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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欧洲是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区域，欧洲多数国家是发达市场的代表，欧盟多年来

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

多是发展中国家，欧洲作为发达市场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欧盟机构及部分

成员国对其态度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总体可以概括为：

观望期、参与期、防备期和竞合期。２０１８年９月，欧

盟发布 《联通欧亚———欧盟战略的基石》。欧盟欧亚新

战略强调了可持续性、广泛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互联互

通。欧盟以实际行动做实中欧双方在互联互通上的竞

合关系：一方面，欧洲大国或欧盟机构将自身的规则

和实践作为保护墙，加大对欧盟共同市场和共同利益

的保护，有选择性地与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

阻止中国用开放的、协商式的做法来冲击欧盟高规则

标准；另一方面，亚洲和欧亚大陆互联互通领域巨大

的市场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就和广泛

影响力，使得欧盟在确保自身优先事项和具体利益得

到维护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具体、深入的合作。

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执行的对欧洲３８个国家、１０３个

有影响力的精英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调查看，欧

洲精英的看法既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也有诸多消极看

法。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看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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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七成）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和世界来

说是一种机遇和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相关

的区域发展计划有着很深的合作基础。但也有不少欧

洲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取得的成果还

相对有限；中欧在政策沟通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

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民意基础相对较弱等。欧洲精

英还对一些具体问题持正反两方面看法，比如 “１６＋１

合作”与中欧合作关系问题，欧洲精英一方面认为

“１６＋１合作”可能会为中欧合作带来机会和协调空

间，另一方面仍对 “１６＋１合作”动机持怀疑态度；

欧盟出台的欧亚互联互通新战略可以与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很好的合作，但同时也认为欧亚互联互通新

战略也可能与 “一带一路”倡议造成竞争。

欧洲精英认为，中欧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中欧双方在市场准

入上缺乏互惠。因此，欧洲精英们建议中国能够提升

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双方的倡议应充分对接以及鼓

励投资的本土化和中欧公司更好合作等。

本报告也从宏观层面分析了 “一带一路”倡议在

欧洲面临的六大风险：中欧经贸摩擦是首要风险，保

护主义抬头是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的第二大

风险，欧洲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是 “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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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面临的第三大风险，欧洲的地缘政治变动是 “一带

一路”倡议面临的第四大风险，舆论环境持续不佳是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第五大风险，对中国模式认

知错误是第六大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报告还做了六个具体案例风险

评估，详细解剖 “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点和注意事

项。最后，本报告对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欧关系

做了前景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关键词：欧洲；“一带一路”倡议；风险评估；案

例分析；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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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２０１３年开始，笔者多次赴欧洲国家就 “一带一

路”倡议在欧洲的反响展开调研，在访问多个欧洲国

家的同时，笔者重点访问了中东欧区域。截至２０１８年

年底，笔者已经遍访了中东欧１６国，其中有些国家去

过多次并开展了持续性调研。笔者深知中东欧地区国

情复杂、历史底蕴深厚，远不是一两次调研就能拿出

深刻结论的，调研工作也应该持续下去，并不断矫正

一些不全面、不准确的观察。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成果，

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对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建

设的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研

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内容。

多年的调研使笔者深刻认识到， “一带一路”建设不

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和风细雨、循序渐进、量力

而行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类似欧洲这样的发达市场，

“一带一路”建设更应因地制宜、熟悉情况，做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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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调研，坚持 “一国一策”，投资要根据情况做好风

险防范，才能避免我们的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产生

更大的损失。

２０１５年，在经过持续多个月调研后，笔者完成了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的书稿。

该书稿被列入 “国家智库报告”出版项目，并于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即

引发广泛关注，成为国内和国际学界了解 “一带一

路”在欧洲实施情况的一本必要参考书。２０１６年本书

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 “优秀国家智库报告”。为了

让本书的内容为学界更广泛地熟知，２０１６年英文版的

成果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Ｒｉｓｋ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列入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年闭幕式的展示成果。

此后，本书 （中英文版）成为２０１７年３月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伦敦国际书展的展示成果，在随后的成果评

选中，又荣幸地获得２０１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重大科研成果奖。

本书出版后，因为是一个时效性较强的研究课题，

基本内容一直没有更新，故在２０１５年版的基础上，经

过近一年的调研，又持续推出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１７年版

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和观察，比起２０１５版做了很多

完善性工作。新版在 ２０１７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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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国家智库报告”，并在同年出版了英文版，之后

又在中宣部 “丝路书香”工程的资助下出版了阿拉伯

语版。

基于持续的跟踪调研，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

议：回应与风险》２０１９年版又与读者们见面了，这也

是本系列的第三本书，也可为即将到来的２０１９年第二

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知识和政策支

撑。

２０１８年是风云激荡的一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

化，中美贸易争端、中欧贸易纠纷、欧洲形势本身发

生的深刻变化， “１６＋１合作”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局

面，这一切，都使得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建设

面临复杂的情势，孕育的风险进一步加大，需要学界

审慎观察，及时做出预判，这也是本书力图呈现给读

者的内容。

新的２０１９年版突出了多重特色，本版智库报告主

要有如下特点：

１突出时效性。本报告对当前情况和进展做出深

入调研和分析，对未来发展前景做出预判和政策建议。

２突出方法性。本报告的研究不流于对具体内容

的阐释，突出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独家性，集中于定性

研究、定量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

３突出深度性。本报告对案例研究进行了深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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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调研，具有较高的原创价值和实际借鉴价值。

４突出积累性。 “一带一路”倡议风险评估这个

系列是笔者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其传统和经验是在不

断摸索中形成的，经历了不断优化的过程。

在分析总结中，笔者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分析特

色，尤其体现在风险评估方面，尽量做到风险都考

虑到，但也要保持乐观。在风险评估中也摒弃过去

简单罗列风险，而是依照风险等级做出精细化评估

与分析。

中东欧是 “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重要区域，

“１６＋１合作”在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上无疑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本报告中，“１６＋

１合作”仍占据着重要的分量。考虑到欧盟对 “一带

一路”关注的持续增强，从本年度开始，也开始更加

向欧盟机构及其欧洲大国态度分析倾斜。

在此也特别说明，作风险评估研究，绝不意味着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充满了难以克服的风险，而

是必须秉承这样的观点：任何大的倡议和工程，做好

风险评估是第一步，搞风险评估研究的最终目的，必

然是要放大合作机遇、扩大合作共识，把我们的 “一

带一路”建设好。

特别感谢几位海内外学者在本报告的案例研究中

所做的贡献，他们分别是克罗地亚学者白伊维、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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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王美琪和汪疏影。

报告中的纰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学

者多多指正。

刘作奎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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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欧洲对 “一带一路”
倡议立场的变化

一　欧盟机构及主要成员国对 “一带

一路”倡议的立场变化

欧洲是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

欧洲多数国家是发达市场的代表，欧盟多年来是中国

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

展中国家，欧洲作为发达市场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

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欧盟机构及部分

成员国对其态度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总体可以概括为：

观望期、参与期、防备期和竞合期。

１观望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是欧盟的观望阶段。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
年中国陆续提出 “一带”和 “一路”倡议时，欧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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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表态，主要原因是欧盟机构并不清楚 “一带一

路”倡议的目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是什么。同时，

它也在观察该项倡议是否具有地缘政治动机。从 “一

带一路”倡议发展脉络看，欧盟是在不断加深对 “一

带一路”倡议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其在每个阶

段的具体应对方案。欧洲议会交通和运输委员会的报

告就强调了这一点，报告指出了对 “一带一路”倡议

的模糊性认识：关于中国 “一带一路”的潜在动机仍

然有相当多的争论，一些评论认为， “一带一路”是

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强中国作为潜

在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并提高其经济竞争力。报告也

指出，许多项目虽然被称为 “一带一路”计划，但

依据什么标准分类并不清楚，因此影响了观察者的判

断。中国对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始自 ２００９年，

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启动，而现在

却被视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它不受明确的

发展计划和预算的约束，也不受相关的明确项目清单

的约束，也没有明确的地理和经济界限，似乎是随着

个别国家与中国的接触程度和进展而演变的，是一个

开放性的合作模式。① 欧盟的这种疑惑促使它采取谨慎

① ＢｉａｎｃａＣｏｓｅｎｔｉｎｏ，ＤｉｃｋＤｕｎｍｏｒｅ，ＳｉｍｏｎＥｌｌｉｓａｎｄＡｌｂｅｒｔｏＰｒｅｔｉ，
“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ｕｔ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Ｅ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ｂｌｏｇ／２０１８／０１／１６／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ｕｔｅ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ｅ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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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的态度。

２参与期

２０１５年欧盟开始做出正式回应。２０１５年５月，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欧洲的投资计划 （又称 “容

克投资计划”）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互相融合

没有重要的障碍， “中欧双方应保持透明度并开展合

作，我们可以努力确保双方的合作无论在宏观层面还

是在技术层面都能对接”①。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有

关中方的互联互通倡议和欧洲泛欧交通网络计划进行

合作的提法开始出现。２０１５年６月，李克强总理访问

布鲁塞尔参加中欧峰会，中欧双方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与 “容克投资计划”对接、中欧建立互联互通平

台等一系列举措，欧盟开始对 “一带一路”倡议由观

望到尝试参与。２０１５年中方牵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西欧大国英、法、德、意等纷纷加入，壮

大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基础。

欧洲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是伴随着其对这

一概念和内涵逐渐有所了解的背景下发生的，双方的

合作对接在性质上看是试探性的，而非战略或政策上

的全面对接，总体上还是愿景导向的。一方面，中国

①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１５ －０５／０７／ｃ＿１３４２１８
７８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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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带一路”倡议明确了建设的远景和指导原则

（“共商、共建、共享”）；另一方面，欧洲推动经济发

展的 “容克投资计划”以及一直推进的泛欧交通网络

建设计划希望得到外界的支持，因此，双方不谋而合，

各取所需。

３防备期

自２０１６年开始，欧盟及部分成员国的态度开始出

现明显的转变。随着欧盟对 “一带一路”倡议理解的

加深，欧盟开始对其采取了防护立场，并加强了对欧

洲市场和利益的保护。① 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欧盟

开始高度关注 “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以

及这些风险可能对欧盟产生的影响。由此，欧盟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具体举措，比如积极推动形成欧盟层面

的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企业的投资

尤其是对欧洲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加强审查。２０１６年

欧盟更是加大对匈塞铁路等 “一带一路”重要项目的

审查力度。与此同时，中欧在贸易等领域固有的和持

续增长的矛盾也与欧盟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防范互

相强化：欧盟批判中国 “市场扭曲”，不承认中国的

① 从欧盟成员国来看，它们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分

化，即北部和西部成员国不积极，而东部和南部成员国积极；老成员国

相对不积极，新成员国 （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则相对比较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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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应提升市场准入，切实改善

中欧贸易的互惠性并倡导公平贸易，在意识形态领域

宣扬 “中国威胁论”。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重要成员国对中国怀疑情绪

增强，认为 “１６＋１合作”和 “一带一路”建设 “不

透明”、动机不明。欧盟认为一些基建项目如匈塞铁路

等违背欧盟规则或者绕开欧盟规则行事。德国还认为

中国在分化欧盟，让欧盟难以形成对华一致政策，在

人权、南海仲裁等问题上无法形成对中国的一致立场。

欧盟对中国发展跨区域合作的危机感、焦虑感增强，

积极出台 “柏林进程”①，加强在欧洲周边区域存在感

和控制力度。２０１６年，欧盟在 《对华战略新要素文

件》中指出， “欧盟必须展现出强大的、明确的和统

一的声音，无论是开展双边关系和次区域关系 （如

‘１６＋１合作’），欧盟成员国需与欧盟委员会、欧盟对

外行动署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确保符合欧盟法律、规

则和政策，整体结果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有利”②。

４竞合期

当然，在防范的同时，欧盟同样也维持同中国的

①

②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ａｌｋａｎｓＢｅｒｌ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ｅｗＩｍｐｕｌｓｅ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Ｃｈｉｎａ，”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２２６２０１６，ＪＯＩＮ（２０１６）３０ｆ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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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２０１７年６月，在中国—欧盟领导人第十九

次会晤中，双方同意加强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

资计划的对接，欢迎签署 《丝路基金和欧洲投资基金

促进共同投资框架谅解备忘录》，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

金，并确定双方将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

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促进相

关合作。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欧盟对外行动署网站公布

“一带一路”有关的信息。欧盟支持 “一带一路”建

设，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开展合作。欧盟仍强调中国

需要坚持市场规则、欧盟和国际标准，并与欧盟政策

和项目相辅相成，从而给沿线所有国家带来好处。欧

盟支持基础设施升级的举措，这有助于欧亚地区经济

的可持续增长。

从欧盟官方代表的表态也可以看出，该机构对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仍有务实和积极的

一面。欧盟新任驻华大使郁白在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１３日

１６＋１智库网络在京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积极

表态。他认为，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欧亚

大陆之间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在古代，通过丝绸之

路，中国建立了一条知识之路，将古罗马、希腊、中

国和印度文明联系起来，促进了人类知识、思想和文

明的碰撞、交流与借鉴。中国如果和欧盟强化思想交

流和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取得重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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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１６＋１合作”机制受到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国

家，比如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

等国家的欢迎。欧盟内国家对这一机制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偏好，这是自然的。欧盟成员国

有的国家喜欢打篮球、有的国家喜欢打高尔夫球，它

们有选择自己合作伙伴的自由。①

２０１８年９月，欧盟发布 《联通欧亚———欧盟战略

的基石》（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ｉ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

ｆｏｒａｎ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联合通讯，全面阐释欧盟推进欧

亚互联互通的新战略。欧盟欧亚新战略强调了可持续

性、广泛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互联互通。② 由此，欧盟以

实际行动做实中欧双方在互联互通上的竞合关系：一方

面，欧洲大国或欧盟机构将自身的规则和实践作为保护

墙，加大对欧盟共同市场和共同利益的保护，有选择性

地与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预防中国用开放的、

协商式的做法来冲击欧盟高规则标准，巩固欧盟规范性

共同体；另一方面，亚洲和欧亚大陆互联互通领域巨大

的市场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就和广泛影

①

②

据笔者参加该会议笔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ｉ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ｆｏｒａｎ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１９９２０１８，ＪＯＩＮ（２０１８）３１ｆ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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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使得欧盟在确保自身优先事项和具体利益得到维

护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具体、深入的合作。

欧盟出台这项新战略计划并非偶然。早在２０１８年

４月，２７位欧盟成员国的驻华大使 （匈牙利未参加）

汇编了一份报告，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尖

锐批评，认为该倡议 “阻碍了自由贸易，并使中国企

业处于优势地位”，还强调了地缘政治、发展和监管方

面的挑战。此后，各种公开和私下渠道不断传出欧盟

要出台欧洲的互联互通战略，体现欧盟在规则、战略

上的诉求，直到该项战略在２０１８年９月正式公布。该

项战略出台意味着欧盟试图统一协调成员国在促进欧

亚大陆的联通上的立场和政策。中欧之间合作与竞争

关系将会延续下去，成为今后中欧围绕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的基本特点。

二　欧盟互联互通新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

现阶段中欧之间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能够开展

怎样的合作，可以从欧盟发布的欧亚新战略报告窥见

一斑。该报告多次提到中国，总体而言其基调是既要

寻求并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又要用欧盟的规范或国际

规则影响甚至是约束中国的互联互通计划。这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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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欧盟欧亚新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关系的总基

调：两者既存在合作的空间和机遇，也在制度、规则

（包括融资方式、项目招投标等）和话语权等方面面

临竞争。抢占规则话语权、推动欧盟互联互通标准成

为国际标准是欧盟新战略的核心之一。

首先是欧盟对中欧班列的看法。中国和欧洲的铁

路运输增长强劲，这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但中欧

班列经济的长期可行性和竞争中立方面临挑战，需要

加以解决。欧盟正在支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统

一铁路法倡议，该倡议是为了统一欧亚大陆铁路货物

运输的法律制度。欧盟将与有关铁路运输组织合作，

扩大欧盟技术规范和安全管理框架的适用范围。对于

欧亚互联互通，公路运输通常在中等距离上是合理的，

可以成为运输网络中的辅助运输工具并与其他运输方

式相结合。该报告认为，坚持铁路运输行业之间的公

平竞争非常关键。

其次是强调让中国遵守国际规则。报告认为，欧

盟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合作应根据国别的实际情况展开。

欧盟应加强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发展合作倡议方面的

现有合作，推动中国实施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原则，

并在互联互通倡议中坚持国际标准。

再次是双方在互联互通平台的合作。加强与包括

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在内的有关第三国的合作，在泛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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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网络延伸的基础上，促进数字经济，高效的

交通互联，智能、安全、稳定的流动性，促进投资

公平。

最后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展合作。欧盟

认为应深化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的合作，同时确保合作中充分尊重欧盟的优先事项。

可以看出，欧盟版的 “一带一路”比中国的 “一

带一路”倡议，既有其优点，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起

“一带一路”倡议，欧亚新战略有其创新性，具体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规则先行。更突出规则和制度建设先行，突

出欧盟在打造单一市场互联互通上的经验，并试图将

其制度和经验通过实施在欧亚的互联互通而上升为国

际标准。

（２）风险担保。在融资方式上，提出资金担保的

方式，鼓励民间和私营部门投资，欧盟机构则作为投

资风险保障的主体，帮助投资企业提升风险预防能力。

相比较其创新性，欧亚新战略体现了更多的不足：

（１）理念创新不足。报告在互联互通的定义、运

行方式和发展逻辑上的创新性不足，总体上并未突出

“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理念和框架。“五通”内涵

丰富，形成的互联互通理念影响深远，成为颇具影响

力的国际话语。欧盟新战略提出了 “四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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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互通、数字互联互通、能源互联互通、人与人的

互联互通等方面，总体仍未突破中方提出的框架，中

欧双方在互联互通的理解上基本一致。

（２）融资存在短板。在撬动外部资金方面，与

“容克投资计划”有相似的地方，但未设专门的资金

池子 （也有分析说设立了一定的额度，但未见明确信

息），而是从现有的欧盟融资工具和金融框架安排

（比如欧盟扩大战略、欧盟聚合基金等）中解决。考

虑到欧盟现有各项金融工具安排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这种资金保障力度无法与 “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

论。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将从２０２１年开始的共同预算

中拨出额外资金，与私营部门贷款和多家开发银行一

道支持这项计划。这难免给人的印象是欧盟先是画了

一张饼或者是路线图，直到三年后才能讨论专项建设

资金问题。

三　欧盟内部区域不同国家和各种行为体

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１东西欧差异明显，南北欧各有侧重

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如

前所述，西欧国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

作”更加谨慎，中东欧国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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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合作”态度相对乐观并持欢迎态度。“一带一

路”在中东欧１６国实现了全覆盖，中国与这些国家全

部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但该倡议在西欧

的英、法、德等大国遭到质疑和防范。比如，从２０１６

年开始，德国对 “一带一路”呈现消极态度，这主要

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德国担心中国的投资以及 “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对德国 “工业４０”计划构成挑战，担

心中国对其产业链条施加影响，例如其密切关注中国

在东南欧的投资活动。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埃尔曾表示，

欧盟 （及其成员国）需要提出一种替代 “一带一路”

的措施。他还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动建立

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新价值体系。

中东欧国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

更为欢迎，但是中东欧国家内部差异也较大：一些国

家更乐于接受中国的投资，与中国开展合作，如匈牙

利①、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等；一些国家

则表现出更为谨慎的态度，强调遵守欧盟规则，更尊

重北约等盟友国的利益，如波罗的海三国。部分中东

欧国家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可以帮助弥合欧洲内

部的发展差距，对遭受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长放缓的中

东欧国家而言，中国的投资是解决问题的很好办法。

① 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欧盟成

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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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态度比较类似，欢迎来自

中国的投资。希腊、葡萄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

大项目投资在南欧落地的趋势近些年来逐步增强，中

国与希腊和葡萄牙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北欧国家则显得更加务实，这些国家并不介意来自中

国的项目是否是 “一带一路”的，而是重点看能否给

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果。此外，近年来中国和北欧

国家积极推动 “极地丝绸之路”或 “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北欧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凸显。冰岛作为北极区域国家，与中国在极地问题上

始终保持密切合作。２０１２年中冰两国签署 《中冰海洋

和极地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化。

作为北极区域大国，芬兰对与中国在极地开展基础设

施合作始终兴趣浓厚。芬兰欢迎中国提出的 “冰上丝

绸之路”倡议，希望推动其与国内 “北极走廊”计划

对接，使芬兰成为联通北极和欧亚大陆的枢纽国家。

“北极走廊”可为 “冰上丝绸之路”打通前往北欧国

家和东欧市场的 “最后一公里”，将中国、俄罗斯与

“泛欧交通运输网”相连。

２欧洲企业和城市 （或地方）积极参与 “一带一

路”建设

欧洲 （部分）企业与城市对 “一带一路”建设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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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欢迎的态度。由于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通过

节点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来实现的，又因为这种互联

互通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参与和推动，所以企

业和城市 （或地方）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

与主体，甚至是推动国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

的践行者。

欧洲一些从事出口贸易、工程建设和物流业务的

大型企业积极抓住机会，争取参与 “一带一路”项

目。中小企业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度不大，因

为 “一带一路”涉及的项目更适合大型企业的参与，

但随着中欧合作渠道的日益多元化，领域不断扩展，

中小企业参与的机会和积极性都得到提升。一些德国

企业对 “一带一路”持欢迎态度，如 ＤＨＬ和德铁，西

门子在２０１８年 ３月开设了专门的 “一带一路”办事

处①。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首席执行官尤根·弗里德

里希 （Ｊｕｒｇ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表示，德国和中国公司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很多合作机会，尤其是在基础

设施、能源和咨询等行业。② 德国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

①

②

ＪａｎｎｅＳｕｏｋａｓ，“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ｅｔｓ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Ｏｆｆｉｃ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Ｂ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２３，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ｇｂ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ｅｔｓ
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ｏｆｆｉｃ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ＨＫａｎｄＧＴＡＩ，Ｎｅｕｅ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ｅ，“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ｓｓｉｖ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
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ｕｓｇｂｅ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ａｈｋｄｅ／ｄｅ／ｎｅｗｓ／ｓｉｎｇｌｅｖｉｅｗ／ａｒ
ｔｉｋｅｌ／ｄｉｈｋｕｎｄｇｔａｉｓｔｅｌｌ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ｎｅｕｅ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ｓ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ｖｏｒ／？ ｃＨａｓｈ
＝５ｄ５ｆｆ３５ａ４ｅｂ７０００ｃｃｃｃｅ３１６９ｂ８ｆ１２ｄ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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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长期创建的新市场的互联互通上。对法国来说，

更多 “法国制造”产品和法国公司将欢迎 “一带一

路”建设，诸如核能企业有机会参与相关合作。当然，

在欧洲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欧盟基金资助的项目

上，欧洲企业相对排斥中国企业参与竞标。中国企业

寻找的机会大多来自中国金融机构融资的基建项目以

及欧盟支持力度不足的一些能源项目 （如火电站）。

从地方政府来看，德国杜伊斯堡和汉堡、西班牙

马德里、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葡萄牙的锡尼什、

波兰的罗兹等地方政府争相成为中国入欧门户及 “一

带一路”区域枢纽。杜伊斯堡港、汉堡港和阿姆斯特

丹港是中国合作大港，贸易合作紧密，也是中国货物

进入欧洲的重要停靠地。正如 《卫报》在德国的记者

菲利浦·奥尔特曼 （ＰｈｉｌｉｐＯｌｔｅｒｍａｎｎ）所说，“一带一

路”的基建规划把杜伊斯堡当作欧洲物流中枢，杜伊

斯堡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内陆港。到达那里的列车

８０％来自中国，使其成了中国货物抵达欧洲的第一站。

这些列车经过古代丝绸之路的北线，再经过中国霍尔

果斯口岸、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抵达欧洲。２０１４年３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到访杜伊斯堡港。在当时的欢

迎仪式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以下简称北威州）

州长克拉夫特和杜伊斯堡市长林克均表示，将抓住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北威州和杜伊斯堡港带来的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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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波兰的罗兹和四川成都的合作也构成了地方合作

推动中波合作的一个典范性案例。通过地方之间的合

作，中波加深了了解，也提升了中国成都以及波兰罗

兹在彼此国家的知名度。而宁波作为浙江省的一个地

方城市，通过积极参与 “１６＋１合作”和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积极致力于打造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

作示范区和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活动，为

“１６＋１合作”打造了亮丽的地方合作名片，在中东欧

国家获得了极高的认知度，也吸引了多个中东欧国家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到合作中来。

３精英和民众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参与

差异明显

就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而言，欧洲国家是典

型的精英驱动模式。决策者和智库、媒体等基本形塑

着欧洲大众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认识，并影响

了欧洲国家公民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欧洲精

英总体上对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关注，仅就智库来

说，近年来发表有关成果数量明显提升，参与对 “一

带一路”倡议看法研究的欧洲官方和民间智库明显

增多。

有的欧洲精英认为中国正在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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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 “中心—边缘模式”，基于不对称的关系对其他国

家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有的认为 “一带一

路”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部分，将会 “强化中国的国

家资本主义”，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政策性银行在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有的认为 “一带

一路”和 “１６＋１合作”对欧盟团结、欧洲安全和欧

盟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带来影响；有的认为 “一带一

路”是由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中国总体中长期发展目标

“两个一百年”目标体现的国内政治和经济要求所推

动的；有的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欧洲国家提

供了重要机遇，可以帮助弥合欧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强化互联互通，将当地市场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连接

起来，从而增加欧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凡此种种，

在欧洲舆论场中精彩纷呈，影响甚至主导了主流媒体

和决策者的认知。有关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

本看法，可进一步参考本报告附录专门针对欧洲精英

展开的问卷调查。

与此同时，客观地看，欧洲民众整体上对 “一带

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并不熟知，甚至 “１６＋１

合作”已经执行了六年，但也并不为中东欧国家的民

众所熟知。仅举一个例子，笔者受邀为商务部举行的

中东欧国家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研讨班作讲座，

讲座期间询问了大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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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否有所了解。部分人表示听过 “一带一路”

