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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及其影响因素

贺双荣

内容提要: “新时代”ꎬ 在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引导

下ꎬ 中国开始从全球视野和全球利益角度对拉美进行重新定位和战

略布局ꎬ 拉美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 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不可或缺的一个地区ꎮ 通过顶层设计ꎬ 中国对拉美的目标及路径

进一步清晰ꎬ 中拉关系从受全球化驱动的自然发展阶段向战略引领

阶段转变ꎮ 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战略目标下ꎬ 中拉通过共

建 “一带一路”ꎬ 促进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以及进一步完善合作机

制ꎬ 打造中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理念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和

安全共同体ꎮ 中国对拉战略目标不是短期的ꎬ 要立足长远ꎬ 必须通

过不懈的、 潜移默化的努力ꎬ 去逐步构建和培育ꎮ 在保持对拉美战

略耐心的同时ꎬ 战略预期也不能过高ꎮ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ꎬ 中拉关系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ꎮ 这

些变化给中拉关系带来了机遇ꎬ 更带来了挑战ꎮ 面对世界及拉美发

展形势的不确定性ꎬ 中国对拉战略的确定性将给中拉深化合作带来

可期的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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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ꎮ”① 新时代ꎬ
在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中ꎬ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战略定位、
政策理念和战略布局上都发生了重大调整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以下简称

“拉美”)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地区ꎬ 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视野和全

球利益中有了新的定位ꎮ 通过顶层设计ꎬ 中国对拉战略加强了对中拉关系

的塑造和引领作用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影响中拉关系的各种因素持

续发酵且相互作用ꎬ 给中拉关系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ꎮ

一　 中国对拉美的战略构建

自 ２０１２ 年习近平同志任党的总书记以来ꎬ 中国外交持续探索战略转型问

题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 “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ꎬ 主动

谋划ꎬ 努力进取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ꎮ 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

理念ꎬ 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ꎮ”② 新时代ꎬ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ꎮ 一是战略视野ꎮ 随着中国日益

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ꎬ 中国将从全球视野和全球利益重塑中国的外交政策ꎮ
二是外交理念ꎮ 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ꎬ 中国的崛起必须构建和塑造与传统

霸权国不同的国家形象、 理念和话语体系ꎬ 展现 “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

国气派”ꎮ 三是国际责任ꎮ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ꎬ 中国准备承担更多与

自身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ꎬ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ꎬ 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ꎮ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中国从全球战略视野和全球利益重新审视

拉美ꎬ 拉美不再是遥远的外围和边缘ꎬ 而是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的重要

一环ꎮ 这增加了中国走入拉美、 了解拉美的兴趣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作为世界

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地区ꎬ 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相同的身份认同ꎬ 成为

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 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一个地区ꎮ 为

—２—

①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 １ 版ꎮ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央广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ｇｄ / ２０１４１１ / ｔ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５１６９２５９４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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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中国加强了对拉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年末ꎬ
习近平主席 ５ 次访问拉美ꎬ 足迹遍及 １０ 多个拉美国家ꎬ 会见了几乎所有同中

国建交的拉美国家领导人ꎮ 此外ꎬ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２６ 日访问巴

西、 哥伦比亚、 秘鲁和智利ꎮ 中国领导人对拉美国家的访问在地理上及政治

经济版图上基本实现全覆盖ꎮ 通过高层访问及中拉领导人在双边及多边层面

的互动ꎬ 中国提出了对拉美的战略目标ꎬ 完成了对拉美的战略布局ꎬ 制订了

具体的行动计划ꎬ 中国对拉战略建构完成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

巴西与拉美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了中国对拉美的战略目标ꎬ 宣布与拉美国

家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ꎬ 推动中拉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论坛在北京召开ꎬ 中拉关系进

入双边及整体 “双轮驱动” 的合作新时代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发布了

第二份中国政府对拉美政策文件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

级会议发表了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声明ꎬ “拉美成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自然延伸ꎬ 是共建 ‘一带一路’ 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ꎬ “一带一路”
由此成为一项全球性合作计划ꎮ

