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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包括哪些机遇和
挑战？
文 | 刘明星，李建，王思杰

“一带一路”（The Beltand Road；简称 B&R），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于 2013 年

开始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该经济带范围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

沿岸、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实现沿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平的

陆海空交流网络。同时使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更有效的提升，建立高品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域网。以使沿线各国经济

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的深入，人文交流更加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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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

连接亚太地区与欧洲，中间经过的中亚

地区，像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中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在丝绸之路

上，其他 5 个观察员国及 3 个对话伙

伴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核心区域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

肃、陕西、宁夏，西南的重庆、四川、

广西、云南。

“一带”主要有两个走向，从中国

出发，以欧洲为终点：一是经中亚、俄

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到达

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各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

路”，则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

国和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及欧洲

各国的经济合作。据称，新疆和福建会

成为“一带一路”的最大赢家，并获得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福建获批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新疆被定位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会包括江苏、浙

江、福建、广东、海南及山东 6 个沿

海省份。

“一路”主要有两个走向：一是从

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

太平洋。

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开展了一系列

的大型工程计划，长达 3000 公里，投

资 460 亿美元。也将成为“一带一路”

的枢纽和旗舰项目。

2017 年 4 月，为对接“一带一路”

建设，巴基斯坦当局计划在中巴经济走

廊项下建设九个工业园。以利用巴基斯

坦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吸引中国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培育巴基斯坦的产

业集群。5 月，中国投资 500 亿美元，

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建设 5 个水库。

建成的水电站可释放的电能占巴基斯坦

全国水电总量的 2/3。此外，中巴两国

还积极推动瓜达尔——新疆公路走廊建

设，在配套的港口和高速公路建成后，

巴基斯坦可以直接向中国西北地区输送

海鲜等内陆地区少见的商品，巴政府预

计相关贸易可带来约 80 亿美元的产值。

为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商业贸易联

络，中国政府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中亚

和欧洲各国铁路系统协作，开行从中国

苏州、义乌、深圳、郑州、成都等地到

达伦敦、汉堡等地的国际联运列车——

中欧班列。截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4000 列，中国

国内开行城市 28 个，到达欧洲 11 个

国家 29 座城市。中欧班列的运行时间

比海运节省四分之三，价格约为航空的

五分之一，能够便利对交货时限有要求

的大宗电商产品、轻工及高科技电子产

品以及需要冷藏的葡萄酒等食品的运

输。

同时，中国政府还牵头在东南欧地

区开展了港口、公路、铁路、发电站等

基础设施建设，亦通过中资商业银行向

有关项目发放贷款。同时，中国将希腊

的比雷埃夫斯港作为中心，承接从“一

带一路”沿线发出的海陆联运货物，以

此构建“巴尔干丝绸之路”。中国还计

划在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大力投资能源项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 65 个核心

国家，覆盖面积约 5539 平方公里，约

占全球总面积的 41.3%；惠及 46.7 亿

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66.9%；区

丝绸之路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巴经济走廊 与欧洲国家的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65 国

域经济总量达 27.4 万亿美元，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 38.2%。“一带一路倡议”区

域经济发展存在两段高中间地的空间格局，东亚、欧洲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而中亚、

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产业分工协作不合理，但是彼此间却具有较强的互补

性。“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 65 国中发展中国家居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差，

提升空间巨大。很多国家缺水、缺电、缺道路，他们之间交往不够顺畅，发展差距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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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主导在斯里兰卡汉班托

塔的建立海运港口。港口一期工程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开工，由“Jetliner”

舰艇首次仪式性停泊港埠设施，港口以

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为命名。斯

里兰卡港务局负责内陆建造和管理，

其计划一期的预计营建费用总额为 361

百万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比例占

85%，租借为期 99 年。

2014 年 5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与东非国家领导人在内罗毕签署协

议，中方同意出资援建一条新的东非铁

路，以期最终连接东非六国。该规划的

首段为“蒙巴萨——内罗毕标准轨铁路”

（蒙内铁路）。这一系列铁路由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路桥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采用“中国标准、

中国技术、中国装备、中国管理”建

设，是首条完全采用中国标准的海外铁

路。2011 年与肯尼亚政府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2014 年 9 月正式开工，全线