倡议，但询问该倡议的基本内容时，他们基本答不出

来。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２０１８年６月给斯梅代雷沃钢

厂职工所作的一次讲座，斯梅代雷沃钢厂是中国企业

在中东欧地区的重要产能投资项目，也是 “１６＋１合

作”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当笔者询问与会者对 “１６＋

１合作”是否了解时，大多数人表示不知情，认为这

只是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的一个投资项目，不知道会

与 “１６＋１合作”有什么关系。

４欧洲大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分化明显

欧洲大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何种看法是一个

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欧盟机构和部分成员国对 “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参与。

德国和法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相对消极态度，

并引领欧盟机构朝着规制 “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向行

走。２０１８年５月，默克尔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后首次

访华，她对 “１６＋１合作”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认

为 “１６＋１合作”是对欧洲发展的积极补充，并没有

分化欧盟，“１６＋１合作”是一个有益的合作平台，有

利于促进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德国赞同有关合

作遵循欧盟法律规制，实现互利共赢。尽管如此，默

克尔在多个场合的表态还是存在矛盾的，多数时候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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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消极的。比如，默克尔在２０１８年２月会晤马其顿

总理佐兰·扎埃夫就强调，中国不应该利用其在西巴

尔干地区的投资来获得政治优势。此前，时任德国外

长的加布里埃尔曾指出，“如果不制定有关中国的欧洲

战略，那么中国将可能会成功分裂欧洲”。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２０１８年１月曾指出，“一些欧洲国家与中国合

作是以牺牲欧洲利益为代价的”，这将中国与欧洲国家

的合作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法国、德国等还积极推

动欧盟出台措施限制外资特别是中国投资。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坚持推进实施一个投资筛选框架，来审查

外国国有企业在欧盟的投资项目。① ２０１７年 ９月，欧

盟提议了一项法规，并发布一份工作文件，来帮助欧

盟和成员国审查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关于欧盟及其

成员国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外国投资。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

日，欧洲议会和２８个欧盟国家谈判代表暂时同意此项

提案并达成协议，将保护战略性技术和基础设施，比

如港口和能源网络等。

如果把南欧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列入欧盟大国

的话，那么它们的态度与法、德是有所不同的，总体

而言，它们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甚至是支持的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Ｊｕｎｃｋｅｒ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ＥＣＨ－１７－３１６５＿ｅｎ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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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部分大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复杂的考

虑，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或者排斥该倡议。比如说意

大利，虽然它支持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但也希望

能有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机会。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

日，旨在协调和强化与中国经贸合作的意大利中国任

务小组在罗马正式成立。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

拉奇表示，这一新机构的成立将促进意中两国在经贸

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据介绍，中国任务小组将接受意

大利经济发展部和外交部的共同指导，由意大利经济

与财政部、内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参与，杰拉奇

负责协调指挥。意大利经济发展部表示，中国任务小

组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意中两国在贸易、金融、投资、

研发等领域以及在第三国的合作，并确保意大利在欧

盟与中国开展 “一带一路”等框架下的合作过程中发

挥领导作用。西班牙则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下的相关活动，并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和人文交流。

２０１７年５月，西班牙时任首相拉霍伊参加了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表示西班牙将积极支持并

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义乌—马德里中欧班列的开

通和运行，中国和西班牙在港口领域日益加深的合作，

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抓手。尽管西班牙没有同中国签

署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但在参与有关项目上持

积极和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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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分中东欧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

和 “１６＋１合作”动态

１波兰

从笔者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采访调研情况看，波兰政府

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并希望能够

达成更多的务实合作成果。２０１９年是中波建交 ７０周

年，波兰将会同中国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巩固双方

合作水平。

波方认为，良好的中波关系是推进 “１６＋１合作”

的基础，波兰政府将积极推动维谢格拉德集团同中国的

合作，对于中方将 “Ｖ４＋中国”合作提升至副部长级表

示赞赏。在 “１６＋１合作”框架下，波兰承接了多项合

作机制，包括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协调机制、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海事合作等，在 “１６＋１合作”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波方同时也强调，从２０１２年提出 “１６＋

１合作”时起已过去了六年，无论中国、欧洲、中东欧

还是波兰，面临的基本情况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意味着

先前的 “１６＋１合作”框架得因形势需要做出一定的改

变，而不是维持现在的形式。双方在新阶段的期望发生

了变化，分歧在增多，但管理分歧的能力也在提升。

波兰对贸易逆差问题一直保持着关注，２０１８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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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笔者参加了波兰卡托维茨经济学大会，并做为主发

言人参加了中国和波兰战略伙伴关系的讨论，与会发

言人就贸易逆差问题进行了交流。与会的有波兰财政

部副国秘瓦尔沙克、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波兰

亚洲商会主席别霍钦斯基、中国—中东欧基金波兰代

表奥斯托夫斯基等。林毅夫表示，贸易逆差是个经济

学问题，跟产品竞争力相关，很难想象一些国家会把

贸易逆差看成是一种罪孽或者祸根，即使中国政府进

行干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如果波

兰自身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就无法进入中国市场，逆

差问题也无法解决。

但波方仍对改善双方贸易逆差抱有期待，关切中

国扩大开放的相关举措是否能早日惠及波兰，尤其是

扩大进口以及加强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波方积极参加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在这个更大的

平台上，能产生很多切实的成果。

波兰新政府积极推进国家干预主义，政府总理莫

拉维茨基与林毅夫一直有着比较好的私人往来，目前

也积极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来推动波兰经济发展。

未来，波兰政界和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的经验的交

流将会进一步密切。

２匈牙利

匈牙利无疑是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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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中国对匈大项目投资也逐步

得到推进，经贸合作水平稳步提升，人文交流取得积

极进展。２０１７年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

在布达佩斯成功举办，峰会发布的 《布达佩斯纲要》

为 “１６＋１合作”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推动。匈牙利国

际事务与对外贸易部主管文化和科学外交的国务秘书

伊斯特万·伊吉亚尔托 （ＩｓｔｖａｎＩｊｇｙａｒｔｏ）表示，“１６＋

１合作”的魅力在于在１７国之间提供了一个互学互鉴

的平台，双方将各自的最好实践 （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分享

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合作思路扩展。① 匈牙利是欧洲第

一个同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家，积

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大项目，并积极推动

本国 “向东开放”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

匈方认为，“１６＋１合作”和 “一带一路”倡议具

有重大潜力，其中旅游合作、农业合作、电子商务、

地方合作、人文交流被认为是有着重要合作潜力的领

域，将成为未来五年 “１６＋１合作”的增长极。匈方

认为中小企业合作在未来也是重要的领域，但目前中

国要解决匈牙利中小企业在华市场准入问题。由于中

东欧国家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如何进入竞争激

烈的中国市场，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 以上内容源自笔者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在匈牙利参加的国际研讨会笔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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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方积极和高度评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推动外

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积极作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参

加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对推动中匈在贸易领域的深度

合作将发挥积极作用。匈牙利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中东欧地区唯一的主宾国。匈牙利政府把参加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视为继续扩大双方在 “一带一路”框

架下合作的重要机会。在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匈牙利国

家馆由五部分内容组成，分别为文化、旅游、投资与贸

易环境、科技创新和农业板块，全面展示匈牙利独特的

文化旅游资源、优越的投资与贸易环境以及区域物流优

势，匈牙利的贵腐葡萄酒、蜂蜜、萨拉米肉肠等著名特

产纷纷展出。匈牙利参展的另一大亮点，是中欧商贸物

流园区和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这两大国家级境外经

贸合作区积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入驻，发挥了匈牙利地处

中欧的地理优势，有助于共同打造境外产业集群。

３捷克

捷克是较早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的国家，并积极参与 “１６＋１合作”。目前，捷克承接

着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的重要合作平台———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省州长联合会，在该联合会框架下，

召开了多次地方领导人会议，形成 “１６＋１合作”框

架下中央和地方齐头并进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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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６＋１合作”推动下，中捷之间在旅游、投

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持续升温，中国游客赴捷克旅游

的热情不减，布拉格成为中国消费者新的旅游热点区

域，捷克每年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国投资论坛，

２０１８年的投资论坛在当年１０月如期举行，超过２５０名

中方嘉宾和近２５０名来自包括捷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

嘉宾参加了此次论坛。“１６＋１合作”六年，中捷之间

不但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还开通了直航，多家

中国金融机构在捷克设立分支机构，多趟中欧班列行

经或抵达捷克。捷信集团在中国的成功投资也成为中

捷合作的亮点，捷信于２０１０年年底正式在中国开业。

截至２０１８年，捷信在中国的业务已覆盖２９个省份和

直辖市，３１２个城市。捷信与迪信通、苏宁等全国知

名的零售商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通过超过２５万个贷

款服务网点，服务的活跃客户超过１９００万人。

捷克毫无疑问也是地方合作的热点城市，近年来，

浙江、河北、辽宁、四川等地与捷克中央和地方政府

合作密切，形成了多项务实合作成果。捷克同中国的

人文交流也非常丰富，中国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已成

立捷克研究中心，捷克语言教学在中国得到积极发展。

捷克总统泽曼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率捷克外交部部长佩

特日切克、农业部部长托曼和工贸部部长诺瓦科娃和

庞大的企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近７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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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随同参加进博会，展示了捷克工业代表和知名品

牌，包括摩瑟水晶 （Ｍｏｓｅｒ）、斯柯达汽车 （Ｓｋｏｄａ）、

太脱拉卡车 （Ｔａｔｒａ）以及佩卓夫钢琴 （Ｐｅｔｒｏｆ）等。

此外玩具、飞机及食品等制造企业也有参展。目前，

中国对捷克存在贸易顺差，借国际进口博览会之机，

捷方希望能够改善对华贸易逆差状况。

４罗马尼亚

中国和罗马尼亚双边贸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取得长足

进展，但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罗方希望能

够出口更多农产品到中国，并希望中国在基建、能源、

电子通信、旅游等领域加强对罗马尼亚的投资。

从笔者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调研看，中罗之间有很多

有潜力的项目，但落地困难，这些项目主要包括：①

中广核有意投资的罗马尼亚罗维纳里３号和４号机组

核电项目，造价７０亿美元，因政局原因投资协商时断

时续。②中国华电有意投资罗维纳里火电站项目，造

价１０亿美元，但因政局原因几度中断。③布加勒斯特

—索菲亚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造价目前不清楚，也是

欧盟主导的融资项目之一，中国企业目前很感兴趣。

④跨多瑙河两座大桥建设项目，它是欧盟融资项目，

受到许多企业关注，中国企业目前很感兴趣。目前，

中国在罗马尼亚落地项目相对较少，主要是受制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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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罗马尼亚现政府比较

务实，希望能与中国谈成一些项目。罗马尼亚于２０１７

年９月１５日公布了针对中国公民简化签证，不用邀请

信，也不用组团，５人以上就可以到罗马尼亚旅游。

罗马尼亚旅游吸引力对中国本来不大，目前前往罗马

尼亚旅游的中国人极少。以简化签证为契机，罗政府

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５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是 “１６＋１合作”和 “一带一路”倡议

的积极参与者，因其在２０１８年成功举办 “１６＋１”总

理峰会和 “１６＋１”地方领导人会议而为中国和中东

欧国家所熟知。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９日，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会议在

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召开，本次会议主要为配合李克

强总理访问保加利亚并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

会。保加利亚外交部副部长奥格尔·乔治耶夫在会议

上表示，“１６＋１合作”机制下的投资及各类项目促进

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保加利亚在农业方面与中

国有着长久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信息技术以及医疗健康等领域能开辟新的合作

空间。

保方与会专家表示，保加利亚承接了中国和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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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农业合作联合会，对于推进 “１６＋１合作”框

架下的农业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保加利亚农

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似乎在中国市场上并不高，也没有

大量出口到中国。考虑到产品竞争力问题，未来一段

时间，保加利亚很难把农产品出口到中国。

保加利亚非常关注黑海地区形势。黑海区域各国

国情复杂，大国势力盘踞且操纵地区局势的痕迹明显，

地区形势极不稳定。考虑到黑海区域合作的松散性和

多样性，谁将作为推动黑海区域同中国 “一带一路”

合作的主要驱动力量，将是一个重要问题。黑海地区

有多个被冻结的冲突，乌克兰、纳卡地区、南奥塞梯

和阿布哈兹等，这些被冻结的冲突可能会死灰复燃，

影响到地区稳定，中国如何平衡好地区国家之间的关

系将是一个问题。

中国对保加利亚的投资因受多重环境影响而出现

连续搁浅现象，最典型的是中国海航集团于２０１８年７

月放弃了对普罗夫迪夫机场３５年租赁及运营权，此前

中国海航集团在普罗夫迪夫机场的特许经营招标中胜

出，但随后因中国海航集团内部问题而放弃；另一个

项目是中兴通讯承接的索菲亚智慧城市建设也因中美

贸易摩擦等因素而受到影响。

６塞尔维亚

中国和塞尔维亚关系近来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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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亮点之一。最近几年两国最高领

导人实现了互访，并于２０１６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双向贸易和投资稳步增长，高层互访互

动频繁，能源、基建、文化等投资项目纷纷落地。

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缔结的首个全面战

略伙伴。塞尔维亚积极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

和 “１６＋１合作”，并与中国政府签署共建 “一带一

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近年来，中国对塞尔维亚投

资显著增多，中国企业承建的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

桥、科斯托拉茨电站、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

等一批项目成功上马。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塞尔维亚投资再

掀高潮：２０１８年８月，山东玲珑轮胎投资９９４亿美元

在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兹雷尼亚宁市自贸区内建设１３６２

万套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同年９月，中国最大的

黄金开采商———紫金矿业在竞购塞尔维亚最大铜矿项

目中胜出。紫金矿业将斥资 １２６亿美元收购塞尔维

亚铜矿开采及冶炼企业 ＲＴＢＢｏｒ６３％的股份。这些投

资为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提升了两国在经

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水平。除此之外，中国 “一带一

路”倡议在欧洲的标志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已经

开工，进展顺利。

在投资热的驱动下，交通和金融的配套也积极跟

进。中国和塞尔维亚间已经开通直航，金融机构在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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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亚已设立分支机构。为了便利人员往来，２０１７年

１月， 《中塞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

效，塞尔维亚成为欧洲第一个对华采取普通护照免签

的国家。

７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目前属于最晚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入盟），也是最早加入欧盟的西巴尔

干国家。在申请入盟期间，克罗地亚并不十分关注中

国，直到今天，欧盟、周边国家仍是其外交政策重点。

加入欧盟后，克罗地亚对中国的关注度开始提升，尤

其是在 “１６＋１合作”的推动下，克罗地亚对中国的

投资日益感兴趣。历任领导人从前总统梅西奇、前总

统约西波维奇到现任总理普连科维奇等，都比较支持

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克罗地亚是半总统制国家，总

统在外交、安全等领域享有权力，现任总统基塔洛维

奇也对发展对华关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对克罗地亚

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支持态度。

克罗地亚目前采取多维度外交，外交风格务实色

彩突出，同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积极发展合

作关系，而且有重点地推进合作领域，比如积极支持

欧盟的各项合作倡议、重点推进美国对克罗地亚的能

源投资、俄罗斯对金融 （银行业）和消费品行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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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加强同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合作。

在推进中欧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中东欧国家可

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克罗地亚积极推动修筑中欧陆

海快线到里耶卡港的互联互通路线，这条线路同样也

较方便和快捷。目前，中国的宁波港同里耶卡港的合

作较为密切，往来较多。

中国成功中标欧盟资助的佩列沙茨大桥项目对中

克关系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该项目为中国基建企业在

欧盟市场为数不多的使用欧盟资金实施的大型基础设

施项目。中国路桥公司在投标的全程严格遵守欧盟相

关法律法规，最终依靠过硬的专业技能、较低的施工

成本、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丰富的国际化经验击败了

奥地利知名建造商 Ｓｔｒａｂａｇ等其他竞争对手 （具体情况

参见第四章案例风险评估）。同时，通过积极推动西巴

尔干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国有助于在当地树立良好的

形象，打造中欧互联互通合作的典范。

８马其顿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高

级别智库会议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顺利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其顿外交部、马其顿科学

艺术院、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基金会联手主办，马其顿外交部地缘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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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外政策研究所、１６＋１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具体

承办，是 “１６＋１合作”框架下每年一度的重要人文

交流活动之一。

马其顿高级别智库会议前夕，马其顿总理扎埃夫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京清举行了会谈。扎埃夫

高度评价 “一带一路”和 “１６＋１合作”所取得的成

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马其顿受益颇多。马

其顿虽然是小国，但是中国的 “大朋友”，马其顿承

接了 “１６＋１合作”框架下的１００亿美元专项贷款的

资助的第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项目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和旅游目的地奥赫里德之

间的联系，有利于吸引中国更多的游客，服务经济

发展。

２０１８年马其顿在国名谈判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议会已经通过了国名更改问题的方案，如果希腊议会

最终同意了马其顿国名更改方案，马其顿会在加盟入

约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一步。政治和解进程取得进展

的马其顿，同样期待能有更多的外来投资提振本国经

济，马其顿对于中国投资持积极支持态度。马其顿也

积极参与 “１６＋１合作”，目前承接了１６＋１文化合作

协调中心，并将在２０１９年举办中国—中东欧文化合作

论坛。



第二章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看法

本次问卷调查延续了 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年调研的内

容，但形式和执行方式上有所变化和调整，以便更深

入和全面地了解欧洲国家精英如何看待 “一带一路”

倡议。本次调研采取下列方法：

首先，调研团队拟定了一份包含２６０多个潜在的被

调查者的名单，这些被调查者主要来自学术机构、智

库、商界和大学，名单的汲取主要来自１６＋１智库网络

合作单位以及依托 “一带一路”咨询公司提供的联络

名单。这一名单基本涵盖了目前欧洲精英中对 “一带

一路”倡议比较了解而且很感兴趣的群体。通过掌握

这一群体，来开展持续的调研，形成常规性的信息咨

询网络。

其次，调研团队通过网络将问卷发放给抽样指定

的精英，对方在网络上在线答题并提交。调研团队根

据回答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调研精英的选择主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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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别方式，根据受访者所在国的人口、面积、经济

规模和机构影响力等设置了不同的权重，确定不同的

调研人数。

再次，调研团队根据连续三年的调研结果做出比较

分析，系统考察欧洲精英态度和观点的变化，追踪变化

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的持续跟踪调研，考察欧洲精英观

点的变化，并着重加强对风向评估类问题的持续跟踪，

以便为 “一带一路”在欧洲建设提供预防性措施。

最后，为了提高调研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本次调研

与 “一带一路咨询”（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Ａｄｖｉｓｏｒｙ）团队开展

合作，该团队掌握一定欧洲专家学者的资源库，由该团

队进行先期摸底调研，提供必要的问卷调查对象，并最

终形成调研结果，确保了调研对象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经过筛查，本次调研共收到了１０３份有效回复。上

述问卷录入数据库后，通过ＳＰＳＳ数据软件进行了分析。

一　调研的基本情况

总体来讲，从２０１９年的调研看，欧洲精英问卷调

查处于越来越完善的状态，无论在调研人群的选择、

性别比例分布、国别分布和扩展、职业分布等均得到

一定程度优化，被调研人群更具身份、国别和职业代

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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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性别情况

　表２－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被调研男性和女性比例 （单位：％）

年份

性别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男性 ６１８ ７６３ ５８３

女性 ３８２ ２３７ ３５０

拒绝回答 — — ６７

２０１９年度问卷调查中，男性所占比例较高，达到

５８３％，女性为３５％，还有近７％的人没有填答具体

性别。在投放问卷时调研团队注意了性别比例的控制，

从回馈来看，男性精英明显对调研的话题的兴趣较高，

女性精英相对较低，导致问卷回收的结果仍有一定的

不均衡性。但与 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问卷调查相比，

男女性别比例的平衡性有明显的改善。

２年龄情况

　表２－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被调研男性和女性各年龄段比例 （单位：％）

年份

年龄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３０岁以下 ２１８ １３６ １６５

３１—４０岁 ５６４ ３９８ ３９８

４１—５０岁 １３６ ２２９ ２７２

５１—６０岁 ３６ １９５ ５８

６０岁以上 ４５ ４２ ７８

拒绝回答 —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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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问卷调查人员的年龄构成看，３０岁及以下

的占 １６５％，３１—４０岁的占 ３９８％，４１—５０岁的占

２７２％，５１—６０岁占 ５８％，６０岁以上的占 ７８％，

被调研人群以中青年人为主，问卷调查年龄结构层次

相对合理，梯度分明。２０１５年的问卷调查中，３１—４０

岁的被调查者过半，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２０１７年的

调查部分改变了这一情况，在不同年龄段的分配更加

合理，至２０１９年被调研人员的年龄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年龄分布看，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中老年精英为

辅的格局。

３国别情况

　表２－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被调研者国别分布情况 （单位：人、％）

年份

国别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阿尔巴尼亚 １ ０９ ２ １７ ２ １９

奥地利 ０ ０ ４ ３４ １ １０

比利时 ０ ０ ２ １７ ５ ４９

波黑 １ ０９ ２ １７ １ １０

保加利亚 ７ ６４ ３ ２５ ４ ３９

克罗地亚 １ ０９ ３ ２５ １ １０

塞浦路斯 １ ０９ ０ ０ １ １０

捷克 ７ ６４ ３ ２５ ５ ４９

丹麦 ０ ０ ２ １７ １ １０

爱沙尼亚 ２ １８ ２ １７ 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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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国别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芬兰 ０ ０ ３ ２５ １ １０

法国 ３ ２７ ４ ３４ ４ ３９

德国 ５ ４５ ４ ３４ ５ ４９

希腊 ０ ０ ３ ２５ １ １０

匈牙利 ６ ５５ １０ ８５ ４ ３９

意大利 １ ０９ ３ ２５ ７ ６８

拉脱维亚 １ ０９ ３ ２５ １ １０

立陶宛 １ ０９ ２ １７ ２ １９

马其顿 ４ ３６ ５ ４２ ２ １９

马耳他 １ ０９ ０ ０ １ １０

黑山 １ ０９ ２ １７ １ １０

荷兰 ３ ２７ ３ ２５ １ １０

挪威 ０ ０ １ ０８ １ １０

波兰 ２９ ２６４ ８ ６８ ９ ９７

葡萄牙 ０ ０ １ ０８ ２ １９

罗马尼亚 １４ １２７ ８ ６８ ２ １９

塞尔维亚 ７ ６４ １７ １４４ ４ ３９

斯洛伐克 ５ ４５ ３ ２５ ７ ６８

斯洛文尼亚 ２ １８ ６ ５１ ０ ０

西班牙 １ ０９ ３ ２５ ２ １９

瑞典 ４ ３６ １ ０８ １ １０

瑞士 ０ ０ ２ １７ ３ ２９

英国 ２ １８ ３ ２５ ８ ７８

白俄罗斯 — — — — １ １０

冰岛 — — — — ２ １９

卢森堡 — — — — １ １０

摩尔多瓦 — — — — 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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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国别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土耳其 — — — — ２ １９

乌克兰 — — — — １ １０

总计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０

从２０１９年调研问卷回收情况看，共有来自 ３８个

欧洲国家的被调查者填答了１０３份问卷，涵盖了欧洲

大部分国家，问卷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１０３

份问卷的数量级也符合精英问卷调查的基本数量要求，

保证了分析结果的代表性。

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的调查相比，２０１９年的调查

涵盖的欧洲国家更多 （共 ３８国），２０１５年为 ２５国，

２０１７年为３１国。三次调查均以中东欧１６个国家作为

主要的调研对象，所以来自中东欧国家的被调查者的

比例略高，但２０１９年的调查明显更加均衡，中东欧国

家问卷数量进一步下降，南欧、北欧和西欧国家问卷

数量增多。部分国家出现比例明显偏高情况有所改观，

比如波兰在２０１５年的调查中有２９名被调查者，塞尔

维亚在２０１７年的调查中有１７名被调查者，大大超过

其他被调查国家的人数。这种情况在２０１９年的调查中

得到优化，被调查的国家和区域更具有均衡性，最多

的国家波兰未超过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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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职业情况

　表２－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被调研者的职业分布情况 （单位：人、％）

年份

职业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官员 ２０ １６９ ２０ １６９ １４ １３６

智库学者 ３１ ２６３ ３１ ２６３ ３０ ２９１

新闻记者 ８ ６８ ８ ６８ ０ ０

大学教师 ３２ ２７１ ３２ ２７１ ４８ ４６６

其他 （企业家） ２７ ２２９ ２７ ２２９ １１ １０７

从职业构成情况看，２０１７年的调查主要有官员

（１６９％）、智库学者 （２６３％）、新闻记者 （６８％）

和大学教师 （２７１％）这四种群体。在 “其他”类目

选项中，有在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有大学在读博

士生，还有咨询公司咨询师、工程师、私营业主、企

业工作人员等。被调查人员的职业构成较为均衡。

２０１５年的问卷调查中，官员占据的比例较高，新闻记

者占据的比例较少。２０１９年的调查进一步优化了被调

查者的职业比例。其中，大学教授所占比例最高，为

４８人，其次是智库学者，为３０人，官员１４人，企业

家１１人，２０１９年没有针对新闻记者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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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了解情况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主要从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对 “一带一路”倡议一些基

本表述的判断来做出评测。从反馈的情况看，欧洲精

英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国内发展

问题，推动新形式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化也占据重要选

项，再者，欧洲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

以互利共赢为特点的经贸合作。几年的调研情况比较，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基本面了解比较准确。

在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基本表述上，欧洲精英

理解比较到位，比起前两次调研，对 “一带一路”倡

议的定位更加明晰，即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

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倡议，虽由中国提出，但是

多边参与的项目，而且有助于推动贸易畅通。“一带一

路”倡议不只关注中国的利益，而是惠及其他国家，

并不只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方面，而是一项综合

性的倡议。

下面就具体调研情况进行分析。

１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

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２０１９年的调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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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调整，首先是扩大了选项，充分考虑到中欧双方在