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主席对拉美的访问

时间 访问国家 峰会及地区领导人会晤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至 ６ 月 ６ 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３ 日

巴西、 阿根廷、 委内瑞拉、 古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６ 次会晤ꎻ 首次中
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至 ２３ 日

厄瓜多尔、 秘鲁、 智利
在秘鲁利马参加 ＡＰＥＣ 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至 １２ 月 ３ 日

阿根廷、 巴拿马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 ２０ 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至 １４ 日

巴西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１１ 次会晤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ꎮ

新时代的中国对拉战略使中拉关系发展更具战略性、 规划性和可操作性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ꎬ 中国对拉战略的实施也在践

—３—

① 习近平: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第 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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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成就着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ꎮ

二　 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定位: 目标及战略预期

根据中国学者杨洁勉的定义ꎬ “全球的战略定位就是对本国在当代国际体

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其战略目标能力的总体评估”①ꎮ 根据此定

义ꎬ 结合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及拉美的现实情况ꎬ 笔者认为中拉

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目标有四个ꎬ 但重要性各不相同ꎬ 中国对拉美要有战略耐

心ꎬ 定位要精准ꎬ 预期不能太高ꎮ
(一) 中国对拉美的战略目标

基于中拉关系的发展及拉美的独特性ꎬ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既要符合中

国外交的总体目标ꎬ 也要有鲜明的拉美特征ꎮ
１ 共同发展的利益命运共同体

促进共同发展ꎬ 使中拉成为互为发展的利益共同体ꎬ 是构建中拉命运共

同体最重要和最优先的目标ꎬ 原因有如下三方面ꎮ 第一ꎬ 历史的经验ꎮ “历史

证明ꎬ 服务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和应有之义ꎮ”② 其中ꎬ 中拉关系给出

了最好的例证ꎮ 改革开放后ꎬ 在经济外交推动下ꎬ 中拉经贸关系取得了跨越

式发展ꎮ 中拉双边贸易从改革开放初期 １９８４ 年的 １７ 亿美元ꎬ 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

的 １２６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８ 年突破 ３０００ 亿美元ꎬ 达到 ３０７４ 亿美元ꎮ 同期ꎬ 拉美占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３ ０９％ 、 ２ ６６％上升到 ６ ６５％ 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取代

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０９ 年后ꎬ 中国先后成为智利、
巴西、 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随着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ꎬ 中国对拉

美的直接投资和金融贷款大幅增加ꎬ 成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引擎ꎮ 据中

国商务部统计ꎬ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从 １０ ３８ 亿美元增加

到 １４６ ０９ 亿美元ꎻ 投资存量从 ４６ １９ 亿美元增加到 ４０６７ ７２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

拉美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和中国对外开展境外承包工程合

作的第三大市场ꎮ

—４—

①

②

杨洁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发展和挑战»ꎬ 载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刘劲松: «辉煌七十年ꎬ 奋进新时代ꎬ 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新中国外交 ７０ 年:
回顾与展望»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７０１４
６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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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拉贸易额及其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 (１９８４—２０１８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ＣＥＩＣ 数据库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ｅｎ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０]

　 　 第二ꎬ 中拉在发展外交上有较高的战略契合度ꎮ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ꎬ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ꎮ 在实现两个百年的 “中国梦” 的

过程中ꎬ 拉美国家以其巨大的市场、 资源优势及发展潜力ꎬ 在中国发展主义

外交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ꎮ 拉美是世界石油、
矿产及农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ꎮ 以石油为例ꎬ 根据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的统计ꎬ 中国从拉美进口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８ ３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６６％ ꎬ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１３ ５％ 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进口的前十大产

品中ꎬ 中国从拉美进口的铁矿石及其精矿、 油籽和含油水果以及铜分别占中

国进口总额的 ２２ ５％ 、 ５３％ 和 ３４％ ꎮ① 拉美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之一ꎬ 未

