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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将来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存在。最有前景的方式是: 有效利用中国的

地理优势和已经形成的统一的欧亚经济空间。在合理考虑所有利弊的情况

下，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应

当明确地以国家利益为优先方向，因为: 一方面，该构想框架内各国的经

济和金融实力具有不可比性; 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第五代领导层的地缘政

治构想，提出中国要向西发展并进一步加强在欧亚空间的地位。
最后必须指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在中国的进程、中国与中

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

具体项目，各国几乎没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 主要是缺乏国家组织的详细研

究) 。
作为中国的近邻和战略合作伙伴，欧亚国家必须 “握住自己的命脉”。

为此，应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的、长期的研究。
应该理解，我们不仅要与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建立关系，也要与将 “坐

山观虎斗”奉为外交谋略的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当猛虎力气耗

尽，不要落入它后面的猴子手中。
想与中国平等对话，必须在它承认对方的重要性和实力时才有可能。

但是在近期，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凭借各自的实力未必能够与中国竞争，因

此有必要建立能够将各方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

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是非常有用的和现实的。

● 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路径

冯玉军 (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2015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之际，中俄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

作的联合声明》 ( 以下简称 《联合声明》) ，确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 8 个优

先方向。这一声明表达了双方在 “一带一盟”之间进行合作的意愿，但未

就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对接作出明确规划。因此，需要就此问题进行深入

的思考和研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是两种不同性

质的经济合作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丝绸之路经济带”试图通过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打造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其中既有制度安排，

包括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也有具体领域和项目的合作。“丝绸之路

经济带”没有固定标准与合作机制，采用多样化的松散合作形式，不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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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和时间表。而欧亚经济联盟是典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项目，以联盟形式

将各成员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统一起来，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机制，是高水平

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不能解决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深化

合作面临的所有问题。首先，从地理范围上看，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是有

限的，并没有囊括欧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不可能加入。其次，从功能上看，

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目标是对内推动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而对盟外经济体则提出较高的合作要求，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树立起贸易和

投资壁垒。最后，从实际效果上看，由于成员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趋同以

及运行规则的某些欠缺，欧亚经济联盟运行以来，产生的更多是贸易转移

效应，而非贸易创造效应，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到来，联盟内部

贸易及其与盟外经济体的贸易均大幅度下降。
实现“一带一盟”对接，既要关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更多参考国际经济合作的通行规范，也要根据各自发展阶段的特点，确定

具体合作方向，避免急躁情绪，努力渐进落实。
实现“一带一盟”对接的主要原则应是习主席提出的 “五通”，即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政策、规则等

方面的“软对接”要比基础设施方面的 “硬对接”更为重要。因此，要注

重制度 ( 规则) 及项目 ( 领域) 的对接，要做到由局部向整体推进对接，

要力争以多边合作为立足点开展对接。考虑到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

形势，“一带一盟”对接应尽量具体、可操作，由小到大，由简到难，逐步

推进，避免制定包罗万象、难以实施的庞大合作框架，同时对已达成的协

议应积极落实，务求实效。
笔者认为，未来“一带一盟”对接的路径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要按照 WTO 的规则规范双方的贸易，进一步打破显性和隐性的

贸易壁垒。特别是在俄、哈、吉都已加入 WTO 的情况下，要逐渐降低欧亚

经济联盟的总体关税水平。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制度安排，

可以考虑以世界贸易组织 2014 年《贸易便利化协定》作为基本依据，按照

国际规则推进对接，促进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发展。按照该协定的相关条款，

各国应对现行口岸行政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改革海关、边防、商检、检疫、
海事等多部门管理，建立 “单一窗口”制，以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关程序、
提高跨境贸易效率、加速口岸通关现代化、营造便捷高效的通关环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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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出口货物更为便利。
第二，着眼于未来发展，应研究推动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

这一长期目标，《联合声明》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目前，欧亚经济联盟正在

积极构建以其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与越南、以色列、伊朗等国

商谈自由贸易协定。中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目标之一是构建

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双方在此有较大契合点，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

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应列入日程。双方可根据各自的承受能力，在可以

接受的范围内消除贸易壁垒。根据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经验，目

前双方可以适时启动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工作。
第三，要推进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的对接。首先是扩大货物贸易规模。

未来应进一步挖掘贸易潜力，拓展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落实已签署的

能源产品 ( 石油、天然气) 供应协议、电力供应协议; 扩大相互间在农产

品、海产品等领域的贸易，实现优势互补; 拓展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促

进各国经济转型升级; 发展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贸易方式，降低贸易

成本，探讨跨境电商的有效管理方式，推动其健康发展。其次要大力发展

服务贸易，包括跨境运输、仓储物流、旅游、金融、教育、医疗、咨询服

务等。目前，服务贸易领域是双方合作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物

贸易及投资规模的扩大，因此，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具有长远意义。
第四，推进工业产能对接。2015 年 9 月，在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

会会议上通过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工业合作的基本方向》文件，这是

迄今欧亚经济联盟第一个有关工业合作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指出，未来五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将重点发展运输工具、电力设备、仪表和电子