“一带一路”倡议上的重点关切并将它们纳入选项当

中；其次是在诸多的选项中又有所聚焦，即受邀答题

者只选择其中五个最重要的内容，而不是泛泛地无限

制地选择。同时，在最重要的选项中，又列举了优先

次序，哪些是最首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这就避免

了不分主次问题，也能够综合看到欧洲精英对 “一带

一路”倡议的目的的判断。

　表２－５ 在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单位：人、％）

内容 首选人数 比例 总计人数 比例

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 ３ ２９ ２２ ２１４

中国的国内发展 ２２ ２１４ ６３ ６１２

中国国内政治利益 ７ ６８ ３６ ３５０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 １２ １１７ ４２ ４０８

中国寻找自然资源 ３ ２９ ２１ ２０４

中国寻找新的市场 ８ ７８ ４６ ４４７

建立新形式的全球治理／新形式
的全球化

１４ １３６ ４５ ４３７

建立新的地缘政治秩序 ６ ５８ ２７ ２６２

扩展中国的影响力 １４ １３６ ５５ ５３４

推动全球贸易增长 ３ ２９ ３０ ２９１

加快对外部投资／利用好中国 ３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３ ２９ ３４ ３３０

推动双赢合作 ６ ５８ ２０ １９４

国际开发援助／支持 ０ ０ ４ ３９

中国公司的国际化 １ １ ３４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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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２－５的统计分析结果中，调研团队提供了两

个分析层次，第一个分析层次是列出首要选项的人数

（即最重要目的的选择答案）以及所有选择这一选项

的人数情况，这样就可以综合衡量出精英的主要关注

点是什么。

从选项看，“一带一路”面向中国国内发展在最

重要选项中名列第一，为２２人，而在总人数选项中，

依然是最高的，达到 ６３人。其次为建立新形式的全

球治理／新形式的全球化和扩展中国的影响力。首选

人数均为１４人，而总计人数则分别为４５人和５５人，

基本反映出欧洲精英的看法。中国寻找新的市场在总

计选项中占据第二的比例，表明大多数欧洲精英认为

寻找和开发新的市场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标

之一。

总体而言，欧洲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根

本目的是促进国内发展以及新形式的全球治理／新形式

的全球化并扩展中国的影响力。而中方积极倡导的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全球贸易增长以及推动双

赢合作等，也具有一定的选择率，但与前三项的差距

较为明显。

２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表述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欧洲精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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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何种判断呢？为此，调研团队设计了８个选项来

做出考察，具体情况见表２－６。

　表２－６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判断情况 （单位：人）

主题 首选人数 总人数 不同意 不关心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会变成

一项多边倡议，由多个行为体共同参与
６ ３９ ４７ １７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秉承 “共商、

共建和共享”原则
１２ ４６ ２９ ２８

“一带一路”倡议将只关注中国的利益和

收益
３ ２８ ４９ ２６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详细规划的一

项具体战略
１０ ３８ ４６ １９

“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一个经济项目 ３ １４ ７９ １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双通道，中国的

产品和资金可以进入外国的市场，而国外

市场的产品和资金也能进入中国的市场

８ ４３ ３４ ２６

“一带一路”倡议将由中国和外国的机构

和公司共同运营
６ ２９ ４６ ２８

“一带一路”倡议将只聚焦重型基础设施

建设
５ １８ ７８ ７

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秉承 “共商、共

建和共享”原则 （４６人），占据了最高的比例，五年

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也

深刻影响到欧洲国家精英。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是

一个双通道，中国的产品和资金可以进入外国的市场，

而国外市场的产品和资金也能进入中国的市场 （４３

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畅通问题。选择 “一

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会变成一项多边倡议，

由多个行为体共同参与，欧洲精英对这一点问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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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基本准确 （３９人）。从这三项的选择看，欧洲精

英的理解是很到位的，比起前两次调研，２０１９年调研

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更加明晰，即认为 “一带

一路”倡议是一项秉承 “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倡

议，虽由中国提出，但是多边参与的项目，而且有助

于推动贸易畅通。

欧洲精英也有较高比例不认同某些说法，比如高达

７９人并不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一个经济项目，

也有高达７８人不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将只聚焦重型

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高达４９人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

议将只关注中国的利益和收益这种说法。这些判断都

表明，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深度和准

确性均较佳，即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不只关注中国

的利益，而是惠及其他国家，并不只聚焦基础设施建

设和经济方面，而是一项综合性的倡议。但仍有一点

不可忽视，即有４６人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将由中

国和外国的机构和公司共同运营这种说法。部分欧洲

精英留言认为，迄今为止中外共同开发和运营项目的

情况并不普遍。

三　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的建设情况

为了系统评估五年来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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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调研团队设置了相关的选题，主要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双方在具体合作领域的合作

水平以及对双边和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和成就的认识，“一带一路”

倡议在欧洲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如何处理和解决这

些风险和挑战，中欧之间在民心相通方面面临哪些问

题等。本部分内容是 ２０１９年调研的核心，也是评估

“一带一路”进展的核心部分。

从双边层面的调研看，贸易合作、基建投资、政

治对话、人文交流等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水

平较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也较高。从中欧合作

层面的调研看，情况也是类似。欧洲精英对中欧合作

的首选项是贸易开发，其次是基建合作投资，其他领

域的选择倾向均不是十分明显，而在总体选择上，贸

易合作为主，政治对话其次，人文交流再次之。

那么，五年来，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

进展有何认识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欧洲精英的共识 （超过七成）是 “一带一

路”倡议对欧洲和世界来说是一种机遇和机会。

第二，欧洲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取

得的成果还相对有限，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

具体落地上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有更多的务实成果。

第三，欧洲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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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区域发展计划有着一定的合作基础。

第四，欧洲精英认为中欧在政策沟通上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沟通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第五，欧洲各国家政府、民众和欧盟机构对 “一

带一路”倡议展示出不同的看法。欧洲国家的政府对

“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积极态度，民众居多并不关

注，欧盟机构则对 “一带一路”倡议总体持负面态度。

第六，在考察欧洲国家政府和人民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了解程度上，精英反馈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对

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很了解，而民众则表现

更为不佳。

第七，欧洲精英认为 “一带一路”现有的融资机

制仍需进一步优化，才能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更好

地在欧洲落地。

第八，欧洲精英对 “１６＋１合作”与中欧合作关

系的认知存在矛盾，一方面认为 “１６＋１合作”可能

会为中欧合作带来机会和协调空间，另一方面仍对

“１６＋１合作”动机持怀疑态度。

第九，欧洲精英认为，欧盟新出台的欧亚互联互

通新战略可以与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很好的合作。

欧洲精英在建议推动欧亚互联互通新战略同 “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上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但也认为欧亚互

联互通新战略出台的背景是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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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利益造成威胁。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也进行

了评估，认为中欧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风险

也主要集中在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

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

上缺乏互惠。对如何应对和解决上述风险和挑战，欧

洲精英认为，中欧能够共同携手解决各自的关切问题，

欧方希望中国能够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双方的

倡议应充分对接以及鼓励投资的本土化和中欧公司更

好合作等。

１中欧双方在具体领域的合作水平及重要性

自 “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欧双方在多个

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合作，这些合作主要集中在五

通上，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上述领域合作水平如何，相关国家如何评

价这种合作的重要性，欧洲精英的看法就成为 “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欧合作的 “晴雨表”之一。中欧合作

的情况也是类似。欧洲精英对中欧合作的首选项是贸

易开发，其次是基建合作投资，其他领域的选择倾向

均不是十分明显，而在总体选择上，贸易合作占主导，

政治对话其次，人文交流再次之。总体而言，经贸合

作的水平在欧洲精英眼中占主要地位。



４８　　　 国家智库报告　

　表２－７ 双边在具体领域的合作水平以及 “对贵国重要性”情况 （单位：人）

具体领域 合作水平 （１—５） 对贵国的重要性 （１—５）

在农业领域投资 ４ １９ ２ ３０

在能源领域投资 ７ ４３ ０ ５４

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１８ ４８ ２２ ７３

在加工制造业领域投资 ５ ４２ １３ ６８

贸易开发 ３１ ８２ ５４ ９０

人文交流 ７ ７７ ３ ５６

政治对话 １８ ７６ ５ ６９

智库／专家交流 ８ ６６ ２ ３９

　　注：合作水平一栏提供两个数据，前面的数据表示首选项，后面表示总计项，

对贵国重要性的统计同样如此。

从选项看，合作水平高的首选领域为贸易开发，

其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政治对话。从总选择项

看，首选同样为贸易开发，其次为人文交流和政治对

话，然后为智库／专家交流。总体看，欧洲精英的感

觉是双方在经贸领域合作规模在加大，合作水平的提

升较为明显，第二大块实际上涉及人文交流的合作规

模和水平同样增长较快，人文交流、政治对话和智

库／专家交流的水平出现明显增长。

而在探讨具体合作领域对该国的重要性时，首选

项仍然是贸易开发，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

总体选项看，贸易开发占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

据其次，政治对话和加工制造业领域投资占据重要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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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欧洲精英更看重经贸、基建、制造业

领域的合作，但就他们具体感知而言，虽然经贸、基

建领域合作有所提升，但实体领域合作有待加强，且

精英认为尽管人文交流等活动很重要，但重要性不及

实体领域合作。

　表２－８ 中欧合作水平及对欧盟的重要性 （单位：人）

具体领域 合作水平 （１—５） 对欧盟的重要性 （１—５）

在农业领域投资 ０ １２ ０ ２１

在能源领域投资 １ ３９ ２ ５３

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１８ ５２ ７ ６４

在加工制造业领域投资 ５ ４９ ５ ５８

贸易开发 ４８ ９２ ６５ ９５

人文交流 ８ ６６ ２ ４９

政治对话 ９ ７１ １５ ７４

智库／专家交流 ７ ６１ ３ ４４

　　注：合作水平一栏提供两个数据，前面的数据表示首选项，后面表示总计项，

对欧盟的重要性的统计同样如此。

中欧合作的情况也是类似。欧洲精英对中欧合作

的首选项是贸易开发，其次是基建合作投资，其他领

域的选择倾向均不是十分明显，而在总体选择上，贸

易合作占主，政治对话其次，人文交流再次之。在欧

洲精英看来，双方的经贸合作和基建合作还是取得了

不少的成果，政治对话和人文交流合作水平总体在提

升。基建领域投资虽然首选项高达 １８人，但总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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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只有５２人，落后于政治对话、人文交流和智库／

专家交流。而对欧盟的重要性来说，首选是贸易开

发，其次是政治对话，其他选项同样不明显。总体选

项中，贸易开发占主，政治对话其次，基建领域投资

再次之。

总体表明，欧洲精英认识到经贸合作和政治对话

的重要性，认为虽然取得进展，但双方的政治对话依

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２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和成就的

认识

“一带一路”倡议执行五年来，取得了什么样的进

展，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精英如何评估这些进展

和成就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调研团队就具体的问题分析如下。

　表２－９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评估 （单位：人）

主　题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关心

不太

同意

完全

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给整个欧洲带来重

要机遇
１７ ５６ ２１ ８ １

“一带一路”倡议对您的国家来说是

一个机会
２６ ５１ １９ ５ ２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取得了重要

成就
１ １９ ３５ ３９ ９

“一带一路”倡议在您的国家取得重

要成就
５ １７ ２７ ３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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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主　题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关心

不太

同意

完全

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区域发展计

划可以实现对接
１９ ７２ １１ ０ １

中国政府和贵国政府的政策沟通进

展顺利并取得良好成效
１２ ２６ ２６ ３５ ４

中国政府和欧盟机构的政策沟通进

展顺利并取得良好成效
１ １０ ３９ ４４ ９

通过现有的机制，“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０ ２８ ２９ ４１ ５

贵国政府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

极态度
２２ ３７ ３３ １１ ０

贵国民众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

极态度
５ ２３ ５３ ２１ １

欧盟机构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

极态度
０ １５ ３１ ４２ １５

贵国政府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学术

圈的了解比较充分
４ １１ １０ ４３ ３５

贵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充分 ２ ８ ６ ４２ ４５

“一带一路”融资机制很好地满足了

双边需要，促进了中欧合作
０ １３ ３１ ５０ ９

“１６＋１合作”对中欧合作有积极的
影响

７ ３１ ３３ ２０ １２

“１６＋１合作”让中欧合作有了更大
的协调空间

６ ３１ ３０ ２６ １０

欧盟发布的 “连接欧亚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大的对接潜力
８ ５１ ３２ １０ ２

欧盟的 “连接欧亚战略”可以在标

准制定上对 “一带一路”建设有所

帮助

８ ６９ ２１ ３ ２

欧盟 “连接欧亚战略”表明欧盟把

“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挑战
７ ４８ ２８ １９ １

上述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询问所在国家精

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一个是对中欧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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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看法。

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欧洲精英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对欧洲与精英所在的具体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和机遇，其所占比例均超过七成。

而在探讨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和精英所在国

家是否取得重要成就时，居多数的精英认为并没有取

得重要成就。

绝大多数欧洲精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

区域发展计划可以实现对接，双方对此有着较深厚的

合作基础。

当询问 “中国政府和贵国政府的政策沟通进展顺

利并取得良好成效”以及 “中国政府和欧盟机构的政

策沟通进展顺利并取得良好成效”时，持否定意见的

人数占据更高的比例，尤其是在与欧盟沟通方面，表

示同意的只有１１人，而不同意的高达５３人，且表示

并不关心的有３９人，中欧在政策沟通方面的效果仍有

待加强。

通过现有的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能够得

到有效的执行，对于这个问题，欧洲精英更倾向于持

负面态度，有４６人表示不同意，而仅有２８人表示同

意，首选项则为 ０。总体来看，欧洲精英认为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落地应该进一步加强。

当询问政府、民众和欧盟机构对 “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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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态度时，表现的情况也完全不同。

欧洲国家政府对 “一带一路”倡议某种程度上是

持积极支持态度的，表示同意的有 ５９人，而不同意

的只有 １１人。而欧洲国家民众对 “一带一路”倡议

的态度，最多的人选择漠不关心 （５３人），有 ２８人

表示同意，但也有 ２２人表示不同意。而当谈到欧盟

机构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时，表示同意的只有

１５人，首选项为 ０，表示不同意的高达 ５７人，另有

３１人选择漠不关心。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政府对

“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积极态度，但民众居多是并

不关注，而欧盟机构则对 “一带一路”倡议总体持负

面态度。

当询问不同阶层人群对 “一带一路”倡议了解程

度时，回答也是耐人寻味。当询问 “贵国政府对中国

政治、经济和学术圈的了解比较充分”这一问题时，

绝大多人做了否定回答，为７８人，而表示同意的仅有

１５人，当询问 “贵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充分”

时，则有更多的人 （８７人）表示不同意，仅有 １０人

表示同意。从精英的反馈看，政府对中国的 “一带一

路”倡议较为不了解，而民众则表现更为不佳。

当询问 “‘一带一路’融资机制很好地满足了双

边需要，促进了中欧合作”时，有５９人表示不同意，

而仅有１３人表示同意，这表明，“一带一路”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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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机制仍需要进一步优化，才能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更好地在欧洲落地。

当询问 “１６＋１合作”与中欧合作的关系时，欧

洲精英略偏积极态度。“１６＋１合作”对中欧合作有积

极的影响，针对这一表示，有３８人表示支持，３２人表

示不同意。当询问 “１６＋１合作”让中欧合作有了更

大的协调空间时，３７人表示同意，３６人表示不同意。

目前看，持正反观点的人基本持平，但观点略偏积极，

这表明欧洲精英对 “１６＋１合作”同中欧合作关系的

认知仍处于一种矛盾当中，一方面认为 “１６＋１合作”

可能会为中欧合作带来机会和协调空间，另一方面仍

对 “１６＋１合作”动机持怀疑态度。

最后一个问题是考察欧洲 “连接欧亚战略”同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问题，当询问 “最近欧盟发

布的 ‘连接欧亚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大的

对接潜力”时，有５９人表示支持，仅有１２人表示不

同意。询问 “欧盟的 ‘连接欧亚战略’可以在标准制

定上对 ‘一带一路’建设有所帮助”时，７７人表示赞

同，仅有５人表示反对。而在询问欧盟 “连接欧亚战

略”表明欧盟把 “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挑战时，

多数人表示赞同，为５５人，２０人表示不同意。总体来

看，精英在建议推动欧亚互联互通新战略同 “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上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但也存在欧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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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新战略出台的背景是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对

欧洲利益造成威胁的观点。

３“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欧洲精英对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成就和进

展无疑有着复杂的看法，同时，也对成就和进展背后

所面临的风险有着一定的看法。本次问卷调查，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也纳入

进来。那么欧洲精英们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中欧双方在市场准

入上缺乏互惠、中欧双方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同成为欧

洲精英的首要选择。总体选项虽有所差异，但大体相

同。总结起来，中欧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风

险主要集中在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

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

上缺乏互惠。

具体调研结果见表２－１０。

　表２－１０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哪些挑战 （单位：人）

主　题 最重要选项 总计选项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能否达到欧盟的标准 ２ ２８

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２５ ５６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 １９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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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主　题 最重要选项 总计选项

中欧双方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同 １２ ３９

中欧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 ４ ２６

规则的互认和法律的互让程度不够 ２ ３８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蓝图方面中欧双

方缺乏沟通
３ ３４

人力资本匮乏 ２ ８

决策者之间缺乏了解 １ ２０

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上缺乏互惠 １８ ６１

“一带一路”在欧洲缺乏成功的旗舰项目 １ １１

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同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

议之间缺乏利益对接
１ １５

中欧双方缺乏信任，欧盟一直对 “１６＋１合
作”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中国 “分而治之”欧盟

４ ３４

缺乏双赢的成果 ０ ９

欧洲国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 ５ ２７

当询问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哪些挑战”

时，首选项排序依次是：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

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

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上缺乏互惠，中欧双方的地缘政

治利益不同。总体选项有所差异，第一位的是中国基

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第二位是中欧双方在市场

准入上缺乏互惠，第三位是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

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但前三位的问题基本没有变化。

总结起来，中欧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风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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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国

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上

缺乏互惠。

那么如何来应对和解决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

洲面临的风险呢？对此，调研团队设置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同欧盟如何合作，一个是同具体国家如何

合作。

４如何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如何解决上述面临的风险呢？欧洲精英给出了答

案，这些答案有些包含在问卷的选项中，有些放在留

言中，请读者根据需要参看调研报告最后的 “政策建

议”部分。

问卷分两部分询问欧洲精英：一部分是就具体国

家开展调研，一部分是就欧盟机构开展调研。在中欧

关系层面，欧洲精英希望中欧能够共同携手解决各自

的关切问题，欧方希望中国能够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

程度、双方的倡议应充分对接以及鼓励投资的本土化

和中欧公司更好合作等。在国别层面，提升互惠和市

场开放程度均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国别的要求还

体现在增加绿地投资、企业直接合作和双方在标准上

的进一步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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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１１ 应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一带一路”在欧洲面临的问题

（同欧盟合作） （单位：人）

主题 最重要选项 总计选项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实施相

对接
１４ ３７

实行免签证政策 ０ １２

鼓励投资本土化和更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
同方

１１ ５６

中国和欧洲企业要加强直接合作 ９ ４０

建立新的 “一带一路”对话机制来增强与欧盟机

构的协调
１０ ３７

在制定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标准上引入欧盟机

构制定的标准
９ ４９

中国应针对欧洲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 ３０ ７６

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上中欧加强合作 ２ ２０

提升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透明度 ９ ６７

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地投资 １ ２３

增加民众间的相互交往 ３ ２８

寻求联合资助在欧盟内的项目 ２ ２２

中欧之间寻求共同经营在中亚和非洲的 “一带一

路”倡议项目
１ ２

在探讨应采取何种措施应对上述风险时，欧洲精

英也给出相对集中的答案。首选项分别为中国应针对

欧洲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 “一带一路”倡议和

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实施相对接、鼓励投资本土化和

更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同方、建立新的 “一带一

路”对话机制来增强与欧盟机构的协调。而在总体选

项中，分别是中国应针对欧洲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

度、提升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透明度、鼓励投资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５９　　　

本土化和更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同方以及在制定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标准上引入欧盟机构制定的标

准。总体而言，欧洲精英希望中欧能够共同携手解决

各自的关切问题，欧方希望中国能够提升互惠和市场

开放程度、双方的倡议应充分对接以及鼓励投资的本

土化和中欧公司更好合作等。

　表２－１２ 应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一带一路”在欧洲面临的问题

（同贵国合作） （单位：人）

主题 最重要选项 总计选项

实行免签证政策 ０ １３

鼓励投资本土化和更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同方 １１ ４９

中国和来自贵国企业加强直接合作 １２ ６４

建立新的 “一带一路”对话机制来增强与贵国机构

的协调
８ ３７

在制定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标准上引入贵国机构

制定的标准
１２ ４０

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上加强合作 １ ２３

中国应针对贵国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 ２３ ７３

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地投资 １４ ４３

增加民众间的相互交往 ２ ４３

提升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透明度 １０ ４９

中欧之间寻求共同经营在中亚和非洲的 “一带一

路”倡议项目
０ １３

寻求联合资助在贵国内的项目 ７ ３７

首选项是中国应针对贵国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

度、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地投资、中国和来

自贵国企业加强直接合作、在制定 “一带一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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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标准上引入贵国机构制定的标准。总体选项为

“中国应针对贵国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中国和

来自贵国企业加强直接合作” “鼓励投资本土化和更

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同方”“提升 ‘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的透明度”。

总体而言，询问的具体国家的立场与同欧盟的立

场基本相同，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均是要首要解

决的问题。具体国别的要求还体现在增加绿地投资、

企业直接合作和双方的标准上的进一步合作。

５中欧民心相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民心相通问题一直是 “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关切

的一个问题，也被视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基础。欧洲精英总体认为，人文相通项目应该通过更

具深度和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现有的中欧人文相

通的方式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双方的认知赤字，此外

对于人文相通还应有一定的耐心并且是要妥善处理双

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表２－１３ 民心相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单位：人）

主　题 最重要选项 总计选项

意识形态差异 ２０ ４３

交流和互通的项目缺乏 １６ ５４

双方缺乏合作的意愿 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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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主　题 最重要选项 总计选项

人文相通需要更多的时间，短期内不会取得效果 ２６ ８３

人文相通项目应该通过更具深度和更有意义的方

式来实现
３５ ８５

民心相通在推进中欧互联互通上一直发挥着积极和

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做好民心相通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挑

战。调研团队针对这种挑战设置了一个问卷选项，欧洲

精英的回应基本情况为，首选项为人文相通项目应该通

过更具深度和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人文相通需要更

多的时间短期内不会取得效果、意识形态差异。总计选

项为人文相通项目应该通过更具深度和更有意义的方式

来实现、人文相通需要更多的时间短期内不会取得效

果、交流和互通的项目缺乏。总体来看，精英的看法比

较集中，人文相通项目应该通过更具深度和更有意义的

方式来实现，现有的中欧人文相通的方式方法并不能完

全解决双方的认知赤字，此外人文相通还应有一定的耐

心，并且要妥善处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四　“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

中欧关系的建议

问卷的最后，还设置了一个开放性选项，就是欧

洲精英对如何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中欧关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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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自的建议。调研团队在此择出有代表性的建议列

举如下：

（１）一些欧盟国家对政治差异 （与意识形态差异

不完全相同）缺乏关注，并不将其视为优先事项，因

此没有足够的预算、人力资本，以及用于加强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举措。中欧制度存在差异，中国的制度更

具统筹性和效率性，作为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人心相

通的方式方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

而会失去交流的意义。

（２）中欧在 “一带一路”倡议上主要需要克服下

列问题：欧盟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缺乏信

任；对双赢和的市场开放失去耐心；全球地缘政治不

确定性。

（３）总而言之，应该真正侧重于明确描述目标和

实现目标的方式，而不是仅仅考虑可能带来的有益后

果；此外，对话应包括充分遵守国际规则和条例，以

及相关规则和条例的解决办法。对话应该旨在确保公

平的竞争环境，这对于实施真正的双赢合作项目至关

重要。

（４）政府或商会制定的任何公报或战略文件都需

要从发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问题开始，并提出有证据

支持的可采取行动的政策建议，提交给商务部。

（５）由于欧洲和中国的商业环境及商业文化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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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同，建议设立商业交流中心，在那里，来自欧盟

和中国的公司可以了解更多关于他们国家的商业政策、

行为等的信息。这个中心是双方都需要的。

（６）中国是欧盟的战略伙伴，但欧盟最重要的战

略伙伴是美国 （不仅在政治价值或投资额方面）。中

国应该与它的合作伙伴将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解决

全球问题 （发展、环境、移民、恐怖主义等）的工具。

（７）应该邀请欧盟成为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倡

议的关键伙伴，这不是中国的战略，而是全球问题的

解决方案。请允许我问三个问题：如果中国将欧盟作

为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战略伙伴，欧盟会如

何反应？其他行为体会如何反应？对于欧盟来说，中

国会比美国更可靠吗？这些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

间，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可以共同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世

界。此外，应该考虑到，有效的联合项目比一般的合

作框架更有说服力。是否已经对 “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最佳实践进行了相关研究？

（８）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

中国应该做出更加具体和详细的阐述。欧洲方面并不

了解中国倡议的意图和内容。

（９）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欧盟成员国，迄今为止，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有限，而不是过多地关注

受青睐的合作伙伴。中国应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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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更多的工作。欧盟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１０）中国需要提交一份可信的政府公共采购协

议，使公共采购更加公开。与欧洲企业做试点项目，

对外国业者开放公共采购市场。

（１１）中国在 “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交流上应该

更加具体，并且集中力量在具体项目上。中国对不同

部门的监管应该更加透明，应该考虑到外国合作伙伴

的利益。

（１２）毫无疑问，人文交流和学术交流都应该发

展。它们始终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建立新的学术交

流形式有利于长期合作发展。

（１３）加强全球创新政策／交流，以更好地发展双

方 （欧盟／中国）的创业、投资和协同效应。

（１４）欧洲方面需要做好下列事情：①将增进对中

国的了解和与中国的人文交流纳入政策议程 （目前对

太多欧盟国家而言，这已经超出了国内政策议程）；

②加强欧盟国家与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和关键技术或

资产投资谈判中的协调；③努力制定一项有效、可行

和共享的 “中国政策”。

（１５）中方应做好如下事情：①增加贸易互惠；

②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准、数据、法规、原

理、沟通、目标等的透明度；③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

而不是单个国家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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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中欧之间需要更多的公开对话。中国应该提