分为 9 个标段，20 多个建筑营地。原

计划工期 5 年，2016 年 12 月完成铺

轨，2017 年 6 月开通试运营。2018 年

1 月商业运营。

为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

联系，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进程。

这一协定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发起，

由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

亚、新西兰这些和东盟有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六国共同参加，共计 16 个

与印度洋国家的对接

与东南亚国家的对接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对接

“一带一路”的背景

目，以提高其在东欧地区能源领域的影

响力。

国家所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有媒

体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了该协定的谈判进

程，RCEP 协议基于开放的进入模式，

使得此协议也向其他外部经济体开放，

比如中亚国家、南亚及大洋洲其他国家。

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建设泛亚铁路用

以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2015 年 9

月上旬，中泰签署中泰铁路合作的政府

间框架协议，预计 10 月底举行开工典

礼，将建设从昆明到曼谷长约 840 公

里 的 高 速 铁 路。2015 年 9 月 29 日，

中国大陆拿到印尼高铁的订单，准备

兴建从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的约 140

公里高铁。2015 年 11 月 13 日，中国

和老挝举行铁路项目签约仪式，将建设

云南省会昆明至老挝首都万象的高铁，

全长 418 公里，项目总投资 400 亿元

人民币，预计 2020 年前完工。但由于

老挝资金不足，导致泛亚铁路老挝段处

于搁置状态。

中国政府在西亚、俄罗斯等地区积

极开展“高铁外交”，并将之作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承接点。2014 年 7 月

25 日，中国大陆海外修建的第一条高

速铁路——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速

铁路，由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至最大城市

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的二期工程宣告通

车。2015 年 6 月 18 日， 中 铁 二 院 与

俄罗斯企业合作，准备新建莫斯科——

喀山高速铁路并与俄罗斯铁路公司正式

签约，总金额约 24 亿人民币，设计时

速最高将达到 400 公里。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之前，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和矿藏的

需求巨大，那个时候油价不断攀出新高，

铁矿石的谈判完全没有主动权，几大矿

业巨头动辄 50% ～ 100% 提价，对此

中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自 1999 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鼓

励引进外资，同时也鼓励中国企业实施

“走出去战略”，2000 年开始，中非

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会议在北京举办，

正式拉开来全方位和非洲国家合作的序

幕。

以国企为主力的中国企业在全世界

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战略性投资，国家

开发银行等政策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提

供了大量的资金配套支持。机械制造、

家电、电子行业的巨头也参与其中。

例如：2004 年，上海电气收购日

本机械公司池贝；2005 年，联想收购

IBM 个人电脑部门；2008 年，中联重

科收购意大利 Cifa，2009 年，中铝集

团 195 亿美元入股澳大利亚力拓公司，

五矿集团投资 17 亿美元入股 Oz 矿业

公司；2010 年，海尔收购日本三洋；

2010 年，吉利收购福特旗下沃尔沃等

项目就是这段时间的成果。

但是由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后起之

秀，之前有利可图的好的生意基本都有

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提前卡位，留给中

国企业的往往是一些难啃的骨头。

所以，刚走出的十几年，中国企业

交了巨额的学费，投资因为种种原因失

败。中国成功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要

在外国成功，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还

有一点运气。中国的冲压钣金企业在走

出去的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些国企的工

作人员以及各种政府机构、咨询公司的

经验、外语、法律和人脉，少走弯路。

中国的国企的参与只是“一带一路”

的第一阶段，主要为沿途国家打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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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第二阶段的主角是民营企业。

OPPO、华为和小米的手机遍布亚洲，

传音手机在非洲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碧

桂园是顺德起家的地产开发商，在东南

亚有大规模的项目；腾讯和阿里在印度

并购了大量的本地互联网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电信、电子商务、

轨道交通、物流、家电、3C 电子、摩

托、五金、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都已

经在国内残酷的竞争中具备了强大的竞

争力，在东盟、印度和俄罗斯这样法律

相对规范健全、工业基础较好的国家，

能很快建立强有力的优势。

哪些国家值得投资？一般来说，两

个基本标准：第一是该国政治稳定，政

府对宗教冲突、战争、社会动乱等实施

有效控制；第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得有良好的国家信用而且很珍视自身的

信用。对于没有政府撑腰的民企而言，

投资只能算经济账，不能算政治账，投

资安全是第一位。

“一带一路”之前的投资以满足中

国的需求为主，而“一带一路”则是要

输出中国的制造能力，首先帮助该倡议

内的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完成基础建

设，进而导入现代化制造业，发展经济，

激发消费能力。

不算中国的话，这些地区人口占

世界人口的 42%，GDP 占世界人口的

1/4。即使不考虑“一带一路”的成功，

世界各国跨国企业仍然能在未来几十年

从这里发现巨大机遇。

中国的“一带一路”至少在未来十

年中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

的创举之一。预计到 2022 年，中国将

向“一带一路”项目投入约3500亿美元。

截止 2017 年，已经超过 1700 个项目

已完成或在建。“一带一路”指定伙伴

国遍布南亚、东亚、中亚、中东、东非和东欧，对这些国家而言，有能力资助基础

设施发展将为其带来巨大的收益。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黑、波兰、格鲁

吉亚、哈萨克斯坦、黑山、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马其顿、

摩尔多瓦、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匈牙利、亚美尼亚、中国。

中伊土经济走廊

阿富汗、阿联酋、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科

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约旦。

中新经济走廊

东帝汶、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文莱、新加坡、印尼、越南。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不丹、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

中巴经济走廊

巴基斯坦。

中蒙俄经济走廊

俄罗斯、蒙古。

“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