

重回对抗态势的可能也很小。中国对半岛政策体现的共同安全理念能够最大

程度覆盖各方长远利益，使相关国家在只按自身利益打造的政策屡屡碰壁之

后，不能不考虑向中国原则靠拢，这对地区格局和不同安全关切不致过于失

衡有益，也会通过半岛无核化进程及停和机制转换对东北亚格局演进产生深

远影响。                                      

【完稿日期：2019-3-6】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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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战略 *

     何奇松

〔提   要〕 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战略强调“美国优先”，确保美国太空

领导地位，维持以实力求和平的太空军事霸权。与以往政策相比，特朗

普政府的太空战略特点鲜明，旨在促进美国太空技术发展与经济繁荣，

可能促使美国提出太空资源利用的规则倡议、修改《外层空间条约》。

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战略将加剧太空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国

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防止太空利用的失序和太空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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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均颁布国家太空政策。2018 年 3 月，特朗普

政府颁布《国家太空战略》“概要”，[2] 该战略不仅将重塑美国太空技术与

太空经济，也将对全球太空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国际太空竞争及对策研究”（18YJAGJW004）的阶

段性成果。

[1]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Unveiling 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March 
23,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unveiling-america-
first-national-space-strategy/.（上网时间：2018 年 4 月 6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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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对太空形势的评估

特朗普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太空战略，[1] 与其执政团队对太空形势的评

估密切相关。

第一，担心太空多极化趋势侵蚀美国制定太空规则的权力。冷战时代，

美苏两国主导太空秩序，牵头制定了奠定当今太空治理的规则。冷战结束后，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太空格局逐渐向多极化发展。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全球在轨卫星数量达 1957 颗，其中美国 849 颗、中国 284 颗、俄罗

斯 152 颗，其他行为体共有 672 颗。[2] 与之相适应的是，多个行为体提出了

不同的太空规则倡议。美国也提出了太空规则倡议，但只得到极少数盟国的

支持，这与冷战时期其主导太空有关规则倡议、且一呼百应的“盛况”不可

同日而语。2019 年 1 月，美国情报局公布的《国家情报战略》指出，“太空

民主化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太空不再是专属于美国的领域”，“只要国

家买得起，太空商业化给了它们以前只限于全球大国的能力”。[3] 这里的“太

空民主化”实际上是指太空多极化，美国担心这一趋势将削弱其对太空规则

的主导权。美国主管军方太空事务的空军部长威尔逊（Heather Wilson）表示，

希望借助制定新的国际规范与法律，重掌制定太空规则的主导权。[4]

第二，担心太空优势丧失削弱美国太空领导地位。事实上，美国政

府早已表现出对丧失太空优势的担忧，只是特朗普政府的担忧程度更胜

[1]　本文所说的国家太空战略，不是单纯的军事太空战略，而是综合太空战略，除军事外，

还包括太空科学与探索、商业和工业等方面。

[2]　UCS Satellite Database, https://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
database#.W4s73ek9Jjo.（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日 1日）

[3]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4,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National_Intelligence_
Strategy_2019.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8 日）

[4]　Scott Maucione, “Air Force has Long to-do List for Space Operations, Wilson Says,” October 
5, 2017, https://federalnewsnetwork.com/air-force/2017/10/air-force-has-long-to-do-list-for-space-
operations-wilson-says/.（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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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载人航天项目主管格斯滕迈尔（Bill 

Gerstenmaier）表示，“美国深空探测方向多次发生改变，导致在探月上已

经落后于中国；如果在探测方向上再次改变，美国必然失去太空优势”。[1] 

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执行主任佩斯（Scott Pace）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冷

战时代衡量太空领导地位的标准，是一国从事而其他国家没有进行的太空活

动”，“如今，这一标准因素依然存在，但现在领导地位的衡量标准是有多

少人希望与你合作，有多少人想成为你团队的一员”。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

美国已经落后了，亟需通过有挑战性、可实现的太空项目引领美国重塑太空

领导地位。[2] 他的观点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响应，国防部负责太空

政策的副部长助理吉泰（Stephen Kitay）认为，美国要想确保太空领导地位，

需要“整体政府政策与战略”。[3] 美国学界对此亦积极呼应：要想夺回太空

优势，需要解决诸如太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重塑美国太空工业优势。[4]