供更多关于其项目的细节和透明度，同时与欧洲国家／

公司合作制定目标和标准。欧洲国家应该寻找机会，

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与中国合作，同时促进自

己的利益。

（１７）市场和投资准入更加互惠，中国经济进一步

自由化；更加透明，更多对话，更多的政治和机构层

面的交流，随后是人与人的交流；提供关于中国企业

面临挑战和机遇的数据资料。

（１８）设立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退出机制，并

研究加强欧洲—中国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例如市场准

入），然后围绕这些优先事项在欧洲制定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方案 （换句话说，制定一个 “欧洲的 ‘一带

一路’倡议”，既满足欧洲的关注，又促进中国的利

益）。我意识到这很有挑战性。

（１９）加强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工作 （和可见

性）；加强人文对话 （尤其是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

加强城市和省份之间的合作。

（２０）学生交流一直是加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因

素，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遵循了这种模式。

（２１）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强中国与欧盟机构之间的

高层对话，以解决在欧洲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争论。

（２２）“一带一路”倡议为欧洲描述了一个政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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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 “一带一路”倡

议应该为欧洲国家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不仅仅是在媒

体上，同时应该有更多的专家向欧洲人民解释该倡议

的具体内容。

（２３）中国可以采取建立信任措施：采用有效的运

营标准；更清楚地了解项目范围、意图和目的；改善

对债务管理的开放程度和受援国的还款额度；“一带一

路”倡议项目的采购竞争更符合国际规范。

（２４）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合项目，并进行大力宣

传。我们联合培养更多的人才，因为我们依然要保证

智库的长远发展。教育与技术为人才创造联合空间，

利用实验室将学术精英联系起来，创造共赢。

（２５）我们需要更加密切地关注绿色能源发展和气

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潜在

的协同作用。



第三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
总体风险评估

近两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的风险较

多，风险发生的频度和等次也有加重的趋势。为了系

统评估这些风险可能会对 “一带一路”倡议所造成的

影响，切实提升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风

险的能力和水平，笔者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可能面临的

多项风险，经过筛选和整合，并依据影响权重，依次

按照经贸合作、大项目进展、欧洲内部发展环境、欧

洲外部发展环境、中欧双方彼此观念认知做出了系统

分析，从而对各种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做出如下评

估结论：

一　中欧经贸摩擦成为首要风险

自１９７５年中国和欧共体确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

的经贸关系发展顺利，其间未受到重大干扰。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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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１７年为分水岭，中欧现有的经贸摩擦开始加剧，

欧盟开始极力强调对等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和公平 （ｆａｉｒ）贸

易，指责中国在过去几年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改革进程缓慢。欧盟多方面指责中国，对中欧

关系未来发展将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也对 “一带一

路”在欧洲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１以 “市场扭曲”为名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自２０１７年以来，以是否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

位为契机，欧盟加大对华贸易压力。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０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达到贸易防御之目的而存在显

著经济扭曲状况的调查》报告在欧盟委员会正式发

布。① 报告否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否

定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打上了意识形态烙印，从而将中欧经贸合作意

识形态化。

２０１７年在ＷＴＯ贸易协定规定中国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自

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时，欧盟百般推脱、寻找

借口，最终欧盟机构以中国经济体制为着眼点，否定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①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ｆ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ｏｃｌｉｂ／ｄｏｃｓ／２０１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ｔｒａｄｏｃ＿
１５６４７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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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上旬，欧盟委员会已正式启动

修改立法程序，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提交一项

新的针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立法的提案，

其核心内容是放弃原有立法中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

概念，代之以 “市场扭曲”① 的概念。经欧洲议会和

欧洲理事会同意后生效。在欧盟发布的上述报告中，

主要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的 “市场扭曲”状况：

第一层面主要分析中国的 “宏观交叉扭曲状况”，

报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

计划经济、国有企业、金融体系、中国的公共采购市

场和对中外企业的投资限制等内容或方面存在明显的

市场扭曲状况。

第二层面主要分析中国 “生产要素领域的扭曲状

况”，包括分析中国在土地、能源、资本、原材料及

①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启动修改立法程序，向欧洲议会
及理事会提交修订反倾销法规的提案，提出在进行贸易救济调查时，不

再使用 “非市场经济”和 “市场经济”这样的名单分类，而是采取 “国

别中立”，侧重于调查某国国内价格或者成本中出现 “市场扭曲”的情

况。报告提出了 “显著经济扭曲”的定义：“显著扭曲是指发生在申报

价格或成本时的扭曲，由于政府持续干预和非市场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原

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扭曲。”价格扭曲包含六个方面内容，分别是：１出
口国当局通过企业所有制、对企业实行政策监管或者指导等方式使得企

业很大程度上以非市场的方式运行；２国家力量在企业存在，并对企业
产品价格和成本进行干预；３公共政策区分对待国内市场的供给方或用
其他方式影响自由市场的力量；４没有乃至有差别地执行或未充分履行
破产法、公司法或物权法；５工资成本被扭曲；６企业可以从执行出口
国当局的公共政策或者缺乏独立的机构获得金融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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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输入性材料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存在的市场扭曲状

况。

第三层面主要分析中国 “特定生产部门的扭曲

状况”，报告分析了钢铁生产领域、铝业生产领

域、化学工业生产领域和陶瓷生产领域的市场扭曲

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达到贸易防御之目的而存在

显著经济扭曲状况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有

着无可比拟的影响，还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层面和微

观经济层面有着强大的主导作用。中国的国家经济

不再以市场规律为基础来运行，而是受到国家力量

的重要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欧盟坚持：

（１）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２）由于中国的经济行为具有浓厚的国家意志，

应当加强对中国对欧盟各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国

国有企业在欧盟各成员国的投资和并购行为加强审查；

（３）提高中国特定生产领域的产品 （钢铁、铝

业、光伏等）进入欧盟的壁垒，保留对中国产品反倾

销调查的权力。

上述事实表明，欧盟在 ＷＴＯ框架下自立新规，自

设框架，为未来中欧经贸合作设纲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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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欧盟坚持中国 “市场扭曲”会延续中欧经贸

摩擦

欧盟的报告传达的信息是欧盟不会承认中国的完

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本应自动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以修改反倾销调查方法来应对

关于未履行 ＷＴＯ承诺的指责和诉讼，延续不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政策。

欧盟坚持认为，所有 ＷＴＯ成员都应适用于同一方

法，不再区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调查倾销幅度

是基于出口价格与出口国的国内价格或成本之间的比

较，鉴于国家干预使出口国的国内价格或者成本扭曲，

将以第三国的价格来计算国内价值。选择的第三国将

与出口国经济水平发展相似，除了人均国民总收入和

相关经济指标外，社会和环境保护水平也将被考虑

在内。

欧盟上述举动预示着中欧经贸关系未来的贸易

纠纷和摩擦会持续并会加剧。国企 “走出去”尤其

是对欧盟的投资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审查和限制。欧

盟放弃 “市场经济地位”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概

念转而使用 “经济扭曲”的概念，就是为了保留对

华贸易的反倾销的法律基础。欧盟如果认定中国存

在市场 “严重扭曲”，仍然可以使用第三国的价格

来判定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欧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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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过去没有实质变化，只是将适用的条件从过去

的 “非市场经济国家”变成了 “严重扭曲市场”。

因为造成中欧经贸摩擦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中

欧经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持续存在，恶化双边经

贸合作的氛围，削弱了双方在经贸合作上的政治互信，

“双反”和投资安全审查的大棒可能随时被欧盟祭出

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一带一路”在欧洲的贸易畅

通面临较大的风险。

二　保护主义抬头是 “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面临的第二大风险

２０１８年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年，至

此欧债危机已经１０年。这１０年欧洲形势发生了深刻

变化。欧洲持续动荡，尤其是陷于债务危机、乌克兰

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英国 “退欧”五大危机

之中。危机连续不断地冲击欧洲，令其元气大伤。在

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

体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欧洲陷入发展的瓶颈。危机不

断叠加所造成的发展模式危机，令欧洲蔓延着较浓的

悲观情绪。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欧洲的保护主义

走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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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社会政治思潮民粹化催生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曾在欧美国家长

期存在，但由于中左和中右翼政党轮流执政并能够

代表民意，民粹主义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自

欧债危机以来，欧盟持续受到各种危机冲击，导致

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个国家崛起，通过议会选举

进入政府，挑战传统左／右政党的执政路线。疑欧或

反欧盟①、反建制、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其主要

政策取向。民粹主义政党近几年在欧洲具体情况见

表３－１。

　表３－１ 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政党②

政党谱系 政党 政治影响力

激进左翼民

粹主义政党

意大利 “五星运动党”③ 执政党，得票率３１％ （２０１８年）

西班牙 “我们能” 反对党，得票率２１２％ （２０１６年）

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 执政党，得票率３５５％ （２０１５年）

①

②

③

欧洲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只是 “疑欧”，但并不意味着反欧盟，只

是对欧盟持怀疑主义立场，或是批评欧元区，或是反对欧盟的紧缩

政策。　
目前，国际学界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划分是有争议的，而且并没

有得到当事国政府的完全认同。笔者搜集整理上述内容，只是根据媒体

惯用的立场和说法，并不必然表示作者同意其观点。

意大利 “五星运动党”的定位比较复杂，其主张既有极右的内

容，又有极左的内容，但在欧洲议会内部该党所属党团是极右翼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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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政党谱系 政党 政治影响力

保守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

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执政党，得票率４９２７％ （２０１８年）

捷克ＡＮＯ２０１１ 执政党，得票率２９６４％ （２０１８年）①

德国另类选择党 反对党，得票率１２６％ （２０１７年）

奥地利自由党 执政党，得票率２７４％ （２０１７年）

荷兰自由党 反对党，得票率１３１％ （２０１７年）

法国国民阵线 反对党 （２０１７年）

英国独立党 反对党 （２０１７年）

芬兰人党 执政党，得票率１７６５％ （２０１５年）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 执政党，得票率３７６％ （２０１５年）

葡萄牙人民党
执政党 （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得票

率３６８６％ （２０１５年）

瑞士人民党 执政党，得票率２９４％ （２０１５年）

丹麦人民党 反对党，得票率２１１％ （２０１５年）

瑞典民主党 反对党，得票率１２９％ （２０１４年）

　　数据来源：笔者搜集相关信息整理。

在欧洲陷入危机时，欧洲精英的表现也让民众感

到失望。民主政治在多个国家被异化为精英政治，而

精英在作出决定时往往把普通民众抛在一边，民主体

制对大众的诉求选择性地遗忘。在这种背景下，问题

党、民意党、话题党迅速崛起。民粹主义政党迎合了

民众的诉求，在宣传中表示关心普通民众，承诺以改

善民众生活质量为主要出发点，是 “真正”代表人民

① 捷克的 ＡＮＯ２０１１组阁经历波折，在 ２０１７年年底选举获胜后尝
试组阁，但没有成功；２０１８年６月又再次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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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政党。

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直相伴相生，两者互相借

重。① 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导致欧洲整体上保护主

义情绪浓厚，更强调对本国利益的保护。无论是左翼

还是右翼的欧洲民粹政党，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看法

总体都倾向于负面，都呼吁政府在国际合作中更加重

视保护本国 “人民”的利益，都程度不等地具有贸易

保护主义色彩。

与民粹主义相关联的就是欧洲的政治极化问题。

政治极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指政治团体和个人

针对某种意识形态问题或具体政策领域的政治立场

和政治偏好趋于政治光谱的两极，并且两极的政治

态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较大、对立严重，难以协调和

融合。②

欧洲政坛以往由左翼、右翼或具有中间色彩的政

党执政，政治钟摆通过左、右和中间的调整与修正确

保了政局和意识形态走向大体稳定。但近几年来，从

数据看，欧洲主流政党承担的政坛稳定器的角色遭遇

①

②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Ｅ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ｓｐｅｎ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ｃｅ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Ｐａｕｌ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ＪｏｈｎＥｖａｎｓａｎｄＢｅｔｈａｎｙＢｒｙｓｏｎ，“Ｈａｖ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０２，Ｉｓｓｕｅ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６；ＡｌａｎＩ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ａｎｄＫｙｌｅＬ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Ｉｓ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ｙｔｈ？”，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０，Ｎｏ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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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欧洲政治的 “极”化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尤

其是极右翼势力在政治光谱中表现突出，与欧洲所谓

传统的主流政治或建制主义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调

和。① 据统计，在欧盟，近３０个极右翼政党已对其所

在的１８个国家的政党格局产生影响，甚至在欧洲议会

组成了欧洲极右翼政党联盟，对欧盟亦产生一定的冲

击。精英之间在涉及国家发展战略上凝聚力下降，保

守和极右力量借势上位，保护主义思维持续影响政坛

生态。反移民、反多元、反一体化的极右翼势力与要

求社会公平的极左翼在政治主张上差别很大，极右翼

政党的市场更加广泛，其保护主义立场成为执政新

名片。

极右翼立场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会有不

同的表现，但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和

种族主义是极右翼最为强调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是极右翼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因，商品、资本、

服务和人员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给西欧国家福利分配

制度带来巨大压力，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

断瓦解和重塑欧洲的劳动者阶层，给大量欧洲劳动者

带来就业竞争压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

或损害的西欧劳动者倾向于用国籍、民族、种族、福

利等作为排他性的标准，限制外来力量的进入，加强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ｒｌｇｏｖ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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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利益保护避免自身陷入灾难性漩涡。① 多数时候，

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比较实用，其一方

面坚持保守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主张大

政府、福利国家、保护主义等经济政策。②

２欧洲对 “一带一路”建设实行保护主义的具体

表现

（１）加强中国投资安全审查，强化市场保护

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开始

井喷式增长，从２００９年的约２０亿欧元增长到２０１５年

约２００亿欧元，２０１６年达到３５０亿欧元，比２０１５年增

长幅度高达 ７７％，比 ２０１０年增长幅度更是高达

１５００％。③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中国在欧

①

②

③

［美］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１８７０年以来的工人运
动与全球化》，张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页。

史志钦、刘力达：《民族主义、政治危机与选民分野———２０１４年
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ｕｃｈｔｅｌ，“Ｔｒｕｍｐ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ｅｔＧｉｖ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ＦＲ，１６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ｗｗｗｅｃｆｒｅｕ／ａｒ
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ｒｕｍｐ＿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ｅｔ＿ｇｉｖ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７２４６；ＴｈｉｌｏＨａｎｅｍａｎｎａｎｄＭｉｋｋｏＨｕｏｔａｒｉ，“Ｒｅｃｏｒｄ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２０１６”，Ｒｈｏｄｉｕｍ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ｅｒ
ｃａｔ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ｒｈｇ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１／ＲＨＧ＿Ｍｅｒｉｃｓ＿ＣＯＦＤＩ＿ＥＵ＿２０１６ｐｄｆ；ＧｉｓｅｌａＧｒｉｅｇ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ｄｅｂａｔｅ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ＵＦＤＩ
Ｆｌｏ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ＢＲＩＥ／２０１７／６０３９４１／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１７）
６０３９４１＿Ｅ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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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重大基建、能源、产能等项目的投资大都被冠以

“一带一路”项目，无形之中在欧洲舆论场中强化了

“一带一路”的战略性。欧盟也日益担心 “一带一路”

建设通过投资强化中国在欧洲关键产业的存在，为中

国在欧洲发挥影响力打下基础。欧洲大国，特别是德

国对于关键技术流失、数据保护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对

其高科技企业并购的警惕性逐渐攀升，并且以国家战

略和公共安全为由，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

２０１７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呼吁在欧洲范围

内 （或欧盟层面）建立对外国收购加大审查力度的机

制。德国于２０１７年７月通过 《对外经济条例》第九次

修正案，用于限制欧盟以外国家的并购行为。根据这

项新法规，当欧盟以外的国家并购德国的一些掌握关

键技术以及与安全相关技术的企业超过 ２５％的股份

时，德国政府可以以 “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为由加强

审查，甚至阻止收购，评估时间也从原有的两个月延

长到四个月。① 英国也通过修改法律，将针对外国直接

投资审查的范围扩展至小规模的海外并购，特别是在

军民两用系统、先进技术部门以及军事领域。法国等

也在陆续宣布加强投资审查，加强对本国高科技市场

① “Ｎｅｗ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７／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ｅｗ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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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

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尚无相互协调的外资审查机制，

各成员国的外资审查的适用范围不一。鉴此，欧盟委

员会主席容克２０１７年９月提议，成员国应积极加强协

调，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外国投资委

员会 （ＣＦＩＵＳ）的机制，预防当非欧盟国家国有企业

对欧盟关键技术、敏感信息以及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资

源进行并购时，不仅对欧盟技术领先的国际地位不利，

也会危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安全和公共秩序。① 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欧洲议会批准了这项法律，允许为欧洲境内

未来的外国投资创建一套预警机制，但各成员国将保

留最终审批决定权。

（２）加强对中国贷款的基建项目的审查力度

基础设施建设是 “一带一路”在欧洲增长最快的

领域之一，在中国各种金融工具的支持下，中国在中

欧和巴尔干的基建项目快速增长，这种快速的增长引

发了欧盟的警觉和不安，并加大了对基建项目的审查

力度，用欧盟规则进行限制，最突出的案例是：①中

欧在西巴尔干互联互通上的合作；②欧盟对匈塞铁路

建设的审查。

①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７—ＴｒａｄｅＰａｃｋａｇ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７－３１８３＿
ｅｎ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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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初期欧盟对中国在西巴尔干的基建表现出警

惕的态度，但随着合作的展开，欧盟主动寻求与中方

商谈，在西巴尔干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既

使双方合作互相借力，也希望中方的基建方案能在欧

盟基建框架下执行。然而，随着中国贷款的多个基建

项目在西巴尔干纷纷落地，欧盟疑心又起，积极出台

“柏林进程”①、欧盟新巴尔干扩大战略②，在基建领域

防卫中国的影响力。目前，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推进西

巴尔干互联互通计划，力图加强欧盟在本地区基建市

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此同时，欧盟也同期加强了

对匈塞铁路的审查力度，确保该项目按照欧盟的规则

和标准执行 （具体情况见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

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７）》）。这些变化表明，互联互

通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欧盟视为维护利益

存在的重要方面，也开始加大保护力度，并且对中国

的贷款行为和方式加强审查。

２０１７年年底，欧洲舆论炒作 “一带一路”建设实

际上正在打造 “债权帝国主义”，批评中国投资对发

①

②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ａｌｋａｎｓＢｅｒｌ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ｅｗＩｍｐｕｌｓｅ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Ｕ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ａｌｋａｎｓ”，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６２２０１８，ＣＯＭ（２０１８）
６５ｆｉｎ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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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造成伤害。① 中国贷款给欧洲国家

从事基建，接受贷款的国家不得不提供主权担保，导

致该国债务水平上升，会触发欧盟债务水平不能超过

６０％的警戒线。而且在其看来，由于中国根据其长期

战略价值选择贷款的项目，因此有时这些项目可能产

生的短期回报不足以偿还其债务，这给中国增加了谈

判的砝码并可以用它们来迫使借款政府将债务换成股

本，从而扩大中国在该国的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

陷入 “债务陷阱”。

三　欧洲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是 “一带

一路”倡议面临的第三大风险

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

一大外资来源地，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欧盟的发

展和强大对中国是有利的，也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

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同欧盟的紧密合作关系，不仅有

利于发展中国外向型经济，而且对于创造和平稳定的

发展环境、对于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是很有帮助

的。但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

① ＪｏｈｎＨｕｒｌｅｙ，ＳｃｏｔｔＭｏｒｒｉｓ，ＧａｉｌｙｎＰｏｒｔｅｌａｎ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ｂ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ｒｏｍａＰｏｌｉｃ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ＧＤ
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１２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ｇｄｅｖ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
ｎｉｎｇｄｅｂ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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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欧盟的未来发展陷入持续性的风险当中，不确定

性日益增强。

１欧洲一体化面临诸多问题困扰

首先，法德引擎作用减弱，一体化动力不足。

欧洲一体化之初立足于解决安全问题和战争问题，

同时也为了寻求欧洲大陆国家的共同经济利益，因此

法德的能源合作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引擎，两国对安全

的追求更令双核合作增色。建设欧洲能源共同体以及

随后的欧洲统一大市场成为欧洲发展的基本路线图。

在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法德又引领欧洲积极推

进人力、资本、货物和商品自由流动，而申根制度和

欧元相继出台，为欧洲一体化发展持续增添动力。步

入２０１８年，无论从提供安全保障还是从建设更有凝聚

力的欧洲，法德两国引擎动力不足，导致欧洲一体化

前行动力不足。

法国的经济影响力在当前还无法与德国相提并论，

安全上因英国 “退欧”也难以独立支撑欧盟军事大厦

的建设。德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在欧盟 “一枝独

秀”，但在推动欧洲一体化上因内部政治波动，心有余

而力不足。

其次，精英作用式微，民粹泛滥，形成一体化共

识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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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六十年，欧洲一体化基本是精英主导和推

动的。精英在设计和推进欧洲一体化上具有较高权威

性，民众比较信任精英。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欧洲

弥漫着民众对精英的不信任，如前所述，当下欧洲民

粹主义和疑欧主义泛滥。精英政治家做重要决定都要

诉诸公投，导致公投普遍化，公投导致的不确定增大，

比如英国 “退欧”公投等 “黑天鹅”事件出现。上述

事实不仅冲击着欧盟的稳定和团结，也让欧洲一体化

发展逐渐失去一个锐意进取的精英领导层。

再次，欧盟内部危机叠加，“危机推动一体化”理

论失色。

“危机”在推进欧洲一体化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

作用，“危机推动一体化”理论一直在欧洲舆论中很

有市场。欧洲一体化实际上都是通过克服多个危机才

发展起来的，欧洲精英也习惯于把危机拆解成 “危险

与机遇”。然而，时过境迁，今时不同往日，欧洲面临

的多重危机，经济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

怖主义、英国 “退欧”等纷至沓来，互相叠加，令欧

盟难以应付。时下，欧盟不但拿不出一整套解决系列

危机的方案，更无法依靠自身来解决这些危机，需要

外部力量支持才能走出困局。如在乌克兰危机上，需

仰赖美国和俄罗斯的介入解决，难民危机上则需国际

社会推进解决非洲的贫困和中东的动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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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欧盟不断扩大导致内部利益诉求多元化，

难以平衡。

自２００４年经历 “爆炸式”扩大后，欧盟成员国越

来越多，逐渐形成了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分野。老欧洲

和新欧洲的发展阶段不同，诉求多样，让决策更加困

难。德国积极推进欧盟解决难民危机，坚持向各成员

国摊派难民份额，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波兰、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就公开抵制欧盟提出的移民摊

派方案。面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困境，欧盟机构提出

了 “多速欧洲”的发展方案，遭到包括罗马尼亚在内

的中东欧国家强烈反对。成员国的增多也为外部势力

分化操控欧盟提供了机会。美国就多次利用欧盟内部

成员国的多样利益诉求，展开分化攻势，培植自己在

欧盟内部的 “特洛伊木马”。这些都令欧盟决策阻力

重重，举步维艰。欧洲曾一度力推的由政府间主义向

超国家主义方向发展，但成员国的政府间主义情绪明

显抬头，成员国更看重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欧盟，欧盟

联合以自强的氛围减弱。

２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难以预料，风险多发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多速欧洲”可能是

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欧盟可能会朝着一个更有凝聚力

的方向发展，进而出现所谓的 “核心欧洲”和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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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展 “多速欧洲”必然会在欧盟内部产生矛

盾，加上欧盟自身面临的多重危机叠加，欧洲一体化

的发展前景仍存在下列可能性：

（１）欧盟解体

过去６０年，坚持欧洲一体化和布鲁塞尔主义是一

种 “政治正确”，欧盟解体是政治生活中的禁用词。

但从美国大选到英国 “退欧”，“政治正确”不断被打

破。时下，欧盟解体或欧洲一体化倒退已经是一个不

得不正视并需要研究的问题。近年德国军方起草的一

个内部报告称：欧盟和西方在未来２０年中解体是一个

严肃而又需认真思考的命题。如果欧盟真的解体并由

此产生的系列动荡和制度倒退，将是 “一带一路”倡

议面临的非常大的风险。

（２）多种模式并存

欧洲从来都是各种思想和体制发展的试验田，未

来伴随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不明朗，可能会出现多种

发展模式并存的局面，也即欧盟可能保持 “体面”的

存在，但成员国、候选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会坚持不同

发展模式。

“正式成员国模式”———共享单一市场、欧元和申

根制度；“挪威模式”———不加入欧盟，不与欧盟采取

共同关税政策但与欧盟共享单一市场；“瑞士模

式”———将部分领域保留在欧盟权限之外，如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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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其他领域与欧盟深度融入；“土耳其模

式”———不加入欧盟，与欧盟实行关税同盟政策；“乌

克兰模式”———不加入欧盟但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

建立一种优先型伙伴关系。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欧洲一体化的前景都将蒙上

一层很深的阴影，从而影响到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也

将进一步影响到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施。

四　欧洲的地缘政治变动是 “一带

一路”倡议面临的第四大风险

当前大国纷争和地缘政治危机则是 “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的风险点。日益紧张的欧俄关系、中美贸易

争端等都对 “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风

险，影响到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合作的考量，

也影响到中欧合作和 “一带一路”建设。

首先是欧俄关系。自北约和欧盟东扩后，欧亚大

陆的地缘紧张态势一直持续，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

危机发生后，欧俄矛盾进一步攀升。不少中东欧国家

素有 “去俄”传统，近一两年来，包括波兰、波罗的

海等国家加快 “去俄化”进程，周边邻居乌克兰也大

力推进 “去俄化”进程，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地缘安

全上的紧张态势一直持续，波罗的海国家也纷纷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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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军事力量部署军事基地和导弹防卫基地，与俄罗