发生过大的战争ꎮ ５ 亿多的消费市场也为中国开拓拉美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机

会ꎮ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ꎬ 拉美在大宗农产品上的高替代性更加凸显其重

要性ꎮ ２０１８ 年在全球贸易放缓的情况下ꎬ 中拉贸易额增长 １５ ８８％ ꎬ 高于同

年中国对外贸易 ９ ７％的增幅ꎬ 显示了拉美在新形势下所发挥的特殊作用ꎮ
第三ꎬ 发展主义外交在拉美国家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ꎮ 在许多

拉美国家ꎬ 发展通常等同于国家安全ꎮ 智利总统皮涅拉在来华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ꎬ 智利众议院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通过第 ５００
号决议ꎬ 要求政府促进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领域的投资ꎬ 推动双方签

—５—

① 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ꎬ 以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全球进口额为排序基准ꎮ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署有关合作协议ꎬ 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国家对发展中拉经贸合作已经达成国家

共识ꎮ 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是拉美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ꎬ 但为了发展ꎬ 拉美

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考量常常让位于实用主义ꎮ 由于中国在贸易和投

资等方面 “对巴西是一种必需而不是一种选择”①ꎬ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不得不

放弃意识形态的樊篱ꎬ 转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ꎮ 因此ꎬ 加强中拉经贸合作、
进一步推动中拉发展利益的融合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基石ꎮ

２ 推动中拉在全球治理上的互动与合作ꎬ 构建中拉 “责任共同体”
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国家利益向全球扩展ꎬ 如何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

关系、 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延长中国发展的 “战略机遇期”ꎬ 成为新

时代中国外交思考的新问题ꎮ 这使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 对待国际体系和

国际制度改革问题上ꎬ 探索从 “接受者” “应对者” 的角色向 “建设者”
“塑造者” 的角色转变ꎮ②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ꎬ 中国将 “继续发

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ꎬ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ꎬ 不断贡献中国

智慧和力量”ꎮ
拉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地区ꎬ 不仅国家众多 (有 ３３ 个国家)ꎬ 而

且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作为 ２０ 国集团的新兴经济体成员ꎬ 巴西作为金砖国

家成员ꎬ 墨西哥作为中等强国合作体 (ＭＩＫＴＡ)③ 成员ꎬ 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维护国家主权、 反对霸权和外

部干涉、 维护国际法及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边机构的主体作用等重大问题上ꎬ
拉美国家与中国有很多相同的立场和诉求ꎬ 这为中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

互动与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ꎮ
３ 加强与拉美的身份认同ꎬ 构建基于价值及理念的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仅仅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是不牢固的ꎮ 当利益关系减弱

时或出现新的利益关系选择时ꎬ 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会削弱ꎮ 此外ꎬ 大国

博弈和竞争不仅是经济、 军事等硬实力的比拼ꎬ 更离不开政治及文化等软

实力的竞争ꎮ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

—６—

①

②

③

Ｍａｕｒíｃｉｏ Ｓａｎｔｏｒｏ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ｓ Ｕｎａ Ｎｅｃｅｓｉｄａｄꎬ Ｎｏ Ｕｎａ Ｏｐｃｉóｎ”ꎬ ｏｃｔｕｂｒｅ ２４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ａｌｏｇ
ｏｃｈｉｎｏ ｎｅｔ / ３１１７４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ｃｈｉｎａ － ｉｓ － ａ －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 ｆｏｒ －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ｓ － ｂｒａｚｉｌ － ｎｏｔ － ａ － ｃｈｏｉｃｅ / ? ｌａｎｇ ＝
ｅｓ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７]

赵可金: «中国外交 ３ ０ 版: 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ꎬ 载 «社会科学»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８ 页ꎮ

２０１３ 年由墨西哥、 印尼、 韩国和土耳其成立的非正式伙伴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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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命ꎮ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ꎬ “我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

力、 塑造力进一步提高ꎬ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ꎮ” 目前ꎬ 我

国在拉美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赤字和一些障碍①ꎬ “中拉相互认知存

在巨大差距”②ꎮ
４ 加强中拉在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构建中拉安全共同体

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ꎮ
在拉美地区ꎬ 维护国家主权是最优先安全目标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末ꎬ 与台