第三，认为美国太空军事霸权面临着中俄强劲挑战。近年来，特别是特

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认为中国、俄罗斯在太空军力方面发展迅速，给美

国带来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2018 年 2 月，美国国家情报局评估认为，中、

俄的反太空能力将在短期内具有“行动能力”。[5] 2019 年发布的《国家情

报战略》指出，中、俄“将继续采用全方位反卫星武器作为降低美国军事效

[1]　Marcia Smith, “Gerstenmaier: U.S. Leadership in Space is ‘Ours to Lose’ if Direction 
Changes Too Many Times,” March 5, 2018, https://spacepolicyonline.com/news/gerstenmaier-u-s-
leadership-in-space-is-ours-to-lose-if-direction-changes-too-many-times/.（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8 日）

[2]　Lee Billings, “Q&A: Plotting U.S. Space Policy with White House Adviser Scott Pace,” 
November 6, 2017,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q-a-plotting-u-s-space-policy-with-
white-house-adviser-scott-pace/.（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0 日）

[3]　Sandra Erwin, Kitay, “U.S. Leadership in Space Requires ‘Whole of Government’ 
Strategy,” April 17, 2018, https://spacenews.com/kitay-u-s-leadership-in-space-requires-whole-of-
government-strategy/.（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0 日）

[4]　Vidvuds Beldavs, “The National Space Council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Space Industries,” 
The Space Review, August 28, 2017.

[5]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18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ebruary 13, 2018,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
Newsroom/Testimonies/2018-ATA---Unclassified-SSCI.pdf.（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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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整体安全的手段”。[1] 美国军方的评估则更加严重。负责美国太空作战

指挥的战略司令部司令海顿（John Hyten）表示，中、俄正在投资太空军力，“挑

战美国、挑战盟国、挑战世界权力平衡”，美国“不能听任这种情况出现”。[2] 

2019 年 2 月，美国防部发布了《太空安全面临的挑战》报告，其中详细介绍

了中、俄的反卫星武器，包括电子战系统、定向能武器以及动能反卫星导弹，

认为中、俄极可能寻求使用激光武器摧毁、弱化或损伤美国及其盟友的卫星

和其传感器，这些都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对美国和盟

友“太空行动自由产生威胁”。[3] 美国媒体和智库也不时刊文助推此类观点。

2018 年 7 月，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载文表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摧毁太空

中的每一颗卫星。[4] 美国智库虽未公开发布类似耸人听闻的言论，但其透露

的具有“权威性”信息似乎佐证了民间“鹰派”的担忧。2018 年，美国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公布了《全球太空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俄拥有了

动能反卫星、天基反卫星、定向能反卫星武器以及电磁、网络反卫星能力。[5] 

总的来看，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其在太空领域受到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等

方面的强力挑战，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制定新太空政策予以应对。2017 年 10

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防战略与评估项目专家就建议特朗普政府制定新太空

战略，着力解决太空法律、太空科学探索、太空商业、太空安全等方面政策问题，

[1]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4.

[2]　“U.S. Must Move Faster or Risk Losing Lead in Space,” December 2, 2017, https://dod.
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386361/us-must-move-faster-or-risk-losing-lead-in-space/.（上网

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3]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allenges to Security in Space, February 2019, p.7, p.33, 
http://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Space_Threat_
V14_020119_sm.pdf.（上网时间 2019 年 2 月 12 日）

[4]　Zachary Keck, “China Will Soon Be Able to Destroy Every Satellite in Space,” July 
30,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hina-will-soon-be-able-destroy-every-satellite-
space-27182.（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28 日）

[5]　Todd Harrison,et.al., Space Threat Assessment 2018, April 2018, pp.8-15, https://
aerospace.csi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4/Harrison_SpaceThreatAssessment_FULL_WEB.pdf.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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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美国全球太空领导权和太空霸权。[1] 美国国内对太空面临挑战的认知推

动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出台与实施。

二、《国家太空战略》的出台与实施

2018 年 3 月，美国白宫网站公布《国家太空战略》“概要”，阐述了将

通过改革保障美国太空领导地位；通过“美国优先”政策“让美国再次伟大”；

通过公私伙伴关系确保国家太空安全。该“概要”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太空战

略将在建立有弹性的太空架构、强化太空威慑与作战能力、增强太空基础能

力与结构和培育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四个支柱基础上，实现确立太空领导地位、

壮大太空工业基础、维持太空军事霸权三个目标。“概要”发布前后，特朗

普政府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案、措施，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