斯地缘政治关系空前紧张。紧张的欧俄关系以及由此

带来的相互制裁，严重影响到该区域营商环境，“一带

一路”倡议面临的上述地缘风险如何解决，就是个

问题。

其次是中美贸易争端问题。其对 “一带一路”倡

议的潜在影响也是存在的，因为如果这种争端上升到

金融、数字安全等领域，则欧洲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自

欧盟和北约的相关指令。如果中美之间的争端仅限经

贸层面且呈现逐渐降温的态势，则对 “一带一路”倡

议影响并不直接。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态势下，欧美关系走向及其对

中国的态度变得愈发重要。有欧洲学者就认为，欧洲

面临的复杂地缘图景会为中欧 “一带一路”合作既带

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任何地缘影响都不是绝对的，

尤其是欧美合作对中国施压就是如此。美国的贸易保

护行为以及发起贸易战对欧洲造成了一定压力，欧洲

未必全盘跟进美国，因为欧洲也是贸易战受损方之

一，欧盟会寻找包括中国在内新的合作伙伴。即使是

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欧盟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另外，美欧在 ＷＴＯ机制改革意见上有所差异。斯洛

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经济大学教授布茨科娃就表示，美

欧双方均认为目前 ＷＴＯ内的协商机制效率不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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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提案常被否决，多边主义协商机制陷入危机，为此

ＷＴＯ机制规则改革箭在弦上。目前欧盟讨论的意见

认为：①ＷＴＯ机制需要突出市场经济的规则，减少

政府补贴的同时，也要明确哪些领域可以享受何种形

式的政府资金支持或者国有企业介入；②限制强制性

技术转让，并制定技术转让的相关法规；③制定数字

贸易的新政策与法律规则。在类似国际贸易体系改革

上，美欧在向中国施压上貌似有很多共同之处，发出

了很多共同的声音，但同样也存在矛盾，为中欧合作

留下了空间。中欧双方在 ＷＴＯ机制改革问题上可进

一步展开探讨与合作。①

五　舆论环境持续不佳是 “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的第五大风险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在中东

欧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逐渐铺开，国际舆论开

始发出越来越多的负面声音，比如 “分而治之”欧

盟，投资黑山高速公路形成了 “债务陷阱”，以及中

国发挥 “锐实力”对欧洲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造成

挑战等。

① 据笔者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在马其顿高级别智库研讨会上 Ｋａｔａｒｉ
ｎａＢｒｏｃｋｏｖａ发言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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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论调有西方操纵的痕迹的话，那么 “一

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的民众舆论基础相对

较弱，也对该框架下的民心相通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如波黑大特尔诺沃大学彭特科夫斯基教授所领导的团

队对该校大学生对 “１６＋１合作”和 “一带一路”倡

议看法的调查表明，学生对这两项倡议的认知度较低：

近７０％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 “１６＋１合作”和

“一带一路”等概念，而在询问两个倡议的具体含义

时，更是高达 ９０％的学生表示不知道。① 塞尔维亚学

者梅蒂奇对西方媒体的长期跟踪统计表明，信息缺乏

和不对称是造成舆论可以杜撰信息、歪曲和曲解中国

合作倡议的重要根源。② 总的来看，“１６＋１合作”虽

然是中国和中东欧１７国共同的工程，但其特色和形象

却是由西方大国舆论所塑造。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较为依赖农业和旅游业的黑山的中国直接投资数据与

经验证明，中国投资与地方债务并无太多关联，反而

能够促进当地经济与就业增长，而西方媒体却大肆宣

传认为中国为黑山制造了 “债务陷阱”。③

而在此前，智库机构和舆论也积极配合和鼓噪中

国的集权体制正通过经济力量 （投资欧洲）来扩大在

①

②

③

据笔者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在马其顿高级别智库研讨会上笔录。
据笔者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在马其顿高级别智库研讨会上笔录。
据笔者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在马其顿高级别智库研讨会上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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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政治影响力，输出中国模式。２０１７年美国民主

基金会支持包括东欧在内的学者，炮制中国 “锐实

力”概念①，批判集权体制动用经济力量在欧洲扩散

发展模式，按照他们的界定，所谓 “锐实力”是 “威

权势力”采用 “收买、审查、操纵、胁迫”等 “非常

规手段”对目标国家或群体施加影响，它不同于 “软

实力”，后者主要使用公共外交、媒体传播、文化交流

等方式赢得对象国的 “民心公意”。随后又有英美等

国媒体炒作中国 “锐实力”，其中以美国和英国媒体

最为积极。② 欧洲几家智库又联手炮制了 《集权的推

进：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的回应》，全面

剖析中国 “集权体制”特点及在欧洲的做法。这一波

意识形态的宣传又将中欧关系置于风口浪尖，中欧之

间的经贸由产品竞争力之争正在上升为发展模式之争，

中国的投资在欧洲面临较差的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的积极推进需

要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好的民意基础通常会产生事半

①

②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ｈａｒｐＰｏｗｅｒ：Ｒｉｓ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ｄｏｒｇ／ｓｈａｒｐｐｏｗｅｒｒｉｓ
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ｒｅｐｏｒ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ＪｅｓｓｉｃａＬｕｄｗｉｇ，“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ＳｈａｒｐＰｏｗ
ｅｒ：Ｈｏｗ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ＤａｖｉｄＰａｒｋｉｎｓ，“Ｗｈａｔｔｏｄｏ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ＳｈａｒｐＰｏｗ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１７３２５２４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ｂｅｓｔｄｅｆｅｎｃｅ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９１　　　

功倍的效果，如果该合作框架面临的舆论生态持续恶

化，则对其未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六　对中国模式认知错误是第六大风险

欧洲也有不少国家并不认同某些西方精英所鼓噪

的中国在向欧洲输出自身的发展模式，但这些国家精

英会有意无意地想到中国模式在欧洲落地的适用性问

题。通常也会考虑 “１６＋１合作”甚至是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国模式发挥影响

的一种工具或政策。

波黑学者安东·多玛泽特就认为，“一带一路”倡

议与 “１６＋１合作”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

一种尝试，那么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利用此机会更好

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能否在平等的基础上为小国也

提供公共产品？因为公共产品的属性一般意义上是要

认同，然后是平等，但很多时候它被认为是中国的单

方面意愿。而目前，中国在 “走出去”过程中，对如

何提供公共产品还缺乏一些经验，如何把 “中国的”

变成 “世界的”，在话语体系塑造和具体方式方法上

仍有不足的地方。

此外，巴尔干国家在处理稳定和发展问题上，与

中国通常有不同的看法。过去 ３０年，中国更看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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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业已存

在的问题。而巴尔干国家植根于不同的历史土壤中，

考虑到自身的制度属性和历史遗产，现阶段更倾向于

稳定。他表示，在稳定和发展关系上，巴尔干国家还

无法复制中国的经验，就是用发展促稳定。

放大这个问题来说，欧洲国家也在误信和传播所

谓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和 “修昔底德陷阱”，更有甚

者认为中国的模式正强行施加中国的偏好和影响。这

些不正确、不客观的认识将加大中国项目落地的风险。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
投资案例风险评估

本章提供六个中国投资欧洲 “一带一路”项目的

深度调研报告，并提出这些项目的成功之处以及已经

面临或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从而为中国企业 “走出

去”提供一定的借鉴。选取的项目主要是那些影响力

强、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并且能够为中国企业 “走出

去”提供良好参考的案例。

一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比雷埃夫斯港 （以下简称比港）是希腊的第一大

港，也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港口之一，这得益于比港

优越的港口条件和地理位置。从自然水文条件来看，

比港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从地理位置看，比港南临地

中海，是连接南欧、西欧、中东欧地区、中东及非洲

的良好中转港；北接巴尔干半岛，能够连接通往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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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地区的铁路，是南欧和中东欧的门户，可以作为中

国、塞尔维亚、匈牙利、马其顿等国共同打造的 “中

欧陆海快线”的南起点，使得远东地区与中东欧的往

来交流更加便捷。可以说比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是中东欧和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比雷埃夫斯港一直是希腊最繁忙的港口。比港作

为上市公司，主要开展六大业务，包括集装箱码头业

务、物流仓储业务、修造船业务、邮轮码头业务、汽

车码头业务、渡轮码头业务。２００８年，比港的年集装

箱吞吐量超过１００万箱，在欧洲名列前茅。在中远接

手比港后，比港的年吞吐量增长迅速，成为世界上发

展最快的港口之一。

１比港收购过程

虽然中远集团直到２０１６年才正式完成对比港的收

购，但是中远对比港的耕耘早已持续多年。早在２００８

年，中远太平洋公司就投资８３１亿欧元取得了比雷埃

夫斯港２号和３号集装箱码头３５年的特许经营权，并

成立了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公司 （简称 ＰＣＴ）。２０１０

年，中远海运全面接管 ＰＣＴ，开始深耕比港，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益。

２０１５年，希腊左翼政府上台后，暂停了比港的私

有化进程，使得中远集团收购比港的计划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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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番沟通、协商和调整，中远海运最终和希腊政

府达成了比港股权的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根据协议，

中远海运以３６８５亿欧元收购比港港务局 （简称 ＰＰＡ）

６７％的股份：中远首先支付 ２８０５亿欧元获得 ＰＰＡ

５１％的股份，在完成３５亿欧元的强制性投资五年后

再以８８００万欧元收购剩余的１６％股权，从而以３６８５

亿欧元的总价格收购 ＰＰＡ６７％的股权。由此，中远收

购比港项目终于尘埃落定。

２比港经营情况

中远接手比港之初，就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便

是港口劳工的安置问题。比港原本属于希腊国有企业，

因此比港劳工也属于国家公务员，而中远接手比港以

后，这些劳工需要重新与中远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对

中远的收购协议不满，工人们发起了多次游行和罢工

活动，给比港的运营带来了很大麻烦。与中国不同的

是，希腊有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完善的工会制度，工

会代表工人与中远集团进行员工合同和薪资谈判，也

增大了中远妥善处置劳工安置问题的难度。

当时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总体经济形势恶化，海

运业发展低迷，给比港的经营带来了很大挑战。而且

比港码头设备老旧、年久失修，货物装卸效率极低，

种种困难交叠，导致比港集装箱吞吐量骤降，产生了



９６　　　 国家智库报告　

巨大的亏损。当中远集团对比港的经营逐渐走上正轨

后，希腊政府换届又导致政府对外资的政策发生变动，

使比港收购项目前途不明，给比港的未来造成了很大

的不确定性。

中远接手比港以来，积极改善港口基础设施条件、

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提高生产作业效率，产生了良

好的效果，比港的经营效益近年来持续增长。中远接

管比港码头初期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仅为 ６８万 ＴＥＵ

（标准箱），２０１７年比港码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４１５

万ＴＥＵ，增幅达欧洲第二，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从

第９３位跃升至第３６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比港码头处于

亏损状态，ＰＣＴ开始经营后使比港码头扭亏为盈，且

ＰＣＴ和 ＰＰＡ两家单位的利润总额从初期的３１２万欧元

迅速增长到２０１７年度的５１８０万欧元。

中远海运不仅自身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也为希腊

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良好的贡献。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６

年，中远海运比港项目为当地直接创造工作岗位２６００

个，间接创造工作岗位８０００多个，直接经济贡献达到

６亿欧元。考虑到中远今后对比港的进一步投资，到

２０２５年比港项目有望给希腊创造 ３１万个就业单位，

拉动希腊 ＧＤＰ增长约０８个百分点。中远还积极承担

企业的社会责任，２０１８年７月雅典东部发生特大山林

火灾，ＰＰＡ和 ＰＣＴ共捐款３万欧元，比港员工也自发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９７　　　

筹集善款，并参加义务献血，获得了希腊社会的尊重。

此外，中远海运集团还依托比港打造了由远东经

海运至比港，再由比港经铁路运至欧洲内陆的海铁联

运路线———中欧陆海快线，目前班列开行频次已达到

平均每周１７班左右，客户数量增加到７３５家，２０１７年

累计完成货量约４万 ＴＥＵ，提供的多元化铁路服务产

品覆盖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奥地利、斯洛伐克、捷克等国，服务人口

达到３２００多万人。

在今后五年内，中远海运集团计划完成特许权协

议规定的对比港的强制性３５亿欧元投资，并再增加５

亿欧元投资用于修缮、扩建比港码头，维修基础设施，

采购最新设备，努力将比港打造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

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巴尔干地区的南

大门。

３比港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作为

“一带一路”的欧洲龙头，中远比港项目在备受关注

的同时，也存在各个方面的风险。中远海运集团对此

积极开展了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有效管控

了一些风险，但是有几个因素仍然是比港在长期发展

中不可忽视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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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劳工风险。希腊罢工频繁，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比

港员工就曾罢工数次，严重影响港口码头的正常运营。

目前 ＰＣＴ采取了外包劳务商的方式，设立了 “用工防

火墙”，保证了码头日常作业的稳定。此外，希腊工会

势力强大，比港码头就有三个工会，中远管理层与三

大工会友好协商，签订了新的 《员工总则》，受到了

希腊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皮齐奥拉斯的高度称赞。同时

中远也与三大工会分别协商签订了 《集体劳动合同》，

与管理人员、新员工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努力保障公

司的劳工稳定。但是资方与劳工的矛盾会始终存在，

２０１８年８月中远集团与工会和劳工仍然在就劳工合同

和工人待遇进行谈判，甚至产生了个别冲突。可见将

来劳资双方的矛盾将会始终伴随比港的发展，中远集

团仍需继续与工会和工人协商，力争建立良好的劳工

制度，保障港口的发展和劳工的权益。

（２）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必须学习

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合理合法生产经营，既不能

触犯当地法律，也要坚决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中远接管比港港务局之前，ＰＰＡ内部法务混乱，法

务支出高昂，还遗留下不少法务问题。中远接管后，

首先对原有的法务部进行了机构改革，并外聘当地著

名律师事务所协助处理历史遗留案件；其次对公司法

务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管理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９９　　　

层也修改了以往关于公司承担高管和劳工一切诉讼费

用的不合理规定，改变了公司内的乱起诉现象，节省

了不合理的律师费用支出。总体来说，中远比港项目

在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需要注意

的是，希腊作为欧盟国家，其投资活动和企业管理均

在欧盟的法律框架下，中远海运集团要注意恪守欧盟

和希腊本地的法律法规，防范潜在的法务风险。

（３）经济风险。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并不稳定，希

腊经济虽然逐渐走出低谷，但复苏之路仍然漫长。美

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更是使得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不容乐观。比港

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港，经济效益自然受到全球经济形

势和希腊经济形势的影响。因此中远集团在比港的经

营投资需要考虑到希腊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局，充分

论证，合理规划，谨慎投资，避免冒进，维护公司的

利益。另一方面，中远比港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积极

溢出效应，带动比港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主动营造

良好的经济环境。此外，针对投资风险，比港可以学

会运用海外投资保险，通过完善投资保险的覆盖面和

覆盖力度，保障公司的安全投资和经济利益。

（４）政策风险。投资东道国的政治变更往往会导

致针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变动，给企业的投资带来很大

的影响。２００８年，中远与比港港务局签署了特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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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协议，不久后希腊政府换届，新政府对比港私有化

的态度大幅转变，提出要修改中远收购比港的协议，

让中远集团措手不及。最终经过双方协商，协议得以

保留。而２０１５年希腊政府的又一次换届使得左翼政府

上台，新总理很快就宣布暂停比港的私有化进程，在

多方努力之下，中远集团还是于２０１６年完成了对比港

的收购。可以说中远集团收购比港项目一波三折，虽

然得以圆满解决，但是未来仍然可能出现类似的风险。

要尽量减少政党轮替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中远集团应

该注意与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保持良好接触，真诚交流，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建立良好

的社会形象，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提前做好

预案，这样才能在希腊站稳脚跟。

（５）国际风险。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

实力的增长和对外投资的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的关注度日益提高，部分欧美国家对中国投

资十分警惕。不少西方媒体宣称中国对希腊的投资是

“金钱外交” “新殖民主义”，是为了扩大在希腊的影

响力。欧盟国家领导人也担心希腊会在中国的投资影

响之下转变相关议题的立场，从而破坏欧盟的团结。

作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港口的标志性项目，中远在比

港的经营受到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任何负面消息都

有可能被放大，从而影响到国家形象。在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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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中远更加需要合理合法合规经营，建立良好的

企业形象和社会形象，尊重希腊当地政府、机构和民

众，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发展，为中希两国进一步的

贸易投资合作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

４总结

中远收购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对于其他中资企业

在海外投资有着重要的标杆作用，使其他企业投资希

腊的信心大增。同时，比港项目也为中国企业投资希

腊铺设了一条道路，便利了中资企业对希腊的投资。

跟随中远的脚步，中兴公司与中远签署协议，在比港

成立物流中心；华为公司启用比港码头火车专列运输，

把华为的货物送往中东欧地区。此外，中国国家电网

也收购了希腊国家电网的部分股权，阿里巴巴、万达

集团等纷纷访问希腊，中国工商银行也有望进入希腊

市场。中远收购比港更是直接便利了中资企业投资希

腊旅游业，例如中青旅公司在希腊设立分公司开展旅

游地产服务，也有几家公司正在研究以比港为母港开

展邮轮旅游业务。

对于这些正在投资或计划投资希腊的企业来说，

比港投资希腊的经验和教训十分值得学习。虽然目前

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有了初步的风险防控意识和组织

制度，但实际管控风险能力仍有待提高。要实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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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稳定发展和良好效益，中资企业需要强化风险

意识，对风险防控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投入，建立健全

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从源头防范和控制各领域的风

险，这样中国企业才能更好地 “走出去”。

二　黑山南北高速公路项目

黑山南北高速公路全称为 “巴尔 （Ｂａｒ）至博利亚

雷 （Ｂｏｌｊａｒｅ）”高速公路，全长约１８０公里，预计分５

段建设。全部建成后，南北高速公路将与塞尔维亚的

欧洲１１号走廊公路相连，贯穿黑山南北全境，直至南

部巴尔港。２０１５年５月，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南北高速公路

优先段———斯莫科瓦茨 （Ｓｍｏｋｏｖａｃ）至马特舍沃

（Ｍａｔｅｅｖｏ）段正式开工。该路段全长 ４１公里，合同

额８０９亿欧元，建设工期４年，桥隧比达６０％，是５

个路段中施工及技术难度最大的一段。

１修建高速公路的原因及其重要性

（１）公路基础设施底子薄且路网单一。黑山全境

主要公路基本为前南斯拉夫时期修建，覆盖地区有限，

维护状况一般，翻新进度缓慢。当前道路大多狭窄且

以山路、险路为主，少有护栏，部分地区常有岩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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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雨季、冬季道路湿滑、结冰，交通安全隐患较大。

旅游业是黑山经济发展支柱产业，欧洲各地车辆在旅

游旺季期间集中涌入，而受路网单一及道路质量限制，

以南部沿海地区为主的旅游目的地常有严重拥堵，为

当地民众生活、游客便利及行车安全等带来较大困扰。

（２）南北分化趋势堪忧。黑山旅游资源主要集中

在南部沿海地区，历史上沿海地区发达程度就高于内

陆及北部地区，全境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科技创新

重心向首都波德戈里察及南部地区倾斜明显。而以农

业、畜牧业为主的北部因其地理等自然因素限制，长

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岗位不足，大批人口南迁

至首都及沿海地区；且因北部靠近塞尔维亚，文化、

宗教、习俗等与塞尔维亚相似度高，北上谋生者不在

少数，在政治上也不乏受塞尔维亚影响。北部地区空

心化已成为黑山国家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２００６年，

黑山以５５５％的微弱优势在独立公投中决定从塞尔维

亚和黑山联盟中脱离，但迄今在黑山仍有相当一部分

群体对昔日塞黑联盟抱有幻想，在北部尤其为甚。自

黑山新一届政府于２０１６年上台以来，提振北部经济发

展动力、减轻南北分化愈发成为其工作重心，北部状

况事关其执政根基和国家稳定。特别是新总理杜什科

·马尔科维奇 （ＤｕｋｏＭａｒｋｏｖｉｃ＇）的故乡为北部重镇莫

伊科瓦茨 （Ｍｏｊｋｏｖａｃ），其个人影响对北部发展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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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北部路网普遍单一陈旧。为加快人员及货物

流通、实现经济发展，突破交通桎梏是重要前提。高

速公路贯通后，将对南北互联互通、北部人员及货物

往来起到极大刺激作用。

（３）提升巴尔港经济效益的实际需求。黑山南部

的巴尔拥有天然深水良港，前南斯拉夫时期就曾作为

重要军港，至今仍作为全国大型客、货轮及军舰主要

停泊地，但其设施老旧、配套交通严重不足。意大利

菲亚特 （Ｆｉａｔ）集团在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克拉古耶瓦

茨 （Ｋｒａｇｕｊｅｖａｃ）建有工厂，巴尔港是该厂汽车运至国

外的重要途径。而自克拉古耶瓦茨至巴尔４００多公里

的路程，经铁路至少需七八个小时，严重影响运输进

度。巴尔港私有化进程一波三折，长期没有实质结果。

以上种种原因使巴尔港处境尴尬，难以发挥最大效用。

而南北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后，巴尔港将能够真正融入

欧洲交通运输网络，届时潜力、竞争力将得到极大激

发。沿线人民生活、生产需求、行车条件也将得到很

大改善，有利于地区互联互通及国内、周边国家整体

经济发展。

（４）实现欧洲一体化的必备前提。黑山本届政府

积极致力于欧洲和大西洋一体化进程。黑山已于２０１７

年加入北约，正全力以赴加入欧盟，且入盟谈判等各

方面进度走在各欧盟候选成员国前列。在入盟谈判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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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章节中，黑山仅剩第８章 “竞争力”和第２７章 “生

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尚未开启，且黑山官方称，已为

开启剩余章节做好全部准备。在政策制定上，黑山也

紧随欧盟步调：国内法律逐步向欧盟标准看齐，各类

国际决策与欧洲保持一致，并且于２０１８年９月首次应

欧盟国家请求接收少量难民，亲欧政策可见一斑。作

为欧洲极少数的没有高速公路的国家，黑山长期以来

和周边国家仅能通过有限的普通公路相连。这一方面

难以企及现代人员、货物往来需求，另一方面对于黑

山这个争当入盟的 “好学生”而言，没有高速公路近

同于和欧洲大家庭 “割裂”。按计划，南北高速公路

全线贯通后，其北端的博利亚雷地区将和位于塞尔维

亚的欧洲１１号走廊公路相连，黑山也将从公路上进一

步融入欧洲大家庭。

２高速公路建设现状及外界评论

根据工程合同，高速公路优先段建设应于２０１５年

５月１１日开工。但由于技术审查、项目报批、行政监

理等多方面因素，约一年后项目建设才全面展开。项

目当前进展有序，约有中外两千余名工程人员参与建

设。全线１６个隧道中，已有１４个贯通，另有２０多座

桥梁在建，其中难度最大的莫拉契察大桥 （Ｍｏｒａｃ̌ｉｃａ）

已经封顶，现正就大桥主梁合龙紧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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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政府高度重视高速公路建设，高层政要对高

速公路亲自给予支持。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

（ＭｉｌｏＤｕｋａｎｏｖｉｃ＇）曾多次表示，高速公路将为提振黑

山北部经济发展、促进南北融合注入强劲动力。总理

杜什科·马尔科维奇曾数次视察工地，勉励工程人员

并对项目提出期望。现议长伊万·布拉约维奇 （Ｉｖａｎ

Ｂｒａｊｏｖｉｃ＇）曾任交通和海事部部长，推动了高速公路优

先段合同签署，其亦通过多种场合表示对高速公路的

关切。现交通和海事部部长奥斯曼·努尔科维奇 （Ｏｓ

ｍａｎＮｕｒｋｏｖｉｃ＇）多次对施工表示满意，交通和海事部与

承建项目的中国路桥公司建立有定期沟通机制。前外

交部部长、现任总统首席政治顾问米兰·罗钦 （Ｍｉｌａｎ

Ｒｏｃ＇ｅｎ）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速公路将对黑山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有利影响。黑山执政党社会主

义者民主党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ｓｋｅＰａｒｔｉｊｅＳｏｃｉｊａｌｉｓｔａ）及其友党

也常为高速公路项目正面发声。

黑山民间对高速公路期待已久，欢迎公路建设。作

为为数不多走进欧洲实施大型基建项目的中国公司，

中国路桥公司较注重企业形象建设及社会责任承担。

自从在黑山开启业务以来，中国路桥公司已陆续捐赠、

修建多个便民设施。据黑山政府消息，２０１８年 ５月，

中国路桥公司与黑山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公立医疗

机构———国家医疗中心 （Ｋｌｉｎｉｃ̌ｋｉＣｅｎｔａｒＣｒｎｅＧｏｒｅ）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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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合作协定，将向其提供价值约５０万欧元的重症监护

室医疗设备等。项目日常需求为当地食品、日用品、

零售等行业以及工程沿线农户、商户带来很大正面效

益。黑山下戈里察大学校长韦塞林·武科蒂奇 （Ｖｅｓｅ

ｌｉｎＶｕｋｏｔｉｃ＇）曾评论高速公路，称其将打破黑山封闭的

思维模式，加快黑山对外开放步伐。黑山公路建设思

维及做法总体沿袭前南斯拉夫惯例，对一些新技术、

新事物的理解仍需较长过程，高速公路的建设代表着

较高的中国业界技术水平，同时也在项目标准上参照

欧盟统一标准，黑山业界也从中获益匪浅。此外，高

速公路建设还对中黑人员往来、文化交流起到很大作

用，项目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人汉语学习

热情。

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的对接国———塞尔维亚对该项目

持肯定态度。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建设、交通和基础设

施部部长佐拉娜·米哈伊洛维奇 （ＺｏｒａｎａＭｉｈａｊｌｏｖｉｃ＇）于

２０１８年７月访黑并会晤黑交通和海事部部长奥斯曼·

努尔科维奇，表示塞尔维亚将继续修建塞境内的欧洲

１１号走廊公路，直至和黑山边境对接，塞方也将成立

联合委员会以决定公路最终对接地点。塞方亦拟于

２０２１年前修复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至黑山巴尔铁路塞境内路段。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基