湾有 “邦交” 关系的 １５ 个国家中ꎬ 有 ９ 个集中在拉美地区ꎮ 此外ꎬ 随着中国

企业对拉美贸易和投资的增长ꎬ 特别是中国企业快速 “走出去”ꎬ 形成了中国

资本和人员 “两头在外” 的局面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存量超过

４０００ 亿美元ꎬ 在拉美参与工程承包和劳务人员达 ５ ７ 万人ꎮ 如何保障中国在

拉美的投资安全和人员安全成为新时代中国对拉战略的新课题ꎮ 此外ꎬ 中拉

人员跨国流动大幅增加ꎮ 入境中国的拉美游客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２９ 万人次增加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４ ９８ 万人数ꎬ ２０１８ 年仅南美国家入境中国的游客就达到 ４５ ３７
万人ꎮ 与之相伴随的是毒品走私、 非法移民、 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的出现ꎮ 因此ꎬ 加强与拉美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应提上重要日程ꎮ
(二) 中国对拉美的战略预期

新时代中国对拉战略目标扩大ꎬ 从经济向政治、 安全及全球治理全方位

扩展ꎮ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ꎬ 有些目标不是短期内能够快速实现的ꎬ 必须通过

不懈的和潜移默化的努力ꎬ 逐步构建和培育ꎮ 此外ꎬ 在保持对拉美战略耐心

的同时ꎬ 战略预期也不能过高ꎮ 原因有五个ꎮ 第一ꎬ 中拉地理上相距遥远ꎬ
交流与交往成本较高ꎬ 且中国对拉美地区缺少战略投射能力ꎮ 第二ꎬ 中拉关

系起步较晚ꎬ 基础薄弱ꎮ 除经贸关系外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政治、 军事、 人

文等方面交流的发展相对落后ꎮ 第三ꎬ 中国与多数拉美国家存在政治制度差

异ꎬ 政治互信水平仍然较低ꎮ 第四ꎬ 拉美国家的分化和摇摆立场弱化了中拉

合作的基础ꎮ 拉美一些国家在快速发展后ꎬ “发展中国家” 的身份也在发生变

化ꎮ 继智利于 ２０１０ 年加入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后ꎬ 哥斯达黎加、 哥伦比亚启

—７—

①

②

Ａｍａｄｏｕ Ｓｙꎬ Ｈａｒｏｌｄ Ｔｒｉｎｋｕｎａｓ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Ｃｏｒｒｅꎬ ａｎｄ Ｙｕｎ Ｓｕｎꎬ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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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７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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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动了加入经合组织的进程ꎬ 秘鲁提出了加入申请ꎮ 其中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巴西在特梅尔政府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上台后ꎬ 公开表示希望成为经合组织成

员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博索纳罗总统访美时不仅表示将开启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的

进程ꎬ 而且将放弃巴西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

遇ꎮ 第五ꎬ 拉美被美国视为 “后院”ꎬ 地缘政治复杂ꎬ 中国也必须考虑美国的

战略关切ꎬ 如果中国在拉美过度追求战略利益和政治影响力ꎬ 可能加剧中美

关系的复杂性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国相继与巴西 (２０１２ 年)、 秘鲁 (２０１３ 年)、 委内瑞

拉 (２０１４ 年)、 阿根廷 (２０１４ 年)、 墨西哥 (２０１４ 年)、 智利 (２０１６ 年) 和

厄瓜多尔 (２０１６ 年) 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与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 玻

利维亚等拉美国家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ꎮ 但上述制约使中拉政治及战略合

作基础不牢固ꎮ 一是拉美国家在优先开展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 民主人权

与不干涉原则、 主权与安全、 发展中国家地位等问题上立场摇摆ꎮ 二是拉美

国家对发展中拉政治及战略合作仍存疑虑和戒心ꎮ 阿根廷一位学者就曾质疑ꎬ
拉美是在被动接受中国与拉美的战略关系ꎬ “拉美对中国说: ‘我拿大宗商品

和你换东西’ꎻ 而现在ꎬ 中国则是对拉美说: ‘我拿战略关系换你的东西’”ꎮ①

智利总统皮涅拉公开表示ꎬ “中国在拉美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并不好”②ꎮ 从实