进入实施阶段。

促进美国太空领先优势、确保美国太空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太空战

略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国家太空战略》要求通过确定未来太空探索项目，

以获取能够维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太空技术，重塑美国太空领导地位。其具体

做法包括：第一，继续推进载人航天项目，即太空发射系统（Space Launch 

System）与猎户座飞船（Orion），力争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期实现载人登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太空政策第 1 号指令，命令先实现载人登月，最终飞向

火星，反映了美国急于抢占新世纪载人登月头把交椅的急切心情，特朗普本

人甚至希望在其首个任期内实现登陆火星。[2] 第二，实施“月球轨道平台—

—门户”计划（Lunar Orbiting Platform-Gateway），以作为登陆月球与火

星的跳板。NASA 把奥巴马政府设立的“深空门户”（Deep Space Gateway）

[1]　Jerry Hendrix and Adam Routh, A Space Policy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ctober 2017,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Space-Policy-for-the-Trump-
Administration.pdf?mtime=20171023110127.（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8 日）

[2]　Don Reisinger, “New White House Aide Memoir Reveals Trump Wanted to Send NASA 
to Mars During First Term,” January 23, 2019, http://fortune.com/2019/01/23/trump-mars-first-term-
nasa-trip/.（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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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月球轨道平台”，在不改变作为月球空间站性质的前提下，计划将该

平台与“猎户座”共同实施登陆月球计划。[1] 第三，继续与私营公司研制载

人飞船，摆脱对俄罗斯载人飞船的依赖。波音公司载人飞船（“星际飞机”，

Starliner）和太空探索公司的载人飞船（“龙飞船”，Crew Dragon）都将

在 2019 年进行首飞，意在打破目前只有中国、俄罗斯可以进行载人飞行的局

面。第四，力图先于中国建成商业空间站。特朗普政府督促 NASA 与爱克信

（Axiom）等公司合作，力争 2020 年建成私营商业空间站。[2] 特朗普政府重

启国家太空委员会，期望该机构能够协调军民太空项目，以应对美国太空优

势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并向世界表明美国正在恢复太空领域的领导力。[3]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第二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壮大太空经济，促进美国

经济繁荣，以此作为美国掌控太空领导权、制定太空规则的有力基础。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繁荣攸关国家安全，而太空技术等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利于助推经济发展。为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

举措。第一，支持太空商业化。特朗普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将太空市场化、进

行火星移民，开拓被高盛公司称为拥有数万亿美元的太空边疆，[4] 使太空成

为“美国下一个伟大的边疆”，证明美国人是“一个开拓先锋民族”。[5] 具

体而言，特朗普政府鼓励私营企业制定行业标准、规则，并试图加以推广，

[1]　Jeff Foust, “Is the Gateway the Right Way to the Moon?,” December 25, 2018, https://
spacenews.com/is-the-gateway-the-right-way-to-the-moon/.（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0 日）

[2]　Leonard David, “Private Space Station Coming Soon? Company Aiming for 2020 
Launch,” January 28, 2017, http://www.space.com/35488-private-space-station-2020-axiom-space.
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1月 28 日）

[3]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on the National Space Council,” 
June 30,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signing-
executive-order-national-space-council.（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18 日）

[4]　Noah Poponak, et.al., Space: The Next Investment Frontier,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April 2017. 

[5]　Ledyard King, “Business in Space: Will Streamlined Rules Add Thrust to Commerce and 
Maintain Safety?,” May 24, 2018, 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5/24/trump-
deregulation-agenda-extending-commercial-space-activity/640565002/.（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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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际社会接受。[1] 第二，鼓励登月和国际空间站商业化。特朗普政府计划

以商业化模式进行登月，[2] 让美国私营企业承担国际空间站运营。[3] 第三，

鼓励公私结成伙伴关系，加快相关技术从 NASA、军方转移到私营企业，进一

步落实太空商业化。2018 年 8 月，NASA 宣布售出 20 多份价值 5500 万美元的

合同，与商业公司合作开发太空探索技术、探讨近地轨道市场化。[4] 为实现

上述目标，特朗普于 2018 年 5 月签署太空政策第 2号指令，由商务部设立一

个负责太空事务的副部长职位，制定有利于太空商业化发展的规章制度，[5] 