础设施的连通是使民众过上更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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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地区内连接各国的其他基

础设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塞尔维亚将在今后和黑山

在此方面开展更多合作。笔者认为，自塞黑联盟分裂

后，塞尔维亚失去出海口，其整体经济发展受到较大

影响。近几年来塞尔维亚工业发展迅速，本土制造产

品在欧洲初崭头角，塞尔维亚迫切需要更便利、更具

连通性的基础设施以为其经济发展服务。此外，塞尔

维亚和黑山之间人员往来密切，塞尔维亚游客仍占据

黑山外来游客数量前三位。打通塞、黑之间的交通阻

碍，对塞而言有重要意义。

３高速公路建设风险评估

（１）债务问题。高速公路优先段建设合同额为

８０９亿欧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其贷款６８７亿欧元，

约占合同额的８５％。这是迄今为止利用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专项优惠买方信贷中数额最大的一笔，利率

为２％，偿还期为２０年，宽限期为６年。根据黑山财

政部数据，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３０日，黑山公债已达

ＧＤＰ的７０１％，较高的公债率也引起黑山各反对党及

亲反对党民间组织、部分欧盟官员及西方媒体关注。

黑山主要反对党联盟民主阵线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ｓｋｉＦｒｏｎｔ）领

导人奈博伊沙·梅多耶维奇 （ＮｅｂｏｊａＭｅｄｏｊｅｖｉｃ＇）在接

受采访时曾表示，高速公路带来的巨额债务会令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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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负担，如同颈上巨石。民主黑山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Ｃｒｎｅ

Ｇｏｒｅ）和联合改革运动 （ＵＲＡ）等反对党亦就高速公

路所带来的债务等问题抨击政府。亲反对党的媒体

《消息报》（Ｖｉｊｅｓｔｉ）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公开发文指责黑山

政府对有关高速公路的重要文件不予公开，是滋生腐

败、不透明的行为。欧盟及西方媒体对高速公路所带

来的债务以及中国对西巴尔干地区愈来愈多的参与时

有渲染。路透社 （Ｒｅｕｔｅｒｓ）曾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发文援引

一位不具名的欧盟官员称，黑山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其

财政空间已经急剧缩水，正扼住自己的咽喉。就现在

而言，这条高速公路 “没有出路”。该报道还指责黑

山政府为了使自身债务恢复相对正常水平，采取了提

高税收、冻结或减少部分公共部门的工资、取消部分

国民补贴等手段，引起民怨。美国中央情报局 （ＣＩＡ）

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发布黑山国别报告称，若黑山不进行

财政整顿，由于高速公路所造成的高额借贷可使黑山

公债率达到８０％。

综合分析批评高速公路项目的评论来看，上述来

自黑山国内反对党的绝大部分负面评价的矛头主要指

向黑山政府，并未抨击项目重要性及中国企业的参与。

这一类批评主要目的是反对党对执政党及政府进行施

压，并以此争取部分选民支持。而西方的负面评论通

常从债务或中国影响力角度入手，渲染黑山 “深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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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危机”，但几乎从未提及高速公路对黑山战略发展、

对欧洲人员货物流通以及对西巴尔干地区欧洲一体化

进程的正面意义，报道总体比较片面。

根据黑山国内预测，随着高速公路建设，预计

２０１９年黑山公债率将达到高点，随后将缓慢下降。近

年来，伴随黑山入盟谈判改革进程推进顺利、外国直

接投资提升等因素，特别是高速公路这一黑山史上最

大基建项目有序推进，黑山经济增长强劲。根据黑山

统计局 （Ｍｏｎｓｔａｔ）数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ＧＤＰ实际增

长分别为１８％、３４％、２９％、４７％，２０１８第一季

度４５％，第二季度４９％，拉动增长的主要行业即为

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机械设备进口、旅游等。此外根

据合同规定，项目至少３０％的工程量必须交给本地分

包商执行，项目借此已为当地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

且随着工程推进，项目对当地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

这对失业率基本稳定在２０％的黑山而言，意义不容小

觑。有西方媒体反复渲染高速公路在经济上不可行、

收益抵不上修路的开支，或是指责黑山在财务整顿中

影响经济整体运行，正是刻意忽视了高速公路为黑山

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以及高速公路在黑山国家发展

中的战略意义。

也有一些评论认为，黑山此前就修建高速公路向

欧盟寻求融资未果，从而转向中国。笔者认为此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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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较片面。２０１６年，新一届黑山政府将中国视为外

交三大优先方向之一，黑山一直以来也是 “一带一

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本就在各

领域和中国保持有合作。中国公司通过高速公路项目

的公开招标取得胜利，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专项优

惠买方信贷又几乎在同时推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在日内瓦

举行的世界投资论坛上回答记者问，公开 “质问”欧

盟：是什么阻挡其脚步，不能像中国那样对黑山提供

支持？久卡诺维奇称，对包括黑山在内的东南欧国家

急需基础设施建设，而如此规模的基建项目由政府预

算全部负担并不现实。中国提供的贷款已经相当优

惠，相信西巴尔干地区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放弃

如此机会。

想致富，先修路。对于黑山而言，修一条高速公

路不仅是致富的意义。结合上文所提出的修建高速公

路的重要性，这条高速公路是当之无愧的黑山国家战

略项目，债务问题作为黑山实现国家战略及长远利益

的阵痛，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２）环保问题。黑山议会于１９９１年通过了 《黑山

生态国家宣言》，正式确立黑山为世界生态国家地位。

在其１３８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多达５个国家森林

公园、５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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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原稀少、高差大等因素，黑山自然环境也比较

脆弱。黑山环保立法较为严格，且积极开展国际环保

合作。在当前入盟谈判仅剩的两个未开启章节之

一 ——— “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中，黑山预计将会投

入超过１０亿欧元以在环保方面达到欧盟标准，这对于

黑山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２０１８年９月，黑山举办

了中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部长级会议，在会上宣

布成立了 “１６＋１”环保合作机制。黑山民众环保意

识更是深入人心，经常就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或

基建项目进行抗议。在这种全民环保的大环境下，开

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又增添了难度。

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项目涉及穿山、锳水、架桥

等诸多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工程。项目实施前须经一

系列环境评估并从政府部门获得有关许可。但建设伊

始，仍有一些反对党、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及工程

沿线居民等就项目所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不断提出抗

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黑山一些非政府组织表示，高速公

路建设可能会为黑山境内重要河流———塔拉 （Ｔａｒａ）

河带来巨大生态危机，黑山可持续发展和旅游部、黑

山交通和海事部等对此应负责任。

中黑两国在环保领域法律存在差异，中国公司在

黑山经营必将经过摸索、适应过程。在黑山这样一个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国家开展业务，中国企业必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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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的环保意识及做法提升至与项目安全、质量比

肩高度。同时，中国企业应在此问题上和黑山官方即

业主保持顺畅沟通，探求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

企业亦可提高宣介意识，借助智库、专业学者、公关

公司等力量为自己正名。

（３）工程延期问题。尽管工程合同规定开工日期

为２０１５年５月，但因项目审批等各种因素，最终正式

开工日期被耽搁至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国路桥公司已采用

增派人手、延长工时等措施以追赶进度。自２０１８年以

来，黑山一些媒体发文分析高速公路项目可能延期，

工程最快将于２０１９年年底完工。延期的主要原因除开

工日期推迟外，还包括双方商签合同时，未将该段高

速公路的上、下桥等计入总工程中，导致现需额外增

加工程量。据媒体报道，中黑双方现就额外增加工程

量所需费用进行积极商议。黑山交通和海事部部长奥

斯曼·努尔科维奇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表示，高速公路建

设不应和进度赛跑。

笔者认为，工程量的增加一方面可为因开工推迟

导致的进度落后提供追赶的缓冲期，另一方面也为项

目实施带来一定挑战：工程量增加所致成本增加，无

论数额大小，都会为本就灵活度不高的黑山财政带来

一定负担，且款项到位时间事关后续工程建设。此外，

延期、增款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民意波动，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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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注意黑山反对党、亲反对党媒体及部分西方媒体是

否会借此作势。

黑山政府对于高速公路后续段建设持积极态度，

希望在优先段完成后尽早开启其余工程，但融资模式

还有待商榷。黑山政府此前公开表示希通过公私合营

模式开启剩余段建设，并于２０１８年３月和中国路桥公

司就通过公私合营 （ＰＰＰ）模式续建高速公路剩余段

签署备忘录。今年来，黑山政府已就是否将国内主要

机场以特许经营权模式进行公开招标反复讨论，现正

商谈后续方案。预计高速公路后续段存在通过 ＰＰＰ模

式建设的可能性。

三　波黑斯塔纳里火电站项目

波黑斯塔纳里火电站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方部分

精英和媒体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和猜忌，有利于树立

中国对外投资的正面形象，投资模式和经验也值得

推广。

波黑斯塔纳里燃煤电站项目由上海东方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总包，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融资，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承保。该项目已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正式获

得业主颁发的最终接收证书，标志着项目的质保期圆

满结束。该项目的完成具有下列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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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体现中国速度和效率

项目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正式开工，２０１６年１月

４日并网，２０１６年８月８日初步移交，比合同工期提前

了４５天，各项性能指标均优于合同保证值。项目高质

量和高标准地完成，赢得了较高的媒体赞誉度，体现

了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

（２）符合欧盟标准并为中欧合作做出示范

斯塔纳里火电站排放指标低于欧盟最新排放标准，

为欧洲区域内目前最先进、最环保的火电站。从调研

情况看，厂区非常干净，排放设施和环保设施规范整

洁，既积极推动和支持欧盟清洁能源和环保计划，也

有利于波黑经济发展与融入欧盟的进程，进而为推动

中欧关系发展做出了示范。

（３）项目坚持市场化导向，没有 “债务陷阱”

上海东方电气与项目业主签署了电站的五年运行

维护协议，这也是第一个由中国企业在欧洲进行运行

和维护的大型电站项目。该项目由国家开发银行投资，

投资采取企业提供资产担保的方式，业主把电站资产、

煤矿、电费收入以及母公司的资产都拿来作为抵押，

避免了国家主权担保这种方式，因此国家完全没有债

务风险。在投入商业运行的两年来，电站已累计发电

超过４０亿度，近一年的满负荷运行小时数超过 ７７００

个小时，成为区域内可利用率最高的电厂，为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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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注册公司的塞尔维亚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它是公私合营的一个典范项目，中国金融机构

融资支持，私人业主借钱建设，出售的电费还债，盈

利模式完全以市场化为导向。同时，中国企业也不是

做 “交钥匙”工程，而是派遣常驻人员进行技术维

护，有利于电厂长期和可持续发展。

（４）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体现中国企业

责任

斯塔纳里项目在建设和运营期间，共有１２００余名

波黑当地人直接参与了它的建设和运行，目前雇用当

地２００—３００人，这大大促进了波黑当地的就业和经济

发展，间接推动斯塔纳里小镇升级成为城市。许多波

黑人也因斯塔纳里项目而改变了命运，不但找到了工

作机会，而且获得了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技能，体现

了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当地人生活福祉。

（５）推动中国产能 “走出去”

斯塔纳里火电站主要成套设备均来自中国，设备

占比达到９０％以上，设备运营估计达３０—４０年。中国

的设备通过走海运和中欧班列被运输到波黑。这是中

国重要产能设备走出国门的一个尝试，树立了中国产

能的良好和正面形象。

（６）提升 “１６＋１合作”影响力

斯塔纳里项目是 “１６＋１合作”框架下 １００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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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专项贷款的首个项目，也是 “１６＋１合作”框架下

最先启动、最先竣工投产的示范项目。它既是中国和

波黑正式建交以来的第一个大型合作项目，也是中国

企业在欧洲独立设计和施工的第一个火电总承包项目。

该项目是中国制造、中国金融支持与当地资源的结合，

是双赢合作的典型代表。该项目是 “１６＋１合作”在

巴尔干地区落地的首批成果，提升了 “１６＋１合作”

的影响力。

（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

斯塔纳里项目的成功建设和运行，彻底扭转了波

黑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制造 “价廉质低”的观点，获得

了广泛的肯定与赞誉，更引来了国内外各界领导及同

行的持续关注和高度赞许。至今已有包括德国、黑山、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巴基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

韩国等国政府代表团和客户前来参观考察，均对电站

的设计建设、设备质量和运行情况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为中国制造、中国设备在巴尔干国家的市场开拓铺平

了道路，也为进军欧洲高端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项目建设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这主要

体现在：

（１）国内同行竞争压力大

据斯塔纳里火电站项目施工方介绍，中国火力发

电企业纷纷 “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由于产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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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加上海外项目有限，来自国内企业的竞争非常激

烈，恶性竞争经常出现。中国的机电商会协调力度有

待加强，企业间利益不好协调，恶性竞争导致企业在

投标时竞相压低价格，或者无视项目面临的潜在风险，

盲目入市。中国商会虽然可以指定哪些企业参加投标，

但如何找好平衡点比较困难。

（２）国外的竞争压力同样存在

如果说国内企业同行竞争压力大的话，来自国外

企业的竞争也不容忽视。本地欧洲业主更倾向于选择

政治上有影响的企业，更多倾向于选欧洲企业，导致

中国企业参与投标不得不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

当然，一些国家也会考虑经济因素，中国产品和技术

只要有竞争力，就会有机会。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在

巴尔干乃至欧洲获得项目的主要竞争力是价格低加上

一定的技术基础，这种模式在发达的欧洲市场则不可

持续，中国企业仍需要提升技术和服务的竞争力，以

避免出现 “价格倾销”的局面。

（３）融资方式面临压力

比起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对巴尔干地区项目融资

的支持既有优势，也存在问题。优势是速度快，需要

的条件减少，支持火力发电 （欧洲金融机构不支持火

电项目）；劣势是在欧洲市场利率偏高，通常国家开发

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在１％—３％，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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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都在１％以下，日本的融资贷款利

率甚至接近于零。欧洲金融机构目前积极支持新能源

项目，融资利率较具竞争力，中国在欧洲新能源市场

的融资支持竞争力较低。

（４）政治气候对投资影响大

斯塔纳里火电站之所以推进迅速、高效施工，同

波黑塞族共和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投资的

审批手续相当便捷。

但是波黑的不利政治条件也影响到项目投资。上

海东方电气在２０１５年与波黑政府签署了另一个项目巴

诺维奇火电站项目，但该项目地处波黑的穆克联邦。

该联邦政局较为动荡，项目进展缓慢，直到现在也没

有开工。穆克联邦政治组成复杂，党派之间互相倾轧，

决策者之间互相掣肘。目前，穆克联邦正在举行大选，

项目推进更加困难。

（５）企业中长期投资规划和论证相对缺乏

调研团队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

前期论证相对缺乏。作为企业投资整个流程规范化的

一部分，前期调研与论证、可行性评估等工作非常重

要。中国企业在实地项目勘察、短期做出决策方面体

现出一定的优势和能力，但仍需辅之以规范化、程序

化分析，没有对一个市场长远和深度分析，参与项目

还是面临着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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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河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

１收购背景

２０１５年时任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向中国总理李克

强提出斯梅代雷沃钢厂长期经营问题，希望中国政府

能够给予必要的帮助。斯梅代雷沃钢厂由美国一家公

司经营，陷入破产困境，最后１美元卖给塞尔维亚政

府。塞尔维亚政府承担巨额负担，原因是整个城市是

因为斯梅代雷沃钢厂而建立的，长期经营不善，员工

失去生活保障。

中国政府将此事委托给河北省执行，并做好前期

调研。河北省是我国钢铁生产大省和强省，生产钢铁

的经验积累丰厚。经过一番筹备后，在充分考察欧盟

规则的基础上，中国企业以４６００万美元购买了整个物

资和钢厂。

２０１４年，借助产品开发的优势，河钢准确把握时

机入股德高国际公司，实现了产销强强联合，顺势大

步进入国际市场，当年出口产品突破４００万吨，产品进

入欧洲、美洲、中东等高端市场。２０１５年在前期友好

合作的基础上顺利收购德高５１％的股权，从而使得河

钢集团拥有了全球最大的钢铁销售网络。这也为未来

河钢收购斯梅代雷沃并扩大产品销售网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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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６月，河钢成功完成了对塞尔维亚钢铁有

限公司的收购，７月初管理团队进入塞钢全面接管。

接管后的 ５个月扭转了斯梅代雷沃钢厂亏损的局面，

月钢产量由３万吨提升到１５万吨，１２月实现了当月盈

利，塞尔维亚总理称 “你们创造了奇迹”。那么河钢

是如何做到了这一点呢？

河钢运营经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积极协助塞钢，做好各方面协调沟通工作，

继续采用前期建立的高效畅通的联络渠道和汇报机制：

①每周生产情况总结和月度情况汇报，确保及时掌握

项目进展情况，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②积极

协助塞钢做好欧盟反倾销应诉方面的工作，及时跟进

塞钢反倾销进展情况，并将遇到的问题第一时间向领

导和有关部门反映，２０１７年７月，欧盟委员会将塞尔

维亚从反倾销调查名单中删除。

（２）充分利用并发挥唐钢公司内部技术、管理与

人才优势，对塞钢提供全方位支撑，深入挖掘企业潜

力，为塞钢健康发展注入动力。协调塞钢充分利用并

发挥河钢全球资源掌控配置能力和成熟的营销网络，

从原料采购、产品营销等多个方面，帮助塞钢降低采

购成本、提高产品售价、开拓广阔市场，保障了塞钢

生产运营的稳定运行，支持了塞钢经营业绩的持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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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利用两国政策，积极辅助唐钢人力资源部共

同推进塞钢员工培训。按照中塞两国约定，为提升塞

钢职工技能与综合素养，协助塞钢共同制定２０１７年双

边合作培训计划，其中全年计划派送塞钢五批次共１２０

余人来中国，由中国商务部、河北经贸大学、国家发

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开展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现

场管理、工艺设备改造等多方面培训。

（４）协助塞钢做好２０１７年产品升级改造、技改投

资建设方面的工作。河钢集团２０１７年在上年对塞尔维

亚公司投入１３８亿美元的基础上，决定再向塞钢投资

１５亿美元，用于提升塞钢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以

确保塞钢产品产量、质量、产品结构以及节能减排得

到全方面大幅度提升。

２风险评估

（１）收购过程中面临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①国家资助风险。２０１２年到河钢集团成功收购塞

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前，塞尔维亚政府已合计通过

政府贷款、政府担保、债务免除等形式向斯梅代雷沃

钢厂提供了约４亿欧元资助。根据欧盟与塞尔维亚签

署的相关协议，这种由塞尔维亚政府提供的资助可能

被欧盟有关委员会或者塞尔维亚国家资助控制委员会

认定为非法国家资助，进而命令斯梅代雷沃钢厂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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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其获得的国家资助的全部金额，或者要求其执行

“补偿措施”，该补偿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产量配额限制

以及其他措施。由于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偿还国家资助

的法人实体，如河钢集团被认定为该业务的承继者，

将可能承担偿还国家资助的风险，或者承受产量配额

限制或者其他 “补偿措施”对生产经营所带来的后

果。后河钢经与塞尔维亚政府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

②交割后管理风险。目前斯梅代雷沃钢厂具有

５０００余名在冶金行业具有成熟经验的员工，劳动力供

给充足，但是由于目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部分来自

管理公司 ＨＰＫ，特别是高管人员几乎全部来自管理公

司 ＨＰＫ，如出现大规模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离职，

商业计划的实施将受到影响。这一问题后也得到妥善

解决。

③欧盟反倾销风险。塞尔维亚目前尚未加入欧盟，

受美国对中国钢铁企业启动 “３３７反倾销调查”的影

响，有传闻称欧盟也将会对塞尔维亚启动反倾销调查。

经初步核实认为欧盟极有可能出于对中国钢铁的敏感，

在项目交割后启动对新公司的反倾销调查。而新公司

８０％以上的市场在欧盟国家，如果欧盟提起对新公司

的反倾销，势必为新公司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２）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管理问题

不同国家 （民族）、不同企业、不同个体之间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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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必然导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文化冲突。

在与中东欧１６国合作的过程中，如何良好地进行跨文

化管理，必然是双方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例如，中方

员工秉承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能够从国家、企业角度

考虑工作问题，集体主义意识、工作责任心比较强。

塞方员工职业化素养高，但自我意识、维权意识比较

强，文化习惯也与中国习惯不同。

（３）全球性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随着近年来经济形势持续走软、钢铁产能全球过

剩等外在冲击，钢厂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与挑战。对

河钢集团也不例外，如何合理应对全球经济疲软对钢

铁企业的冲击，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陈出

新，扩大非钢产业业务是河钢集团不可回避的难题

之一。

五　克罗地亚跨海大桥项目

佩列沙茨跨海大桥是中国公司在克罗地亚规模最大

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３５７亿欧元，预计于２０２１年完

工。该项目无疑是中克关系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然而该

项目也招致了若干争议，主要围绕其商业用途、招标过

程、主要承建方以及该项目在克罗地亚—波黑双边争端

中的角色等，这些都可能对其建设过程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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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概述

２０１７年６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佩列沙茨跨海大

桥的项目资金，这将把克罗地亚的飞地杜布罗夫尼克

（Ｄｕｂｒｏｖｎｉｋ）与该国的 Ａ１高速公路路网连接在一起，

而无须像现在这样经过涅姆 （Ｎｅｕｍ），涅姆是非欧盟

成员国波黑一小块带状领土。在欧盟委员会给该项目

“开绿灯”并从欧盟聚合基金中拨款３５７亿欧元后不

久，克罗地亚国内媒体就开始猜测该项目可能的承包

商。中国路桥集团出现在了媒体的猜测名单之中，有

几家日报社称 “据内部消息， ‘中国人’可能会成为

主承包商”。从２０１７年７月开始，中国路桥集团和克

罗地亚交通部及克罗地亚道路公司的代表就佩列沙茨

跨海大桥项目的公开招标事项举行了几次会议。

２０１７年９月，克罗地亚道路公司开启了该项目的

公开招标。投标于２０１８年１月截止，克罗地亚交通部

和道路公司宣布，它们一共收到了３份 “值得认真考

虑的标书”，其中中国路桥集团的是 “最优的”。尽管

据称这一决定的形成和公布远早于投标结束日期，但

也有可靠消息称，萨拉热窝方面的反对其实延误了该

决定的做出。波黑政客向欧盟委员会要求叫停这一项

目，直至波黑、克罗地亚两国之间的海上边界线争端

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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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也就是招标开启４个月后，克罗地

亚道路公司宣布由中国路桥集团牵头的中方联营体将

承建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在解释为何做出这一决定时，

该公司表示，中国路桥集团的报价 （２０８亿克罗地亚

库纳，不含增值税）最接近该项目的成本估价 （１７５

亿库纳）。此外，中国路桥集团还有 “出色的成功范

例”（东海大桥、杭州湾大桥），并承诺在３年内完成

建设 （比招标规定的工期提前了半年），并在额外维

修服务之外，为大桥提供 １２０个月的 “保修期”。因

此，该公司的项目陪审委员会为中国路桥集团的方案

打出了１００分的满分。

“第一梯队”的两份标书分别包括：奥地利 （与

俄罗斯合资）的 Ｓｔｒａｂａｇ建筑公司给出的２６亿库纳的

报价，该公司在修筑 Ａ１高速公路时与克罗地亚道路公

司有过合作。该公司也给出了１２０个月的 “保修期”，

但是工期为３年半。来自意大利的 Ａｓｔａｌｄｉ建筑公司和

来自土耳其的 Ｉｃｔａｓ建筑公司所组成的联营体给出的报

价是２５亿库纳，但是该投标未被纳入考虑范围，因为

它缺乏银行担保。在招标结束后，Ｓｔｒａｂａｇ公司宣布将

向克罗地亚交通部和道路公司共同组成的项目监理会

投诉，理由是中国路桥集团给出的报价是倾销价格。

由于中国路桥集团的报价比项目的预估底价高出

了１０％，该投诉未被受理，中国路桥集团正式成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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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２０１８年４月，项目合同最终签订，双方迅速开

始寻找项目监理机构。项目相关材料于２０１８年夏天被

转交至中国路桥集团，集团开始了相关的后勤准备

工作。

２０１８年９月，项目正式开工，中国路桥集团第一

批负责后勤支持的工程师和施工人员抵达现场，开始

寻找当地分包商和合作商。根据合同，中国路桥集团

需要首先就桥柱选址问题给出新的细化方案，这项工

作预计在６个月内完成。尽管有报告称他们在寻找当

地工程师、雇员和住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

大型设备 （水下钻孔机）运抵前的选址准备工作仍在

按计划表推进，此外，据项目建筑师 ＭＰｉｐ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表示，第一个肉眼可见的桥体部分将在项目开工的

１０—１２个月后 （也就是２０１９年的７—９月）出现在大

家面前。

２佩列沙茨大桥与克罗地亚—波黑间的海上领土

“争端”

根据萨拉热窝方面的报道，波黑对佩列沙茨跨海

大桥项目的抵制依据是双方边界问题，这一事件可以

追溯到１９９６年。时任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阿利雅·伊

泽特贝戈维奇 （ＡｌｉｊａＩｚｅｔｂｅｇｏｖｉｃ＇）和时任克罗地亚总

理弗拉尼奥·图季曼 （ＦｒａｎｊｏＴｕｄｊｍａｎ）签署了双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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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规定现有的边界划分情况是临时的，任何对现状