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及冶金制品等产业的联合生产。根据这些方向，中

方可以将“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产能合作与其对接，确定未来的合作项目

清单。但为此双方必须加强相关行业技术标准的协调，为开展生产合作奠

定必要的技术基础。
具体举措可以包括:

1. 加强跨境运输合作

《联合声明》指出: “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

互联互通，实施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以扩大并优化区域生产网络”。
加强跨境运输许可、标准等问题的磋商，创造公平的服务贸易环境。按

照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海关组织的标准，完善过境运输查验程序，降低

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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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领域合作

《联合声明》指出: “促进扩大贸易、直接投资和贷款领域的本币结

算，实现货币互换，深化在出口信贷、保险、项目和贸易融资、银行卡领

域的合作。通过丝绸之路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

银联体等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合作”。加强银行卡网络建设，构建金融风险

防范体系，推进人民币债券发行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改善银行服务，为

企业的投资、生产、贸易等提供便捷的金融支持。
3. 投资领域合作

随着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的迅猛增长，要加快签署或重新签署中国与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以及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投资保护协定，以明确、透明、
互惠、对等的原则对相互投资实现充分保护。

4. 通信领域合作

打造“网上丝绸之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加速跨境光缆建设，为降

低通信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条件。
5. 按照国际通用的工程、技术、商品和服务标准促进两者之间的对接

例如，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9000 体系为统一的规范，减少贸易和

投资成本、提升经济合作效益。而类似高铁之类的高科技合作项目，则要

以技术领先和投资主体方的技术标准作为优先考虑。
6. 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发挥其创新潜力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中小企业是深化经济合作和促进创新发展

的最积极因素，而目前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合作主体更多的是国

有大中型企业，因此要借鉴 APEC 经验，以中小企业工作组、工商咨询理

事会、工商论坛、服务联盟、技术交流展览会等方式发挥中小企业合作的

积极性，发挥它们的创新潜力。
7. 便利人员往来

响应 2015 年《“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西安倡议》的精神，扩大人

员交流规模，推动实施更加便利的签证政策，简化通关手续，提升旅游便

利化水平; 开展联合推广，推进“畅游丝绸之路”活动，深化区域内合作，

提升旅游交流品质，为各国旅游发展与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众所周知，

没有商务人士便捷的跨国旅行，是不可能开展有效的经济合作的。因此，

要参照 APEC 商务旅行卡的方式，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高端

商务人士的便捷往来。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签证有效期最长已经达到 10
年，中英也已互发两年多次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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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领域合作

拓展教育合作规模，开发多种合作形式。加强高等教育、短期进修、
游学、各种人员培训，促进能力建设，互认学历，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推

进全面合作提供人才储备。

● 交通一体化助推 “一带一盟”对接

李建民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八大重点领域之一。在世界

地缘政治多极化和全球经济区域化重构的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成为“一带一盟”对接中接受度最高的领域。以亚洲铁路网、独联体铁路

网和欧洲铁路网为主体结构，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新亚欧大陆桥等欧亚

铁路通道连接为抓手和落脚点，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

的对接，将为欧亚内陆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 一)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欧亚经济联盟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面积 2 000 多万平方公里，人

口 1. 82 亿，具有位于中心枢纽地带便于广泛联通周边国家的地理优势和过

境运输发展潜力。在欧亚大陆经济板块中，亚洲东部与欧盟成为与北美并

起的经济突起地带，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则明显滞后。该板块中的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资源丰富、地理纵深广，但独立 20 多年来，由于原有的

产业分工体系被打破，加之复杂的民族和边界矛盾，该地区整体上没有摆脱

以能源资源以及初级农畜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状况。与快速发展的

亚洲东部经济体、欧盟经济体相比，欧亚中部地区成为欧亚经济板块的塌陷

区。尽管该地区的发展滞后受到历史、地缘政治、民族、区位条件以及资源

禀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各国把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为重要的国家战

略，同时得到多边和双边框架内的融资支持，但其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仍不

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截至 2015 年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共拥有公路 160
万公里、铁路 10. 8 万公里 ( 其中 46% 已经实现电气化) 、水路 10. 75 万公

里、空中航线 79. 35 万公里①。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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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is
connecting up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schem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 SＲEB ) ，proposed in September
2013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his visit to Khazakstan，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in engaging countries. This scheme is currently in the phase of
implementation on basis of initial disseminating and promoting efforts.

May 2015 witnessed the signing and releasing of the“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Ｒ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Moscow.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the cooperation involves investment，trade，

production，together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for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a long － term objective of Free Trade Area composed of Chin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 EEU) to expedite trade，direct investment and
credit settlements with local currencies， and to finalize currency swap
arrangements. The Statement is also dedicated to deepened cooperation in export
credit，insurance，project and trade financing，and bankcard，etc.

China and Ｒussia jointly intonated that the SCO will serve as the key platform
for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SＲEB and the EEU to expand the space for
pragmat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expedite the process of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and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I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pragmatically connect the SＲEB with the EEU
through the SCO platform.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is journal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China，
Ｒussia and Kazakhstan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of this topic in question，i. 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e SＲEB with the EEU in Central Asia，the role of SCO in the
interconnection process，specific projects and the prioritized spher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ＲEB and the EEU，and risks and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connection. Our discussion has garnered solutions，approaches and policy advices.

Key words: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connection，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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