旨在简化监管框架、政策和流程，更好地支持太空商业化。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第三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加大太空军力建设，实现

“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目标，这是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

期望能够不受干扰地进入太空，在太空自由行动，并能在选择的时间、地点、

方式和领域对太空威胁进行有效回应，慑止、打败潜在对手，维持美国太空

霸权。为此，特朗普政府着力强化太空战力。首先，研制太空飞机（XS-1）。

2017 年 6 月，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与波音公司共同研制太

空飞机，使其兼具飞机和导弹的特点，实现快速发射、高速飞行，替换失效

或被摧毁的军事或商业卫星。其次，加强包括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太空

[1]　Tim Fernholz, “Space Tourism Companies are Going to Write Their Own Safety Rules 
Because the US Government Can’t,” March 20, 2017, https://qz.com/932023/jeff-bezos-blue-origin-
isnt-waiting-on-the-government-to-fly-humans-to-space/.（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5日）

[2]　Mark Whittington, “President Trump Gets How to Commercialize Space — Does 
NASA?,” March 12, 2018,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377958-president-trump-gets-how-
to-commercialize-space-does-nasa.（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8 日）

[3]　Christian Davenpor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Tur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nto a Commercially Run Venture, NASA Document Show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 2018.

[4]　Jeff Foust, “NASA Funds Commer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Studies,” 
August 10, 2018, https://spacenews.com/nasa-funds-commerc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nd-
market-studies/.（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4 日）

[5]　“Space Policy Directive-2, Streamlining Regulations on Commercial Use of Space,” May 
2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space-policy-directive-2-streamlining-
regulations-commercial-use-space/.（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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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系统建设。2019 年 1 月公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指出，[1] 部署天

基传感器有利于美国对导弹进行拦截。再次，计划成立太空军。2018年 12月，

美国组建了一体化太空司令部（U.S. Space Command），作为成立独立太空

军的必要步骤。最后，计划部署天基拦截器，拦截助推段的导弹，复活“星

球大战计划”。美国一直信奉“制天权”理论，军方亦把太空视为创造胜利

的战略和战术“终极高地”。[2]

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用意明显，希望从太空领域证明“美国

再次伟大”，夺回美国太空霸权，促进美国科技与经济壮大，夯实太空军基础，

引领太空治理规则制定，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太空态势。

三、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特点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是在其前三任政府太空政策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同

时也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3]

首先，继承了确保美国太空领导地位这一目标，但在实现方式上有着特

朗普个人色彩。此前几届美国政府都希望利用军事、民事与商业太空项目实

现太空技术进步，同时也希望通过具体合作项目引领盟友，维持美国在太空

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虽也强调与私营机构、盟友密切合作，但强

调以“美国优先”政策维持自身太空领导地位。

[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2019, https://www.defense.gov/
Portals/1/Interactive/2018/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The%202019%20MDR_Executive%20
Summary.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0 日）

[2]　Joint Chiefs of Staff, “Space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 3-14,” April 10, 2018, p.4, 
https://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pubs/jp3_14.pdf.（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6 日）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t Sheet: National Space Policy, 
September 1996, https://fas.org/spp/military/docops/national/nstc-8.htm; 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August 2006, https://fas.org/irp/offdocs/nspd/space.
html; White House, National Spac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ne 2010, https://history.
nasa.gov/national_space_policy_6-28-10.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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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调太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首次发出了太空战宣言书。

美国历任政府都公开承诺发展太空技术为国家安全服务，克林顿与奥巴马政

府并未将太空安全列为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实则突出

了太空安全目标；克林顿政府强调将太空作为海战、空战的辅助，奥巴马政

府未提及太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朗普政府则强调在太空领域准备应对、

战胜任何挑战，实际上发出了太空战宣言书。特朗普政府要在太空建立“统

治力”，而不是靠“存在感”维持美国安全。[1]