的改变都需要双方取得共识。他们拟定了双方谈判草

案，将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引入了国际仲裁作

为最终解决方案。

２００７年，在克罗地亚方面试图推进佩列沙茨跨海

大桥项目时，萨拉热窝方面认为该项目违反了双边协

议。同年，波黑主席团的塞族成员拉德马诺维奇

（Ｒａｄｍａｎｏｖｉｃ＇）要求克罗地亚方面 “不要单方面就桥

梁建设做出任何决定”，直至双方就桥体是否跨过了波

黑领海、是否阻碍了波黑出海口达成一致。克罗地亚

方面则表示，大桥位于波黑领海上方很高的位置，不

会阻挡大型船只通行，也就不会影响到双方目前的边

界划分情况。克罗地亚方面同时表示，完全尊重波黑

的出海权，并且同意有必要对 Ｋｌｅｋ半岛周围的水域划

分情况作出一些改变。

２００９年，当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申请欧盟基金

时，克罗地亚需要确保项目选址范围内没有领土争端。

申请文件内还附有克罗地亚和波黑两国外交部签署的

备忘录，文件 “显示了”目前双方的边界划分协定不

会给大桥建设带来任何法律障碍。在审核、评估之后，

欧盟委员会宣布该文件有效，同意了项目的资金申请。

波黑政坛则质疑该文件，因为他们宣称签署它的波黑

政客都是被欺骗或是收买了，而欧盟委员会正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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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确立了克罗地亚的占领地保有原则 （ｕｔｉｐｏｓ

ｓｉｄｅｔｉｓ）。因此，他们要求往回追溯，援引更早些时候

双方签署的协定，尤其是前文提到过的 “伊泽特贝戈

维奇—图季曼协定”。

克罗地亚方面不准备向波黑方面做出任何的让

步。第一，克罗地亚严正拒绝任何涉及佩列沙茨跨海

大桥的双边争端，因为严格来说，波黑的三位主席团

成员之间都未在这一事件上达成一致，因此它还不足

以被拿到双边外交层面正式地来谈。上一届主席团中

的克族成员德拉甘·乔维奇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到 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在任）曾是他们提起争端的一个不可逾越的

障碍，现任主席团的塞族成员多迪克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在任）也表示他反对任何针对佩列沙茨跨海大桥的行

动。鉴于这一事项在波黑内部还有待讨论，因此想让

争端升级的那些人不仅要和克罗地亚方面对立，还要

和国内的 “亲克罗地亚”势力作斗争。因此，在这一

“争端”中，“萨拉热窝方面”和 “波黑方面”并不

是同义词，前者指的其实是一群恰好来自萨拉热窝

的、持统一立场的政治家。第二，在这一事件上克罗

地亚有来自欧盟的强力支持。不仅在投标过程中，也

在波黑主席团新任克族成员科姆希奇发表反对该项目

的言论后，欧盟都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向双方保证

大桥建设过程不会停止。第三，涅姆及其周边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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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克族人，他们也基本上都是支持

该项目的。在萨拉热窝方面的说法中，涅姆作为该国

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唯一出海口，是波黑旅游和交通的

战略性港口，以后甚至可能被发展成自由贸易、低

税、旅游导向型经济的特殊经济区。在这一构想中，

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切断了波黑的出海口，就是扼杀了

涅姆成为 “波黑的香港”的机会。更加现实主义的反

对声音则指出，一旦佩列沙茨跨海大桥把克罗地亚高

速公路和杜布罗夫尼克连接起来，夹在其间的涅姆就

成了交通网络中的一潭死水，也就将失去这些年来经

济赖以发展的收入来源。这一反对是有道理的，但是

却被忽视了，因为这主要是萨拉热窝方面的看法。在

涅姆地区占绝对多数的克族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长期

利益将像萨拉热窝方面预测的那样受损。事实上，他

们支持大桥建设是因为它将缓解涅姆的交通拥堵问

题，尤其是在夏季。

３其他争议

（１）政治价值

建设佩列沙茨跨海大桥的想法其实早在克罗地亚

建设 Ａ１高速公路时就被提出了，从２００４年起，这一

构想随着 “统一克罗地亚领土”这一政治运动口号的

提出而日益升温，并且杜布罗夫尼克当地的政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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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向选民们强调该大桥的重要性。在 Ａ１高速公路

建设的同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克罗地亚政治人士曾

几度宣布为这一项目 “剪彩、奠基”。在此期间，他

们也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竖起了一座陆上桥

塔 （中国路桥集团需要拆除这一建筑）。金融危机后，

这一系列工作于２００９年停止，并且再没有被重启。然

而在此期间，佩列沙茨跨海大桥仍然是 “统一梦”的

一个重要象征，因此在后来的日子里，它的政治意义

似乎超过了其他所有意义。

（２）经济价值

许多组织 （非政府组织、反对党、政府间组织等）

都反对仅仅因为政治原因而启动这一项目，因为公正

的、全面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并没有完成。一个重要落

脚点就是国家财政预算吃紧，政府需要优先考虑一些

更加紧急、对国家和地方回报也更快的基础建设项目，

比如修筑一条穿越涅姆的高速公路可能是更加 “理

性”的选择。有些人还强调，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

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其成本大于其回报，或者

说回报尚不明确，因此这一项目将成为克罗地亚版本

的 “沙漠大教堂”。这一观点不仅提到项目开支过于

高昂，还提到其成本估算不精确、项目准备不充分等。

然而，由于欧洲聚合基金将为这一项目注资，可以想

象在金融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都无须担忧了，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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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方面的争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３）关于倾销 （ｄｕｍｐｉｎｇ）的争议

一些克罗地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一观点，

主要是说中国路桥集团的报价低于市场价，因此是倾

销行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中国路桥集团获取的劳动

力 （中国本国人）、建筑材料 （钢材）都比其他竞争

者的预估项目成本要低。此外，克罗地亚是在２０１７年

才开始执行欧盟在公共采购方面的法律的 （这一法律

破除了 “价格优先”的思路，报价只占评选标准的

３０％—４０％的权重），而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的招标

是按照旧法律 （“价格就是最重要的标准”）执行的；

因此，尽管报价和预估底价有１０％ 的差距，媒体仍然

有倾销方面的猜测。

（４）价格操作 （ｐｒｉｃｅｆｉｘｉｎｇ）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的阿格罗科尔集团债务危机、公共

部门缓慢的工资调整和仍旧乏力的经济增长让克罗地

亚政府面临预算紧缩的压力，尤其是在大型建设项目

这种要求大规模预算调整的事业上束手束脚。根据媒

体上流传的多方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克罗地亚交通部

因此和中方开展了一些 “初步的谈话”，以期让整个

项目建设的资金预算都 “涵盖”在欧盟委员会同意支

付的金额以内，由此，克罗地亚政府就无须支付额外

支出了。然而，媒体均未对此消息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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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现状与挑战

（１）项目在克—波双边纠纷中的定位

２０１７年６月，克罗地亚方面宣布开启佩列沙茨跨

海大桥项目的举动在萨拉热窝引发了激烈反应。萨拉

热窝方面认为，该项目单方面地改变了两国间在涅姆

湾海域及航道上现有的划分情况。波黑方面 （起初最

主要指的是总部设在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党派，如波黑

民主行动党 ＳＤＡ）试图向克罗地亚和欧盟委员会施压，

以阻止该项目实施，直至两国间海上分界线划分完成、

涅姆湾航行权归属明确。波黑主席团成员、ＳＤＡ主席

巴基尔·伊泽特贝戈维奇 （ＢａｋｉｒＩｚｅｔｂｅｇｏｖｉｃ）致信欧

盟委员会，要求停止该项目，并威胁如果欧盟委员会

拒绝该要求，将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

项目公开招标以后的几个月，波黑方面开启了反

对该项目的舆论攻势。然而由于缺少主席团中的克族

成员和塞族成员，以及任何一个塞族或克族政党的支

持，这一抗议并没有被克罗地亚方面视为正式诉求，

认为其尚且够不上外交事务。此外，克罗地亚方面还

拥有涅姆地区占绝对多数的克罗地亚族民众的支持，

对于来自波黑中央政府方面的抱怨就更加不以为意了。

波黑国内克罗地亚族出身的政治代表也支持解决双边

边界问题，但是认为以此为理由而反对佩列沙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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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则是毫无依据，也缺乏诚意的，只不过是萨拉热

窝方面的 “白日梦”而已。

然而，２０１８年波黑大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波

黑主席团新任克族成员热利科·科姆希奇 （Ｚｅｌｊｋｏ

Ｋｏｍｓｉｃ）是一位坚定的统一拥护者，他支持萨拉热窝

方面抵制佩列沙茨大桥项目的立场，表示若在涅姆湾

的边界纠纷解决以前该项目仍在继续实施，将向欧盟

委员会致函抗议。若欧盟委员会拒绝协调，他甚至支

持波黑应向欧盟仲裁委员会和汉堡国际海事法庭提起

抗议。当主席团的克族成员和萨拉热窝方面统一了立

场，亲克罗地亚的声音和当地支持大桥项目的人的声

音就可能没有那么强力了。事实上，尽管该项目还不

是波黑和克罗地亚间的双边纠纷，波黑中央政府仍有

可能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发动当地人抵制该项目，或

是宣称当地支持该项目的克族人的行为与国家利益相

悖。这将把波黑与克罗地亚官方完全对立起来，尽管

目前来看可能性还较低，但是从长远来看，克罗地亚

中央政府方面很有可能在涅姆湾边界划分、大桥下方

的航海权，或是其他政治事务上作出让步，而这些都

有可能影响到大桥的建设过程。

笔者同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巴尔干问题研究

专家弗洛里安·比伯 （ＦｌｏｒｉａｎＢｉｅｂｅｒ）进行了交流，

他本人对桥梁修建的风险评估认为，边界争端最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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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构成障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发言权和当地

市民的支持是主要的合法性因素，另外，相关各方有

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使得桥梁修建变成一个共赢项目。

（２）“来自欧洲的忧虑”———欧盟内部利益相关方的

反对

据参与了招标过程以及和中方联络事宜的官方透

露，和中国路桥集团的协商也引发了一些欧洲国家的

关注。这些反对声音主要还是内部的、非官方的，除

了经济上的考虑 （如价格倾销、中方针对欧盟国家的

经济保护主义等）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比如中国

涉足欧盟基础建设领域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然而必须

说明的是，这些忧虑在招标方决定主承包商是谁之前

就广泛存在。有人担心 Ｓｔｒａｂａｇ针对招标过程的质疑是

否有政治背书，但是尽管在布鲁塞尔做了一番游说，

该公司未能制止该招标。与之相矛盾的另一种声音是，

“来自欧盟的忧虑”是在承建商确定是中国人以后才

出现的，这表明欧盟方面没有太关注招标过程，或者

说中国方面在规避欧盟审查方面做得很好。

不管事实如何，根据媒体报道，欧盟在招标结束

后表示出的反对更多还是口头上的。在２０１８年８月，

Ｓｅｅｂｉｚｈｒ网站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称 “德国人”对中

国公司承建克罗地亚大型建设项目颇有微词，“尤其该

项目是由欧盟出资的”。另有巴尔干半岛电视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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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些忧虑的欧盟官员”担心佩列沙茨大桥项目

被 “以低价给了中国人”，担心中国人通过 “后门”

进入了欧盟市场，指责欧洲公司没有在中国获得同样

待遇，倾销、价格操作和不透明的操作过程也有被

提及。

欧盟人民党内部 “亲曼弗雷德·韦伯的团体”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议中也传出了对该项

目的不满声音，这些人也在克罗地亚目前由民主联盟

党 （ＨＤＺ）执政的政府中占多数。据报告称，欧洲人

民党内部的一些议员更加鲜明地反对 “中国公司承建

由欧盟出资的项目”，表示将尽力阻止类似的事再次发

生。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佩列沙茨大桥对克罗地亚来

说 “意义过于重大”，可能会是中克经济关系的一个

重大突破，或说一个警告。作为一届极力争取加入欧

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克罗地亚领导人可能

会在意这些观点，这或许也是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克罗地亚

首相普连科维奇 （ＡｎｄｒｅｊＰｌｅｎｋｏｖｉｃ）的访华被略微降

格了的原因，他仅仅关注了佩列沙茨大桥项目和目前

双边在进行的合作，而没有谈及其他项目和未来计划。

欧盟 “利益相关方”对正在施工中的佩列沙茨大

桥项目造成的威胁有两方面。第一，正如其暗示的那

样，欧盟可能会对主承包商和项目监理方 （ＩＧＨ、

ＣＯＧ和 Ｉｎｔｅｒｓｔｏｉｎｚｅｎｊｅｒｉｎｇ组成的联营体）进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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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程序标准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审查，若有问题，

欧盟委员会可以撤回注资。第二，这一审查也可能来

自克罗地亚政府和负责监理的该联营体，后者也可能

会受到来自克罗地亚政府和欧盟利益相关方的压力。

（３）分包商和当地经济

尽管合同中并没有规定中国路桥集团作为主承包

商有雇佣当地公司的责任，但是佩列沙茨大桥项目被

宣传成了一个有利于刺激当地建筑行业和经济发展的

项目。据多方消息，中国路桥集团也表示出了雇佣一

定数量的当地公司来负责后勤服务方面事务的意愿，

如翻译、咨询和交通服务等。尽管也有消息称，他们

在寻找当地分包商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这一消息

很难被证实，因为据 Ｖｅｃｅｒｎｊｉ报道，中国路桥集团封

闭了施工场所，也规定当地的服务提供商不得向媒体

透露任何消息。

另外，政府也承诺了当地公司将参与到项目当中。

据交通部表示，２０１８年８月双方就当地的后勤和服务

提供商和翻译、咨询、交通行业的工作者该如何参与

到项目中进行了讨论。当地的建筑公司 Ｓｋｌａｄｇｒａｄｎｊａ和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ｏｒ证实，它们正在就提供专业知识和分包该

项目的某一部分和中国路桥集团展开磋商。然而，当

地分包商在整个项目中所占的份额，以及他们获得分

包合同的过程仍然不为公众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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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中克关系的影响

普连科维奇政府明白和中国拉近经济关系的好处，

在 “１６＋１合作”索菲亚峰会上，克罗地亚被确立为

下一届峰会承办国。克罗地亚也表达出了在旅游、体

育和电影行业和中国合作的兴趣。中国的投资者也在

缓慢接触克罗地亚的项目，包括扎达尔港口、塞尼风

电站、克罗地亚铁路网络现代化、国家体育馆等，而

佩列沙茨跨海大桥无疑是最大的合作项目，代表着中

克关系的重大突破。

要总结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对中克关系的影响，

还需要提到以下问题。与中国的关系还尚未成为克罗

地亚在欧盟以外地区的外交战略中最优先的部分，而

在匈牙利和捷克，对华关系已然取得了如此地位。正

如克罗地亚国内外交学者提出的那样，目前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的合作是克罗地亚能够加入的一项进程，但

是也有人担心它会给克罗地亚融入欧盟带来影响，此

外，不熟悉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也是目前克罗地亚

领导层对中克关系的一些倡议、方案还持有保留态度

的原因，他们还未消化这些项目。只有在地缘—经济

方面的忧虑都被排除了以后，佩列沙茨大桥项目才能

被视为一项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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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建设项目

１匈塞铁路项目简介

匈塞铁路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之间的铁路段，连接着南欧、中欧、东欧

和中东地区，是欧洲大陆上重要的交通枢纽。２０１３

年，李克强在罗马尼亚出席第二次 “１６＋１”领导人

会晤期间，与匈塞两国总理共同宣布对匈塞铁路进行

现代化改造。

由中国实施的匈塞铁路改造项目，意味着既有的非

电气化单线铁路将升级为电气化客货混线快速铁路，

两地之间的运行时间将从８小时缩短至３小时。匈塞铁

路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个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要合作成果之一，

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１６＋１合作”的旗舰项目。

２０１４年第三次 “１６＋１”领导人会晤期间，李克

强与塞尔维亚、匈牙利、马其顿总理达成一致意见，

以匈塞铁路作为起始段落，向南经马其顿与希腊比雷

埃夫斯港相连，打造 “中欧陆海快线”。

在２０１８年７月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会晤上，与会各国均表示欢迎中国、塞尔维亚、

匈牙利在匈塞铁路项目上取得的重要进展，愿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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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匈塞铁路延长至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斯

洛文尼亚有关港口的可能性，以继续推进中欧陆海快

线务实合作，并欢迎１７国企业在中欧陆海快线和中欧

班列沿线路段开展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认为这

将有益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匈塞铁路规模庞大，意义重大，但随之而来的也

有多方面的挑战与风险。由于目前匈牙利是欧盟成员

国，塞尔维亚不属于欧盟，匈塞铁路的匈牙利境内路

段受欧盟因素影响，推进相对缓慢。英国 《金融时

报》２０１７年２月 ２０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

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匈塞铁路的

财务可行性，并调查该项目是否违反了 “大型交通项

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欧盟法律。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９

月，匈牙利境内路段仍在前期准备当中。塞尔维亚境

内路段虽然更早签下合同，但至今前后历时四年、共

剪彩开工了三次，才真正开始建设铁路的第一段，同

样是几经波折。

２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的推进过程

匈塞铁路在塞尔维亚境内共分为三段：３４５ｋｍ的

贝尔格莱德中心—旧帕佐瓦段 （以下简称贝旧段）、旧

帕佐瓦—诺维萨德段 （以下简称旧诺段）、１０７４ｋｍ的

诺维萨德—苏博蒂察段 （以下简称诺苏段）。其中，中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１４１　　

间的旧诺段工程总承包商为俄罗斯一家铁路公司，一

头一尾的贝旧段、诺苏段由中国公司承包。

塞尔维亚段的投资方即业主为塞尔维亚铁路基础

设施公司 （以下简称塞铁公司），融资方为塞尔维亚

共和国政府，承包商为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塞尔维

亚分公司 （以下简称铁总国际）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交股份）组成的中方联营体。

塞方自有建设资金仅占塞尔维亚段总投资１２６亿欧元

的１５％，剩余８５％的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

出口买方信贷贷款。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方联营体与塞尔维亚方签署了贝

旧段商务合同。随后，中塞双方进行了耗时一年的准

备工作，签署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财政部的

贷款协议、铁总国际与中交股份的联营体实施协议、

中方联营体与塞尔维亚 ＣＩＰ交通设计院的设计分包合

同等一系列协议。

由于贝旧段涉及的项目参与方众多，整个项目谈

判过程程序复杂、耗时漫长。塞尔维亚方面，除了业

主方塞尔维亚交通部和塞铁公司之外，还有塞尔维亚

政府劳工局、塞铁雇用的 ＮＯＢＯ认证机构、监理团队、

技术审查委员会、匈塞铁路管理中心等各方负责管理、

监督、审查。中国方面，中方联营体进行项目承包，

需要雇佣塞尔维亚本地的保险公司、安全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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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一系列服务性机构。经过

多方协商与层层审批，直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方联营体

才获得了塞尔维亚交通部颁发的贝尔格莱德—泽蒙首

发段的建筑许可证，并于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布达佩斯会晤期间在泽蒙站举行了开工仪式。

２０１８年６月５日，贝旧段正式开工，目前正在进行征

地拆迁、塞籍人员招聘、施工设计图提交、安全质量

方案对接等各项工作。

同时，诺苏段在过去的一年内经过了三轮的艰苦

谈判，中塞双方共同确定了全线全封闭施工的方式以

及合同定价与工期。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７日第七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保加利亚索菲亚会晤期间正式

签署了诺苏段至塞尔维亚边境克莱比亚的商务合同。

３项目建设面临的挑战

（１）激烈的内外竞争

中国在塞尔维亚进行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

是建厂生产出口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压力多来自

欧盟成员国和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出口贸易商，在

塞尔维亚原有的对外市场中争抢份额，可能会受到反

倾销、贸易保护等诸多限制和法律关卡。二是中国企

业在塞尔维亚修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匈塞铁路便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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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来自西欧发达国家和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的

大型跨国公司。和这些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欧洲建

设大型工程的经验和资源都远远不足，中标困难。即

使中标开工，也常常面临着塞尔维亚国内和国外对中

国企业在招标、设计、采购、施工一系列流程上公开

度和透明度不足的指责。不过对此也有在塞中国企业

表示，与塞尔维亚的项目合同中有明确的价格标示，

相比其他竞争者有优势，而欧盟多有指责只是因为对

其传统 “势力范围”被争抢而感到不满。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内部也可能存在恶性竞争，例如相互压低价

格导致项目质量下降。

（２）技术与程序合规

“走出去”建设海外大型项目的中国企业往往是在

国内积累经验，或者是以亚非拉地区的海外项目为主。

根据过去的项目来看，国内建设项目的 “中国模式”

走到许多非洲国家都可以直接移植，在拉丁美洲国家

则一般沿用西班牙、葡萄牙等原宗主国留下的标准，

而在塞尔维亚则需要遵循欧洲标准。

虽然塞尔维亚尚未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在项目建

设的各项程序上有着和欧盟基本一致的严格要求。匈

塞铁路的塞尔维亚段项目为改造既有的线路并增建二

线，形成双线电气化客货共线快速铁路，将信号系统

升级为 ＥＴＣＳ－２级列控系统，线上线下设施设备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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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 （ＴＳＩ）的强制性要

求。项目所有的建设程序、设计文件等资料也需要符

合塞尔维亚规划和建设法、铁路安全及互通性法律以

及塞尔维亚其他相关法律的要求。从匈塞铁路的实践

显示出，中国企业与欧美国家的接轨程度还比较低。

不管是在工程师资质，还是文档水平、图纸水平、设

备资料以及整体方案上都很难达到欧洲的要求，在施

工技术咨询等方面还需要借助当地第三方公司的支持，

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整个项目的运行效率。

在行政程序上，塞尔维亚也和许多欧盟国家一样

有着较为复杂、漫长的审批程序，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关系和运作方式也和中国不一样。在环保要求上，塞

尔维亚遵守欧盟禁止煤电的规定，在国家工业园区中

通常不允许安置重工业，在企业建设过程中甚至会考

虑到风向、河流流向等具体细节。由于塞尔维亚国土

面积小、邻国多，许多项目可能还需要取得邻国的环

境许可，例如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斯托拉茨电站二期项

目，就需要罗马尼亚政府批准在两国边境附近进行施

工。目前在塞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基本都可以达到塞

方的环保要求，但却增加了不少成本。

（３）中国元素和非中国元素

塞尔维亚对于中国投资项目通常要求非中国元素

比例占到４０％—５０％。例如，匈塞铁路贝旧段商务合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１４５　　

同要求中方聘请非中方分包商，使用中国境外生产、

加工制造的材料设备金额不得低于中标合同金额的

４６％，对雇用当地劳动力的人数也有要求。

为了使项目中的中国元素占到一半以上，中方联

营体在建筑许可设计中采用了中国的通信、信号、电

力和电气化工程 “四电”相关设备的参数设计，融入

中国铁路施工组织管理理念，并自主制定符合塞尔维

亚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制度。这就对中方的项目执行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能够在海外对

“一带一路”项目总体方向进行把握，在高效合规推

进项目的同时保证中国元素比例的人才。

４未来的风险分析

匈塞铁路项目的规模之大、涉及金额之多和参与

方之多，决定了该项目风险的复杂性。由于距离、语

言、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限制，相关国家之间还

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仅就已开工的塞尔维亚段而

言，未来面临的风险主要在资金方面和外部环境的变

动方面。

（１）资金风险

２０１８年５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Ｍｏｏｄｙｓ）对塞

尔维亚的主权信用评级为Ｂａ３（即不确定因素较多，具

有明显信用风险），展望为稳定，在信用评级中处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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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偏下水准。塞尔维亚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起刚经历金

融危机之时已经在逐步好转，ＧＤＰ增长率从２００９年一

度降至－３１１％，到２０１８年塞尔维亚中央银行预测能

达到 ４％。但是，塞经济存在公共负债严重的现象，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三年公共债务占到全国 ＧＤＰ

７０％以上，经过调控到２０１８年１月也有５７％之多。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和以往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大

型工程建设项目一样，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中方机构

提供买方优惠贷款、塞尔维亚政府提供主权担保、由

中国企业进行工程总承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ＰＣ）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方式在资金

上比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建立的 “石油换贷款”模式

更依赖于项目所在国财政状况。一旦塞尔维亚政府入

不敷出，中方就将面临绝大部分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

在债务压力加重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政府目前也

在更多地鼓励外资企业采取建 “建设—经营—转让”

（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ＯＴ）、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Ｐ，或称公私合营）等方

式来进行大型项目建设。例如，正在规划中的莫拉瓦

运河综合开发项目和更多的高速公路项目就计划采取

ＢＯＴ模式，由塞尔维亚政府向有兴趣参与的中国私人

机构颁布特许经营资质，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

金，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之后负责管理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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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塞尔维亚入欧的影响

加入欧盟可谓塞尔维亚近几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

最主要目标。塞尔维亚原本希望在２０２０年前成为欧盟

正式成员国，不过大部分政府和企业人员认为这一进

程还需要５—１５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旦塞尔维亚加

入欧盟，塞尔维亚与其他国家以往在国家层面所签署

的协定都需要服从于欧盟的整体框架，受欧盟一致性

的对外战略的影响。例如，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土耳

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将

失效，和中国的合作协议也可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欧盟的框架下，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可能和匈牙利

段的建设一样，面临更大的阻力。

即使是在中国的专长领域，即使是规模庞大的国

有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推进 “一带一路”项目，匈塞

铁路要在欧洲国家成功落地仍是不易。但是，在重重

挑战之下，合作仍然是符合各国共同发展要求的主旋

律。匈塞铁路是中国铁路 “走出去”到欧洲的首次尝

试。从对旧线路改造到建设新线路，中国铁路在技术

领先的前提下，在攻坚克难、迎接挑战中不断壮大起

来。随着匈塞铁路项目的逐步推进和可以预期的完工，

相信它将为更多的 “一带一路”欧洲项目建设提供宝

贵的经验。



第五章　前景分析与展望

一　保护主义对 “一带一路”

建设影响的前景分析

１欧洲保护主义对 “一带一路”的影响将会持

续，中欧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短期难有实质性

进展，中长期会有进展

从目前情况看，欧洲保护主义情绪正浓，欧洲的

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短期内不会缓解，政治生态的

保守化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且保护主义力量甚至可能

呈增长态势。欧洲大量选民仍抱怨全球化以及新兴力

量崛起对欧洲造成威胁，因此，从短期看，欧洲相关

国家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可缓解执政压力，保护主

义仍有较大的存在空间。

在保护氛围渐浓的情况下，中欧在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的政策沟通障碍未来将会增多。欧盟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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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大国质疑 “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还会持续存