证研究看ꎬ 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短期内并不一定导致中国在拉美政治影响

力的上升ꎮ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特德皮科恩 (Ｔｅｄ Ｐｉｃｃｏｎｅ)
对联合国大会上针对具体国家的人权决议投票情况的研究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在

美国和中国持相反立场的 ３７ 次投票中ꎬ 拉美与美国的一致性上升ꎬ 而与中国

的一致性下降ꎮ③

由于中拉战略合作的基础还不十分牢固ꎬ 中国在拉美不应刻意追求政治

影响力和软实力ꎬ 而是优先谋求发展利益ꎬ 通过经贸关系加强与拉美国家在

发展利益上的融合ꎮ 中拉经贸关系作为中拉关系发展的 “压舱石”ꎬ 不仅会巩

固双边关系的基础ꎬ 而且还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ꎬ 对中拉政治及国际合作

—８—

①

②

③

[阿根廷] 埃杜阿多丹尼尔奥维多: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现实与发展»ꎬ 载 «江苏师

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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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积极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的崛起及中拉关系的发展ꎬ 过去影响中

拉关系的诸多问题ꎬ 如台湾、 西藏等一些涉我核心利益问题ꎬ 对中拉关系的

干扰在下降ꎮ 巴拿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多米尼加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 和萨

尔瓦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 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ꎮ 正如拉美学者指出的ꎬ
“加强经济联系一直是中国在该地区提升软实力的机制ꎮ (新时代) 中国扩大软

实力的办法就是如何拓展和加强经济在外交目标中的重要性”①ꎮ

三　 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布局

为了实现对拉战略的新目标ꎬ 中拉需要在新平台上将合作向更深更广的

方向拓展ꎬ 进一步完善合作模式、 增加发展动能ꎮ
(一) 以 “一带一路” 为引领ꎬ 推动中拉合作提质升级和利益融合

“一带一路” 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具有引领性和战略性的对外合作计划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巴拿马在拉美国家中第一个与

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举行的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 «关于 “一带一路” 倡

议的特别声明»ꎬ 中国邀请拉美国家自愿加入该倡议ꎬ 拉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底ꎬ 中国与 １９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８ 个拉

美国家加入了亚投行 (ＡＩＩＢ)ꎮ 尽管有些拉美国家ꎬ 特别是拉美主要大国ꎬ 巴

西、 阿根廷、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还没有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的合作文件ꎬ
但很多国家表示愿意将中国 “一带一路” 合作计划与他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对

接ꎮ 巴西副总统汉密尔顿莫朗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访华时表示ꎬ 希望将巴西的投

资伙伴计划 (ＰＰＩ) 与 “一带一路” 对接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哥伦比亚总统伊万
杜克在访华时说ꎬ 哥伦比亚愿意就共建 “一带一路” 展开讨论ꎬ 希望借此形

成指引未来 ４０ 年两国关系发展的共同规划ꎮ②

—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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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８]

姜岩、 孟宜霏: «哥中合作未来有更多机遇———专访哥伦比亚总统杜克»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２ / ｃ＿１２１０２２５７３１ ｈｔｍ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８]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拉美国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的重要原因是它符合拉美国家的发展需

求ꎬ 特别是有助于拉美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发展赤字ꎮ 拉美是基础设施投资最

少的地区之一ꎬ 占 ＧＤＰ 的 ２ ５％ ꎬ 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远远低于东

亚 ８％的投资水平ꎮ 即使在拉美基础设施最好的智利ꎬ 运输和物流成本占出口

单位成本的 １８％ ꎬ 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 ８％ ꎮ① 此外ꎬ 在不确定的

世界中ꎬ “一带一路” 向拉美国家传递了积极的信息ꎮ 智利总统皮涅拉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指出ꎬ “一带一路” 向世

界传递了乐观和希望的信息ꎬ “加强合作、 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价值观”②ꎮ

表 ２　 拉美国家加入和批准亚投行 (ＡＩＩＢ) 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国家 入股数量
接纳为 ＡＩＩＢ
成员的时间

入股金额
(百万美元)