最后，强调实施太空威慑。克林顿政府曾表示“威慑、警告敌人进攻，

如果有必要则抵御敌人进攻”，主要强调保护太空系统免受对手进攻，呈现

拒止性太空威慑特征；小布什政府宣告“对美国太空系统的故意干扰将被视

为对美国权利的侵犯”，呈现出惩罚性太空威慑特征；奥巴马政府宣称“故

意干扰太空系统及其基础保障设施，将被视为是对一国权利的侵犯”，排除

了美国太空安全例外论，表示美国将实施“相称性”打击。[2] 特朗普政府的

表述则更为霸气，美国用“选择的时间、地点、方式和领域”回应对手对美

国太空关键组成部分进行的干扰或攻击，这里并未排除使用核军力进行惩罚，

呈现强硬的惩罚性威慑特征。

就国家太空政策变化而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用了国家太空委员会统领

军事、民事和商业太空系统，还采取了不同于以往政府的新举措。

首先，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政府强调“太空战略将把美国利

益放在最重要和最优先位置，力图使该战略让美国‘再次伟大’”。除了在

太空军事、太空工业等方面确保美国领先外，特朗普政府宣告只在有利于美

国的前提下与国际伙伴进行合作，且任何国际协议首先要为美国人民、工人

和企业带来利益。太空领域的“美国优先”政策明显体现于太空政策第 3 号

[1]　Ellen Mitchill, “Trump Directs Pentagon to Create ‘Space Force’,” June 18, 2018, https://
thehill.com/policy/defense/392799-trump-directs-pentagon-to-create-space-force.（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2 日）

[2]　DoD, FACT SHEET: DoD Strategy for Deterrence in Space, http://archive.defense.gov/
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DoD%20Strategy%20for%20Deterrence%20in%20Space.pdf.
（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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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上。美国前几届政府的太空政策都强调要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带头作用，

未将自身标准或倡议强加给国际社会，而特朗普的指令试图用美国标准塑造

国际太空交通管理规则，确保太空交通秩序。[1] 

其次，不再强调太空探索与利用的“和平目的”。美国历任政府在国家

太空政策中秉承《外层空间条约》为“和平目的”利用太空的宗旨。美国从

最宽泛的意义上解释“和平目的”，即只要不用于侵略目的，太空利用都是“和

平的”，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为追求国家利益在太空

进行的国防、情报、国土安全活动都被视为“和平目的”。特朗普政府的《国

家太空战略》“概要”则避开“和平的”“和平目的”等表述，直接强调太

空要为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等服务，并强调太空是一个战场（warfighting 

domain），意在告诫对手，美国将用包括太空军力在内的“致命军力”回应

任何国家对其太空霸权的挑战。

再次，太空领域公私伙伴关系战略化，必要时美军将把太空资产的保

护延伸到私营太空资产。前三任总统的太空政策都鼓励发展私营太空商业，

视其为美国太空工业基础和太空实力与领导地位的后盾。特朗普政府大幅提

升这一政策，将公私伙伴关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私营太空活动加入到

太空架构中，增加美军太空的抗损性。国家太空委员会把太空探索公司、

蓝色起源等私营太空公司的大佬纳入麾下，作为用户顾问组成员（Users 

Advisory Group）。更重要的是，负责美军太空作战的核心部门“联合太空

作战中心”（JSpOC）增加了商业公司代表席位，使军民协同开展卫星运行管理，

以此评估能否通过整合工业部门的能力和经验来强化“联合太空作战中心”。[2]

最后，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将“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及太空军备谈判立

场模糊化。美国历任政府都表示遵守《外层空间条约》“天体不得据为己有”

原则，而在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概要”中则根本找不到反对太空或天体主

[1]　“Space Policy Directive-3, National Space Traffic Management Policy,” June 1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space-policy-directive-3-national-space-traffic-
management-policy/.（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15日）

[2]　侯勤：“美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新态势”，《中国航天报》2017 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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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诉求的话语。就太空军控而言，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考虑公平的、

有效核查、能增进太空安全的军控倡议，小布什政府也明确宣布拒绝接受任

何限制或约束美军太空行动的军控协议或倡议，而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战略则

对“太空军控”只字不提。特朗普政府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模糊化处理，符合

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为美国未来谋求天体主权或产权以及为太空军发展等

留下余地。

四、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颁布《国家太空战略》，以美国利益优先为主导，为太空工

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如果得以顺利实施，将对美国科技与经济、

国际太空治理、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为推进太空战略，特朗普政府大力促进太空商业化和深化公私伙伴关系，