在。① 此前，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

欧峰会、中国和欧洲大国双边会晤等场合多次无法就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达成协议，欧方坚持在协议中

加上 “透明度” “对等合作”以及欧盟具体标准等。

英国则坚持高标准的同时，加入欧方所认为的 “最佳

实践”和 “最佳标准”，令合作协议难以达成。② 预

期，欧盟及其成员国仍将会以相关条件为前提，施加

必要压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规则和实践之争

将会更加明显，欧洲大国或欧盟机构将会继续将自身

的规则和实践作为保护墙，加大对欧盟共同市场和共

同利益的保护。

从中长期看，这种情况有望缓解。第一，欧洲国

家仍有较强的动力吸引外部投资，分享新兴经济体的

发展机遇；第二，随着 “一带一路”项目在欧洲投资

渐多，中国企业更加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承担起更多

社会责任并积极解决就业问题，欧洲民众对 “一带一

路”的感知会发生相应变化，对该倡议的建设性意义

①

②

“ＥＵＢａｃｋｓ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ｌｏｗ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ｍａｙ／１５／ｅｕｃｈｉｎａｓｕｍｍｉｔｂｅｊｉｎｇ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ＭａｙＲｅｓｉｓｔ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ｏＥｎｄｏｒｓｅ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３１，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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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更加客观的认识。

２中国对欧投资将面临更多的监管，但欧盟会用

更平衡性的办法来应对 “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投资

欧盟将会持续推进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建设，并在

欧盟层面形成有效的对华投资审查机制。为避免更多

争议，欧盟将对战略产业进行更清晰的定义，欧盟会

针对中国的投资设定明确的标准，同时把中国的金融

工具尽量纳入欧盟现有机制如泛欧网络框架之下并为

之服务。①

未来，欧盟在细化安全投资审查机制的规定和规范

的同时，也会做好市场保护与开放之间的平衡。正如

欧洲智库所分析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搞市场保护并

不能持久。欧盟作为自由市场的先驱，必须秉承真正

的开放原则以及更聪明的措施避免使一些保护措施加

剧欧盟市场的脆弱性。公平的竞争环境对维护欧盟产

品长期竞争力和维护国际贸易多边体系非常重要。因

此，欧盟势必会在自由贸易原则和保护关键部门之间

做好平衡，以避免被外界误读为对中国搞市场保护是

①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Ｆａｃｔｏｒ：Ｎｅ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ｍ ｏｒ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６，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ｃｎ
ｂｉｎｇ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ｑ＝Ｅｕｒｏｐ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Ｃｈｉｎａ＆ｑｓ＝ｎ＆ｓｐ＝－１＆ｐｑ＝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ｃ＝０－２５＆ｓｋ＝＆ｃｖｉｄ＝７７Ｄ３５３２９ＣＦＣ５４Ｆ０９８４２９ＣＣ２４７Ｂ
２６１９４Ａ＆ｆｉｒｓｔ＝１１＆ＦＯＲＭ＝Ｐ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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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反华行为。①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面临

的投资环境虽然会趋紧，但仍会有较大的空间和机遇。

未来，随着市场保护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

会倒逼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速进行，进而通过法律形

式固化和规范化双边的投资合作，促使 “一带一路”

建设的投资在双方共同认定的法律规范框架内执行。

３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中欧贸易纠纷不会有实

质性缓解

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预示着未来中欧间的贸易纠

纷和摩擦会持续。欧盟放弃 “市场经济地位”和 “非

市场经济地位”概念转而使用 “经济扭曲”的概念，

就是为了保留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法律基础。欧盟一旦

认定中国存在市场 “严重扭曲”，就可以使用第三国

的价格来判定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欧盟反倾销调查新

方法相比过去没有实质变化，只是将适用的条件从过

去的 “非市场经济国家”变成了 “严重扭曲市场”。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现有的反倾销武器依然有效，欧

盟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会减少，反而会根据利益

①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Ｆａｃｔｏｒ：Ｎｅ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ｍ ｏｒ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６，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ｃｎ
ｂｉｎｇ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ｑ＝Ｅｕｒｏｐ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Ｃｈｉｎａ＆ｑｓ＝ｎ＆ｓｐ＝－１＆ｐｑ＝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ｃ＝０－２５＆ｓｋ＝＆ｃｖｉｄ＝７７Ｄ３５３２９ＣＦＣ５４Ｆ０９８４２９ＣＣ２４７Ｂ
２６１９４Ａ＆ｆｉｒｓｔ＝１１＆ＦＯＲＭ＝Ｐ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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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意、舆论需要，加大在具体领域的 “双反”力

度。因此，从中短期看，中欧之间在贸易上的纠纷和

摩擦不会有明显的突破性方案。

４美国因素对欧洲保护主义影响很大，中欧竞合

关系将成为常态

美国对欧洲保护主义的影响体现为相辅相成的正

反两个方面。从正面看，美国对欧洲实行保护主义的

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具体的，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对欧

洲民粹主义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欧洲对中国采取

的投资安全审查、不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某

种程度上是在美国直接影响和干预下实施的，因此，

美欧之间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对中国施压的态势一直

是存在的。在联合推动中国扩大市场准入以及扩大对

外部商品的进口、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美欧立场一致、

利益一致。

从反面看，美国与欧洲在某些领域又是矛盾的，

美国政府坚持贸易单边主义、不遵守国际贸易体制等

做法直接促发了欧美之间的矛盾，不停对欧盟发起贸

易摩擦也令欧洲非常不满。欧洲寻求同中国加强合作

来保护贸易多边主义和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的愿望依然

存在，中欧之间针对美国的立场有共同合作的基础。

因此，中国通过加强对欧合作来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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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可以部分缓解欧洲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总的来看，中欧之间在保护主义问题上的纷争与合作

将会成为常态，并且随着美国因素的影响而在烈度上

会有不同的体现。 “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建设也需要

把握好中美欧三边关系的这种复杂特点，寻求更好的

合作机遇。

二　欧方就加强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合作的方案和建议

欧洲如何看待 “一带一路”以及如何参与，目前

已经能够看到很多建设性成果。这表明欧洲对 “一带

一路”倡议是十分关注的，也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来

扩大互利共赢。我们对欧洲的立场应该有所了解，以

便有的放矢地提出系列建设性合作方案。

笔者先总结一下欧方智库①提出的解决方案。

（１）在继续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同时，

欧盟应寻求进一步明确 “一带一路”的未来计划，并

鼓励在 “对接平台”的框架内 （从 ＴＥＮ—Ｔ的北海—

波罗的海核心网络走廊和 “一带一路”的新欧亚陆桥

① ＢｉａｎｃａＣＯＳＥＮＴＩＮＯ，ＤｉｃｋＤＵＮＭＯＲＥ，ＳｉｍｏｎＥＬＬＩＳ，ＡｌｂｅｒｔｏＰＲＥ
ＴＩ，“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ｕｔ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Ｅ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ｂｌｏｇ／２０１８／０１／１６／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ｅ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１５４　　 国家智库报告　

走廊开始）开展关于特定 ＴＥＮ—Ｔ和 “一带一路”走

廊连接的研究。

（２）目前由于 “一带一路”不影响 ＴＥＮ—Ｔ。然

而，建议随着 “对接平台”工作的进展和 “一带一

路”定义的更加明确，定期关注和发展 ＴＥＮ—Ｔ研究，

将需要 ＴＥＮ—Ｔ政策变得更加开放和可持续。

（３）为了确保欧洲继续成为全球标准化中心，欧

盟机构应该促进建立现代标准化系统，特别是参考欧

洲铁路交通管理系统 （ＥＲＴＭＳ）技术，该技术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计划中 ＴＥＮ—Ｔ资金的

最大受益者之一。

（４）欧盟机构应继续与中国政府接触，尽快就欧

盟和中国投资协议的可能具体内容达成一致。

（５）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应支持欧盟委员会的

提议，为成员国建立一个框架，以筛选在欧洲联盟的

外国直接投资 ［ＥＣ２０１７／０２２４（ＣＯＭ）］。这将确保欧

盟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同时防止竞争对手攫取

欧洲的关键知识产权。

（６）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应支持在欧盟委员会

ＣＯＭ （２０１６）３４４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法律，以保证欧

洲和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和中国公共市场的互惠性。

（７）最后，中国政府应该受到欧盟伙伴的鼓励，

成为经合组织官方支持出口信贷指导方针安排的参与



　欧洲与 “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 （２０１９） １５５　　

者。特别是，建议欧洲议会在监测达成全面投资协议

的进展时，努力确保中国加入经合组织框架是欧盟谈

判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

从欧方机构提供的建议来看，内容较为务实和具

体，主要体现在规则管控，投资安全风险防范以及通

过合作希望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和贸易合作更加公平

与对等。当然，欧盟同中国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寻

求加强合作的意愿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合作

的愿望仍是强烈的。

三　中国的方案与应对

那么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积极应对相关

风险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做好风险方案与预估工作，将其打造成系

统性工程。

将 “一带一路”项目在欧洲落地问题做好事前风

险评估、事中风险规避、事后风险总结，加强对风险

评估案例的积累。将风险评估工作作为一个系统性、

常态化工作，纳入制度建设、政府施策、企业投资的

第一步内容当中。未来的 “一带一路”建设升级版方

案中，应该加大风险评估的权重，切实让风险评估发

挥 “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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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评估中，要重视智库的作用，提倡政府或

企业与智库达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政府或企

业可以通过战略合作、政府购买等方式获得风险评估

的信息，智库则创造条件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系统

性的风险评估方案，避免让风险评估成为一个走过场

的东西。

其次，要处理好 “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中欧关

系的几个原则。

（１）定位好双边和多边关系

欧洲是复杂的行为体，两个维度的关系都很重要，

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双轨外交将是一个常态。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中国比较重视同欧盟机构和欧洲几个大国

打交道，但目前欧盟机构内部及其成员国利益更加错

综复杂，欧盟机构也无法就大多数问题代表成员国来

同第三国进行谈判。仅就欧盟出台的投资安全审查机

制来说，尽管欧盟想加大对外部投资者的安全审查，

但在成员国内部仍有较多不同的声音，因此，欧盟在

机构层面加强协调的同时，不得不将决定权仍放在成

员国手中。

而对于 “１６＋１合作”来说，从现阶段看，要注

重双边而不是急于整合多边，不要认为 “１６＋１”是

个多边框架就要急于整合框架内所有国家。整合这些

国家有难度，应立足精准合作，夯实好双边关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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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只有１６对双边关系做好了，才能够推进中国和

中东欧１６国的整体合作。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部分中东欧国家已经注意

到抱团同中国合作，容易获取更多益处。因此，“１６＋

１合作”作为一个平台，如果运用得当，会发挥更好

的作用。多边平台作为１６对双边合作的有效补充，可

以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

（２）定位好公私关系

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欧合作，政府驱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

政府去做，更应注意非政府的力量，要立足公私结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必须要驾驭好市场的力

量。合作应该转向微观的领域、转向中小企业的合作

以及地方合作，并应更加注重人文交流等。

（３）处理好精英和民众关系

欧洲国家均是民主国家，民意的作用很大，因此，

先期阶段可做精英工作，后期阶段民众的认知非常重

要。“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应更多下沉到

民众，让它有更广泛的受众群，这样公众更能够了解

中国方案的普惠性和欢迎度。

与此同时，同精英的合作同样也要处理好，精英

的观点往往具有引领作用，尤其是在公共平台、媒

体、学术等领域具有引领作用。未来，还应积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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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智库、媒体和公共外交平台，推进精英和民众的

良性互动。

（４）个案和普惠关系要处理好

面向欧洲国家合作，多推广 （成功）个案，慎谈

普惠，因为普惠在很多时候是难以平衡的。推广 （成

功）个案是实现普惠的有效途径之一。多推广 （积

极）个案也是要推动欧洲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的积极

性而不是相反，尤其是避免与中国合作上欧洲国家出

现负传导效应。

由于和中国之间存在经贸体量上的不平衡，欧洲

国家会借助欧盟磋商机制来保护自身利益。在一对多

的层面上，欧盟成员国之间政策传导性的影响有时使

中方企业处于不利地位。成员国间政策传导或相互影

响易使其达成默契，其结果往往是中资企业承建项目

不利带来的消极因素比项目顺利实施带来的积极因素

更易在成员国间传导扩散。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在 “走

出去”过程中应该注意并加以预防。

（５）平衡好大欧洲和小区域视角

首先是应该有 “大欧洲”的概念，要处理好中国、

中东欧和西欧国家的关系。从生产链来说，中东欧的上

游是在德国和法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德国、法国，无

法离开西欧单独发展同中东欧关系，尤其还要考虑到欧

盟机构的存在。与此同时，欧洲永远是复杂的，深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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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次区域合作依然重要。比如维谢格拉德四国和巴尔

干、东南欧等次区域国家。这些是推进合作的基本单元

和细胞，能够产生更多的联动和良性互动。

四　具体施策建议

第一，坚决反对欧盟 “市场扭曲”的贸易评判

标准。

基于ＷＴＯ法，坚决反对欧盟把自造的所谓 “市场

扭曲”的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中国将保留在世贸组织

终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利，并且会采取必要措施，坚

决维护中国的合法贸易权益。中国商务部指出，欧盟此

方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既不存在市

场 “严重扭曲”的概念，也没有社会和环境倾销的规

定，欧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缺乏世贸组织规则依据，因

而基于 “严重扭曲市场”概念的贸易调查，将是对

ＷＴＯ自由贸易原则的挑战，中方应根据 ＷＴＯ规则制定

反制政策，以警诫欧盟对中国贸易的不正当审查。

第二，准备同欧盟打好贸易诉讼官司。

按照 ＷＴＯ规则，由于欧盟未能按期终止反倾销

“替代国”的做法，中国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提出在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并且正式启动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程序。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中国诉欧盟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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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国”做法一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听证会。

中方应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第三，加快国企、央企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增

强国际竞争力。

在坚持对国企、央企的改革攻坚战中，旗帜鲜明地

提出保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不断落实责任制，

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和工作机构的同步

设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

此同时，按照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的要求，依法履行职责，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

产监管，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

中心，明确监管重点。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企

“走出去”后，要更加了解和熟悉欧盟规则。应当尽早

熟悉欧盟层面和各成员国对于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

通过组建对口的法律与贸易团队，有的放矢加强自身

抵御对欧贸易的风险能力，并且积极地使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切身合法合理利益。

第四，加快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重大作用不仅仅限于为发

展中欧双边投资关系提供法律基础与保障，且从投资

领域来看，中欧投资协定中的部分条款很有可能成为

未来的国际投资新规则，所以进一步推动中欧双边投

资谈判，并且达成一系列共识将极大保障我国对欧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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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投资的国家利益。

第五，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

更接地气，更加重视民众。

“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１６＋１合作”六年来，

中国在民心相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引起多国精英的

广泛关注。然而，在某些欧洲智库看来，“一带一路”

倡议和 “１６＋１合作”应该从走 “上层路线”逐渐向

“草根路线”倾斜，使得两个合作平台有更多的民意

认知度和基础。

保加利亚外交学院研究员瓦伦汀·卡特兰吉埃夫就

表示，“１６＋１合作”应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即便

是中国人在保加利亚，他们不太知道有 “１６＋１”这样

的机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专家、媒体以及智库之

间的合作，不能将该框架圈定在精英层面，应该更多

依靠媒体、民众来塑造该框架，打造 “１６＋１合作”更

广泛的社会基础。匈牙利地缘政治研究所胡庆建研究

员则表示，“１６＋１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公

众对其不了解，它的传播不够广泛，即使在匈牙利举

办 “１６＋１”峰会，不少匈牙利老百姓不太了解 “１６＋

１合作”是什么。阿尔巴尼亚前驻华大使穆内卡①表示，

① “ＳｐｅｅｃｈｂｙＨａｊｄａｒＭｕｎｅｋａ，Ｆｏｒｍｅｒ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ｏｆＡｌｂａｎｉａｔｏＣｈｉ
ｎａ，ａｔｔｈｅ４ｔｈ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９，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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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还是不够深，要问 “１６＋

１”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包括阿议会代表都不太清

楚，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可靠的非营利组织、政府

有关部门及有名人士参与进来。北京大学燕京学社访

问学者、欧洲亚洲研究所学者格列格兹·斯特茨①表

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如果只是在高级别、国

家层面这种政治合作的话，很难把我们的合作推向一

个非常实际的层面，达成一系列实际成果。

第六，借主办进出口博览会打造利益共赢。

虽然中国和欧洲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导致双

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内因，但从促进经贸往来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政府主管部门已考虑制定和实施

进口战略，２０１８年起中国举办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

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通过跟进相关措施缓解与欧洲

国家的贸易逆差，以建立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中

欧经贸合作关系。

① “ＳｐｅｅｃｈｂｙＧｒｚｅｇｏｒｚＳｔｅｃ，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ａｔ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ａｔ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４ｔｈ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９，２０１７



附　录

欧洲国家对 “一带一路”倡议看法
问卷调查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各位朋友：

本问卷调查系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

网络执行，并得到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基金的资助。

本调研旨在评估来自欧洲的精英 （包括决策者、专家

学者以及企业家等）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和观

点。本项调研只用于科研目的。调查者会确保接受调

查者的隐私。请根据您个人情况和对调研问题的理解

来完成问卷填答。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Ⅰ基本信息

１性别

ａ男性

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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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其他 （请说明）

ｄ不回答

２年龄

ａ３０岁以下

ｂ３１—４０岁

ｃ４１—５０岁

ｄ５１—６０岁

ｅ６０岁以上

ｆ不回答

３国籍 （ ）

４职业

ａ公务员

ｂ智库专家

ｃ记者

ｄ大学教师

ｅ商业人士

ｆ其他 （请说明） 　

５您有多长时间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累计

时间）？ 　

ａ无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经历 （或仅参加过在华举

办的会议）

ｂ少于６个月

ｃ６—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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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２年

ｅ２—５年

ｆ５年以上

Ⅱ“一带一路”的定义及其目标

６“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请在下列列举的１４个驱动因素中最多选择５个，

并依据重要程度依次标注１—５，１表示最重要，并随

着数字的增大依次递减，如果您认为少于 ５个选项，

并依次只标注这些选项 （例如１—３），并将０或 “Ｘ”

标注到其他选项。

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

中国的国内发展

中国国内政治利益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

中国寻找自然资源

中国寻找新的市场

建立新形式的全球治理／新形式的全球化

建立新的地缘政治秩序

扩展中国的影响力

推动全球贸易增长

加快对外部投资／利用好中国 ３万亿美元外汇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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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赢合作

国际开发援助／支持

中国公司的国际化

其他 （请说明） 　

其他 （请说明） 　

其他 （请说明） 　

７请选择下列最能代表您的观点的选项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会变成一

项多边倡议，由多个行为体共同参与。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秉承 “共商、共

建和共享”原则。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将只关注中国的利益和

收益。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详细规划的一项

具体战略。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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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一个经济项目。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双通道，中国的产

品和资金可以进入外国的市场，而国外市场的产品和

资金也能进入中国的市场。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将由中国和外国的机构和

公司共同运营。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将只聚焦重型基础设施

建设。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Ⅲ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建设情况

８请评估中国和您的国家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

（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的质量

请分别标注数字１—５，１表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

合作的发展水平较低或者您的国家对这个领域不重要。

５则表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发展水平较高或者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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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认为这个领域很重要。

具体领域 合作水平 （１—５） 对贵国的重要性 （１—５）

在农业领域投资

在能源领域投资

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在加工制造业领域投资

贸易开发

人文交流

政治对话

智库／专家交流

９请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欧在相关领

域合作的质量或者您对相关合作的兴趣的评价

请分别标注数字１—５，１表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

合作的发展水平较低或者您对这个领域兴趣评价不高。

５则表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发展水平较高或者您

认为这个领域对欧盟很重要。

具体领域 合作水平 （１—５） 对欧盟的重要性 （１—５）

在农业领域投资

在能源领域投资

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在加工制造业领域投资

贸易开发

人文交流

政治对话

智库／专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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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请选择下列最能代表您的观点的选项

“一带一路”倡议给整个欧洲带来重要机遇。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对您的国家来说是一个

机会。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取得了重要成就。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在您的国家取得重要成就。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区域发展计划可以

实现对接。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中国政府和贵国政府的政策沟通进展顺利并

取得良好成效。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中国政府和欧盟机构的政策沟通进展顺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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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良好成效。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通过现有的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能

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贵国政府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贵国民众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欧盟机构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贵国政府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学术圈的了解

比较充分。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贵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充分。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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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融资机制很好地满足了双边需

要，促进了中欧合作。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１６＋１合作”对中欧合作有积极的影响。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１６＋１合作”让中欧合作有了更大的协调

空间。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最近欧盟发布的 “连接欧亚战略”与 “一带

一路”倡议有很大的对接潜力。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欧盟的 “连接欧亚战略”可以在标准制定上

对 “一带一路”建设有所帮助。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欧盟 “连接欧亚战略”表明欧盟把 “一带一

路”倡议视为一种挑战。

Ａ完全同意　Ｂ同意　Ｃ不关心

Ｄ不太同意　Ｅ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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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推动中欧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面临的

主要挑战是什么？

请在下列列举的挑战中最多选择５个，并依据重

要程度依次标注１—５，１表示最重要，并随着数字的

增大依次递减，如果您认为少于５个选项，并依次只

标注这些选项 （例如１—３），并将０或 “Ｘ”标注到其

他选项。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能否达到欧盟的标准

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问题

中欧双方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同

中欧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

规则的互认和法律的互让程度不够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蓝图方面中欧双

方缺乏沟通

人力资本匮乏

决策者之间缺乏了解

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上缺乏互惠

 “一带一路”在欧洲缺乏成功的旗舰项目

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同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

议之间缺乏利益对接

中欧双方缺乏信任，欧盟一直对 “１６＋１合作”

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中国在分而治之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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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双赢的成果

欧洲国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

其他 （请明确） 　

其他 （请明确） 　

其他 （请明确） 　

Ⅳ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中欧关系的建议

１２根据您的观点，现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

解决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面临的挑战？

请在下列列举的１５个方案中最多选择５个，并依

据重要程度依次标注１—５，１表示最重要，并随着数

字的增大依次递减，如果您认为少于５个选项，并依

次只标注这些选项 （例如１—３），并将０或 “Ｘ”标注

到其他选项。

把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实

施相结合

实行免签证政策

鼓励投资本土化和更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

同方

中国和欧洲企业要加强直接合作

建立新的 “一带一路”对话机制来增强与欧盟

机构的协调

中国应针对欧洲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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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上中欧加强合作

在制定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标准上引入欧盟

机构制定的标准

提升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透明度

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地投资

增加民众间的相互交往

寻求联合资助在欧盟内的项目

中欧之间寻求共同经营在中亚和非洲的 “一带

一路”倡议项目

其他 （请说明） 　

其他 （请说明） 　

其他 （请说明） 　

１３根据您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 “一

带一路”倡议现阶段在同贵国合作中所面临的挑战？

请在下列列举的１５个方案中最多选择５个，并依

据重要程度依次标注１—５，１表示最重要，并随着数

字的增大依次递减，如果您认为少于５个选项，并依

次只标注这些选项 （例如１—３），并将０或 “Ｘ”标注

到其他选项。

实行免签证政策

鼓励投资本土化和更大范围使用本土公司／合

同方

中国和来自贵国企业加强直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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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 “一带一路”对话机制来增强与贵国

机构的协调

在制定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标准上引入贵国

机构制定的标准

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上加强合作

中国应针对贵国提升互惠和市场开放程度

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地投资

增加民众间的相互交往

提升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透明度

中欧之间寻求共同经营在中亚和非洲的 “一带

一路”倡议项目

寻求联合资助在贵国内的项目

其他 （请说明） 　

其他 （请说明） 　

其他 （请说明） 　

１４在您看来，什么是推进中欧之间更有效的民

心相通的最大挑战？

请在下列选项中根据挑战的重要程度选取 “１”表

示最为重要的挑战。如您认为下列所提出的挑战并不

相关，请在选项前画 “Ｘ”。

意识形态差异

交流和互通的项目缺乏

双方缺乏合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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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相通需要更多的时间，短期内不会取得

效果

人文相通项目应该通过更具深度和更有意义的

方式来实现

其他 （请说明） 　

１５请对中欧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提供

政策建议

感谢您的支持！



　　刘作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研究员、中东欧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东欧国家智

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长。刘作奎目前还担任多个机

构的特聘或长约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主要有中国公共

外交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

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

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

明区划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

曾是德国曼海姆大学 （２００７年）、日本青山学院

大学 （２００９年）、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 （２０１５年）和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２０１６年）访问学者，有着

长期海外留学和调研经历，学术交流广泛。主要研究

兴趣包括中东欧问题、“１６＋１合作”、中欧关系、“一

带一路”倡议等。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简称

１６＋１智库网络）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议、中国和

中东欧１７国总理共同签署的政府间正式文件 《苏州纲

要》明确提出 “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而建立的，它是中国特色智库

建设的一个新型机制与高端平台。 “新”主要体现在

它是由１７国智库共同参与的一个智库交流与合作网

络；“高”主要体现为它多次配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

东欧国家、直接服务于１６＋１政府首脑年度会晤，并

一直受国务院任务清单委派，负责主持年度的 “中

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２０１６年起，

１６＋１智库网络被纳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性智库，

是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智库之一。

１６＋１智库网络是在外交部积极推动下建立的，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外交部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组

建该智库机构，并就 “１６＋１合作”框架下如何做好

智库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即１６＋１智库网络将秉

持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吸收国内各研究机构力

量，打造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简称 “１６＋１合

作”）框架下二轨交流的智库平台，推动国内研究机

构同中东欧智库的交流沟通，夯实 “１６＋１合作”的

智力基础，促进 “１６＋１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