完成加入程
序的到期时间

立法机构启动
加入 ＡＩＩＢ 程序

签署 “一带一路”
文件的时间

巴西∗ ５０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９ ５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未开始 否

秘鲁 １５４６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２１ １５４ ５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４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６

委内瑞拉 ２０９０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２１ ２０９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未开始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４

玻利维亚 ２６１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２ ２６ １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未开始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９

智利 １００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２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２

阿根廷 ５０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６ ５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未开始 否

厄瓜多尔 ５０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１９ ５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１∗∗ 未开始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４

乌拉圭 ５０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８ ５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未开始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０

　 　 注: ∗拉美国家唯一的创始成员ꎻ † 巴西已经连续三次未完成履约的最后期限ꎬ 还将其在 ２０１７ 年

认缴股份从 ３１ 亿美元降至 ５００ 万美元ꎻ †† 这些国家错过了原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履约加入亚投行

的最后期限ꎻ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厄瓜多尔成为亚投行的正式成员ꎮ
资料来源: Ａｌｖａｒｏ Ｍｅｎｄｅｚ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ＩＢ: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ꎬ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２ꎻ ＡＩＩＢꎬ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ａｉｉ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ｏｆ － ｂａｎ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０]

尽管拉美国家有参与 “一带一路” 合作的热情ꎬ 但某些拉美国家对 “一
带一路” 合作仍有很多误解ꎮ 其一ꎬ 主动参与度不足ꎮ 中国在 “一带一路”
合作中奉行共商、 共建和共享的原则ꎬ 但拉美许多国家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

是中国提出的ꎬ 应由中国制订合作计划ꎮ 其二ꎬ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缺少早

—０１—

①

②

Ｊｏｒｇｅ Ｈｅｉｎｅꎬ “¿Ｔｏｃó Ｔｅｃｈｏ ｌａ Ｐｒｅｓｅｎｃ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ｅｎ Ｃｕａｄｅｒｎｏｓ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Ｎｕｅｖａ Éｐｏｃａ)ꎬ Ｎｏ １２９ꎬ ｊｕｎｉｏ ２０１９ꎬ ｐ ９３

“Ｃｈｉｌｅ Ｕｒｇｅ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 ｈｔｔｐ: / / ｌａｈｔ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 ＝ １４０９４＆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２４７７７８９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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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获ꎬ 中国与拉美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文件ꎬ 但目前仅与苏里南签署了行动

计划ꎮ 其三ꎬ 拉美国家的履约能力不足ꎮ 亚投行作为推动 “一带一路” 合作的

重要金融平台ꎬ 吸引了 ８ 个拉美国家加入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拉美国家中只有

厄瓜多尔成为亚投行的正式成员ꎬ 秘鲁和智利刚启动加入亚投行的立法程序ꎮ
(二) 通过外交与产业合作提升在拉美的软实力

促进人文交流、 提升国家软实力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政府主导的外交

手段 (如公共外交、 文化外交、 体育外交、 教育交流等)ꎬ 二是企业主导的产

业合作 (文化、 教育、 旅游等)ꎮ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ꎬ 互为补充ꎮ 但是从效果

和可持续性上看ꎬ 产业合作有更大的优势ꎮ 以文化外交和文化产业合作为例ꎬ
文化产业合作从内容的多样性、 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 传播方式和受众接受

的程度等方面看ꎬ 比政府主导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

家形象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的输出ꎬ 不仅给美国带

来了滚滚财源ꎬ 也全方位地提升了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①ꎬ 为中国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经验借鉴ꎮ

表 ３　 文化外交与文化产业对提升软实力的作用比较

主体 受众 内容 表现形式 传播方式 效果及可持续性

文化外交 政府 精英 ＋ 大众 高雅艺术 有限性 主观性 小

文化产业 市场 大众 ＋ 精英 流行艺术 多样性 客观性 大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自制ꎮ

近年来ꎬ 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外交手段ꎬ 增加了针

对拉美地区的各种培训项目和教育奖学金名额ꎬ 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
体育、 媒体等方面的交流活动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６ 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代表着中拉文