开启了“月球淘金热潮”，[1] 为美国太空技术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养分与市场，

进一步推动美国商业太空从传统商业遥感、通信服务，拓展到天体采矿、星

际旅游等深空业务，对美国经济结构优化或升级将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在

推行公私合作的过程中，新一轮高新技术有望出现，对于重塑美国经济意义

重大，使美国经济再次繁荣可期，最终成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础。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强调公私伙伴关系，鼓励私营公司进行太空探索与

资源开发，美国有可能进而谋求月球等天体的产权或主权。特朗普政府鼓励

私营企业开发和利用太空自然资源（包括天体），其中夹带着“美国优先”

的私货，不能排除未来谋求对天体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产权的可能性，这一

点贯穿于《国家太空战略》“概要”。特朗普希望私营太空公司能在 2020 年

[1]　Eric Berg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Unleashed a Lunar Gold Rush,” March 4, 
2017, https://arstechnica.com/science/2017/03/the-trump-administration-has-unleashed-a-lunar-gold-
rush/.（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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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月，圈占月球一些区域为美国的实际“产权”，[1] 显然有悖于《外层空间

条约》“不得据为己有”原则。但由于该条约禁止的是国家行为体，并未对

缔约国公民或私营实体公司做出约定。在月球淘金热潮下，[2] 不排除将来美

国私营公司投资开采月球或其他天体资源的可能性。这些公司借助开发资源，

宣布月球或其他天体的某些区域为其采矿区。

如果上述情况成为现实，此后的美国政府或将对《外层空间条约》进行

修改。《国家太空战略》已经对此进行了暗示：“确保国际协议将美国人民、

工人和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优先进行监管改革，以解除美国工业的束缚，

确保我们仍然是全球领先的太空服务和技术提供商”。也就是说，美国可能

对现有国际法条约进行修改或做出新解释，让私营企业进行太空资源开发与

利用，抢占天体。2017年 12月，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佩斯（Scott 

Pace）明确提出“太空不是全球公地”，认为《外层空间条约》并没有赋予

太空是全球公地、全人类遗产的的法律地位，[3] 赤裸裸地挑战《外层空间条

约》。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将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为落实《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太空战略》提出“实力求和平”的构想，特朗普亲自上阵呼吁成立独

立太空军，应对其他国家太空军力的威胁，获取太空“控制力”。目前来看，

美国成立独立太空军几率较大，因太空与反导、核威慑紧密相连，一旦“太

空军”得以落实，或将进一步刺激太空军备竞赛、反导竞赛，延缓核裁军进程，

[1]　Jon Lockett, “Donald Trump Wants to Put Astronauts ‘Back on the Moon by 2020 and 
Claim It for America’,” February 10, 2017, https://www.thesun.co.uk/news/2831486/donald-trump-
nasa-moon/.（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5日）

[2]　Gerald Black, “The Moonrush has Begun,” March 4, 2019, http://www.thespacereview.
com/article/3668/1.（上网时间：2019 年 3 月 9日）

[3]　Scott Pace, “Final for Delivery and Public Distribution Embargoed before Delivery of 
Remarks,” December 13, 2017, https://spacepolicyonlin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2/Scott-
Pace-to-Galloway-FINAL.pdf?utm_content=buffer66778&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com&utm_campaign=buffer.（上网时间：2019 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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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不确定性。[1] 有观点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进一

步强化了美国为“星球大战”所做的准备，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太空军备控

制模糊化的用意所在。

五、结语

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太空战略以“美国优先”为基线，发展太空整体实力，

大力推行公私伙伴关系，并进行有关规则的改革，意在构筑强大的太空工业

基石，构建美军抗损性的太空架构以及整体太空领导权。为此，不惜鼓吹天

体产权论（主权论）、成立独立军种太空军，甚至对现有国际太空规制进行

修改或重新解释。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太空治理赤字将更加明显，太空无

序竞争与争夺将更加混乱，太空安全和国际安全充满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应

对此高度警惕，防止太空利用的失序和太空军事化。

【完稿日期：2019-3-9】

【责任编辑：李 静】

[1]　何奇松：“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2 期，第

30-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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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fo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Yang Jiechi