化交流的新高度ꎮ 孔子学院成为中国开展教育培训和文化传播的一张名片ꎬ
不仅扩张快ꎬ 而且投入多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全球已有 １５５ 个国家 (地区)
设立了 ５３０ 所孔子学院和 １１２９ 个孔子课堂ꎬ 其中ꎬ 在拉美 ２４ 个国家建立了

４３ 所孔子学院ꎬ ６ 个孔子课堂ꎮ② 当中拉人文交流处于低水平时ꎬ 将政府主导

的外交手段作为人文交流的主要手段是非常必要的ꎮ 但是随着中拉人文交流

水平的扩大ꎬ 产业合作应提上日程: 一方面中拉双方有发展相关领域产业合

—１１—

①
②

饶曙光: «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ꎬ 载 «当代电影»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 / 孔子课堂»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ｎｂａｎ ｏｒｇ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ｎｏｄｅ＿ １０９６１

ｈｔｍ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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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础和预期ꎬ 另一方面有助于中拉经贸结构转型和提质增效ꎮ
(三) 完善中拉合作机制ꎬ 构建全方位的合作体系

中拉关系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ꎬ 逐步建立了双边和整体的双轮驱

动合作机制ꎬ 这些机制成为推动中拉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平台ꎮ 在双边层次ꎬ
中国与多数拉美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磋商机制ꎮ 其中ꎬ 中国—巴西高

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 (ＣＯＳＢＡＮ) 对话级别最高ꎬ 为副国级别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巴西副总统莫朗访华ꎬ 同王岐山副主席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巴西高层协调

与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ꎮ 中国与巴西还举行了三届外长级全球战略对话ꎮ
此外ꎬ 中国与墨西哥 (２００４ 年)、 阿根廷 (２０１３ 年) 和智利 (２０１７ 年) 建立

了政府间常设委员会ꎮ 中拉整体合作自中拉论坛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成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举行首届部长级会议以来ꎬ 机制化合作取得了进展ꎮ 论坛逐渐形成了部长

级会议、 国家协调员会议、 中国—拉共体 “四驾马车” 外长对话会、 八个专

业领域分论坛以及由外交部牵头的中拉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合作机制ꎮ
机制化是中拉关系发展的制度性保障ꎮ 从欧盟与巴西和拉美合作机制的

经验看ꎬ 由于整体合作 (欧盟称为 “跨区域主义合作”) 缺乏有效性ꎬ “欧盟

正在放弃跨区域主义ꎬ 转而支持现实主义的双边战略”①ꎮ 两年一届的欧盟—
拉共体峰会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二届峰会至今未举行新的峰会ꎮ 虽然中拉论坛与

欧盟—拉共体峰会的模式不同ꎬ 但由于拉共体的组织机构不完善ꎬ 没有秘书

处ꎬ 轮值主席国每年轮换ꎬ 拉美大国参与热情低等原因ꎬ 中拉论坛的效率和

执行能力略显不足ꎮ 目前ꎬ 中拉论坛的作用主要停留在论坛性质上ꎬ 还没有

成为推动中拉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ꎮ 与中非论坛等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开展

的整体合作机制相比ꎬ “中拉论坛掉队风险仍存”②ꎮ 因此ꎬ 未来中拉论坛必

须寻找新的办法ꎬ 增加中国与拉共体的协调能力并提升合作效率ꎮ
此外ꎬ 还应探索 “１ ＋ Ｎ” 的小多边合作机制ꎬ 特别是中国与南共市、 太

平洋联盟、 加勒比共同体等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对话与合作ꎮ 拉美这些组

织机制比较完善ꎬ 成员国相对较少ꎬ 易于协调ꎮ 其中ꎬ 太平洋联盟是拉美地

区最具开放性和活力的、 面向亚太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ꎬ 应成为未来中国与

拉美之间小多边合作的主要伙伴ꎮ 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后ꎬ 中国应考虑加入 ＴＰＰ 其余成员随后建立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２１—

①

②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Ｇｒａｔｉｕｓꎬ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６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

王慧芝: «中拉论坛建设成就、 问题及前景»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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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ꎮ 通过加入该协定ꎬ 中国可以深化与智利、 秘鲁和