Our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fast and profound changes with growing uncertainties and 
instability. Multilateralism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of upholding peace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needs multilateralism now more than ever. To pursue global 
cooperation, multilateralism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present 
a momentous trend of our times and is the right way to go. We need to forge partnerships 
through mutual respect, to uphold universal security through mutual support, to foste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hrough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that China contributes to global cooperation for common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thway towar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gained support and popularity 
from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cross five continents. With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certed efforts of all parties,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will achieve even greater 
progress to the benefit of all peoples. China and EU have developed an all-dimensional 
and multi-tiered framework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overing wide-ranging area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two sides continue to draw on each other’s strengths, focus on shared 
interests, remove obstacles and work together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meet our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BRI: Fostering a 21st Century Shared by All
Ruan Zongze

Great changes call for great ideas. As a “path-breaking” endeavor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progressed from a blueprint to practice and from 
a vision to reality, and has carved out a new horizon for win-win cooperation. Jointly 
developing the BRI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in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promoting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sure to be written in the splendid stories of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for mankind in the new era. The BRI is neither a foreign aid plan, a geopolitical 
tool, nor is a venue for zero-sum games, instead,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win-win 



138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期

cooperation. As an important media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the BRI would ai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an aim to foster a 21st Century 
shared for all.

U.S. Role in WTO Reform
Chen Fengying & Sun Lipe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riorized the WTO reform as the important multi-lateral 
trade policy agenda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assuming office. The US believes that 
problems exist in WTO in such areas a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promotion of trade 
negotiation, positioni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rules transparency and its dealings with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which requires “breakthrough” reforms. Thus, the US 
attempts to use various means to replace “freedom” with “fairness”, even by resorting 
to its domestic laws and adopting extreme trade protectionist measures, in an attempt to 
promote a reform that would neither topple the old system nor build a new one, to reshape 
the US hegemonic status in the global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and to actively put the 
unilateral strategy of “America First” and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to practice. 
In a world amid changes unseen in a hundred years, the WTO reform is confronting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but is also brewing opportunities for reform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Despite genuine goodwill from various sides, there are wide divergences on 
concrete problems and intensifi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which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a 
fierce battle ahead. 

Easing Tensions in Korean Peninsula 
Yu Shaohua

As the denuclearization process returned to the track of dialogu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which eased tensions in unprecedented 
scope and depth. Such changes arise not only out of a pragmatic reaction among the 
DPRK, ROK,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oward the stern reality, but also out of policy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parties. A tortuous journey would be inevitable in the future, 
reversals might lie ahead, the underlying structural conflicts are difficult to be redressed, 
and the objective of denuclearization is unlikely to be completely realized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the positive emerging factor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which shows 
an irreversible trajectory to a certain extent. If the denuclearization on the Peninsula and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among relevant countries would achieve greater progress, this 
round of tension-easing development is likely to become an inflection point heralding an 
Northeast Asia which would finally walk out of the Cold War.



 戚振宏院长参加“中亚互联互通：

挑战与新机遇”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2 月 19—20 日，应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邀请，戚振宏院长出席在乌

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中亚互联互通：挑战与新机遇”国际研讨会，并以《“一带

一路”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为题作主旨发言。

本次会议由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和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性外交中心联合举

办，乌外长卡米诺夫出席会议并致辞，近 4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100 多名官员

及专家学者与会。

戚振宏院长率团访问以色列

2018 年 12 月 25—29 日，应以色列外交部政策研究中心邀请，戚振宏院长

率团赴以色列开展交流。代表团分别与以外交部政策研究中心、亚太局、特拉维

夫大学摩西 • 达扬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就新“巴以和平方案”、美国对伊制裁、

美国的中东政策、中以关系未来发展等与以专家学者深入交换看法。



《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

蓝皮书首发式在我院成功举行

2019 年 1 月 10 日，由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编著的《上海合

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蓝皮书首发式在我院举行。上合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驻华使馆外交官、京内外主流媒体

记者、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等 70 余人与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兼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戚振宏、外

交部欧亚司参赞于骏、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艾扎达·苏巴科若耶娃、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章少红出席首发式并分别致辞。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代所长李

自国等作者对蓝皮书作了介绍和解读，并回答了关于蓝皮书内容、未

来上合组织发展方向、路径以及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开展安全、经济、

人文合作等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由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戚振宏院长担任主编，系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首部蓝皮书，

也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上海合作组织17年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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