墨西哥等太平洋联盟国家的关系ꎬ 未来可以使它成为让拉美融入亚太的重要

平台ꎬ 并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南共市的自由贸易谈判ꎮ

四　 中国对拉战略的影响因素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中拉关系发展的内外环境也正在发生复杂

和深刻的变化ꎮ 这种变化对中拉关系来说有机遇ꎬ 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一) 中国经济 “新常态” 与中拉务实合作的提质升级

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ꎬ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发展转入中高速发

展ꎮ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ꎬ 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下跌ꎬ 中拉经

贸合作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ꎮ 一是中拉贸易出现放缓甚至下降ꎮ 中拉贸易额

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几乎没有增长ꎬ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分别下降 １１ ６１％和 ８ ７％ ꎮ
虽然中拉双边贸易额在 ２０１８ 年突破 ３０００ 亿美元ꎬ 但这与中美贸易战后中国

扩大从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大宗农产品进口有很大关系ꎮ 从中美贸易战中受益

的拉美国家担心美国停止对中国的贸易战后ꎬ 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将受到影响ꎮ
二是中拉经贸关系中原有的一些结构性问题ꎬ 如贸易不平衡及贸易摩擦等问

题日益突出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 拉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

续扩大ꎬ ２０１５ 年只有巴西、 智利、 秘鲁、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五个拉美国家对

中国有贸易顺差ꎮ 自 ２０１６ 年拉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开始收窄ꎬ ２０１８ 年才转为

顺差ꎮ 贸易不平衡导致中拉贸易摩擦加大ꎬ 使拉美对中拉经济关系是否双赢

提出质疑ꎬ 认为中拉经济关系只服务于中国的发展ꎬ 而不是拉美国家的发

展ꎮ① 三是受中国外汇储备下降影响ꎬ 中国对拉美投资和贷款转为审慎ꎮ 其

中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从 ２７２ ２７ 亿美元下降到 １４０ ８７ 亿美元ꎬ
下降了 ４８ ８９％ ꎮ 中国对拉美国家的金融贷款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ꎬ ２０１８ 年略有回升ꎬ 但仍保持在低位ꎮ②

尽管中国经济减速使中拉经贸合作受到一些影响ꎬ 但中国政府为应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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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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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ｕｅ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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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新常态”ꎬ 大力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ꎬ 给中拉经贸结构提质升级带来了许

多机会ꎮ 一是推动了中拉贸易多元化ꎮ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

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ꎬ 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拉美高品质的农产品、 文

化产品及服务进入中国提供了新机遇ꎮ 智利和阿根廷的红酒、 阿根廷和厄瓜

多尔的大虾、 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牛肉、 智利和秘鲁等国的水果越来越多

地进入中国百姓的餐桌ꎮ 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ꎬ 许多高新技术企业

扩大了对拉美地区的投资ꎬ 使中国在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多元化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初级产品部门占中国对该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 ５３ ３９％ ꎬ 制造业和服务业

占投资总额的 ３６ ２１％ ①ꎮ 三是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为拉美国家对华出口和

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ꎮ 中国通过扩大对拉美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举办进口

博览会ꎬ 使拉美国家感受到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ꎮ
但是ꎬ 解决中拉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并非一蹴而就ꎮ 据联合国拉美

经委会的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初级产品仍占拉美对华出口的 ７０％ ꎬ 而拉美对世界的

出口中初级产品只占 ３４％ ꎮ 相反ꎬ 技术性较高的制成品只占拉美对华出口的

８％ ꎬ 而拉美对世界的制成品出口占 ４９％ ꎮ 拉美对华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几种

产品的问题仍然严重ꎮ ２０１５ 年拉美对中国出口的 ５ 种产品占对中国出口的

６９％ ꎮ 拉美国家认为ꎬ 中拉经贸结构使 “生产力的差异不断放大了双边贸易

的不平等关系ꎬ 从而使核心—边缘模式在中拉关系中越发明显”②ꎬ 中拉经贸

结构提质升级任重道远ꎮ
(二) 拉美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将影响中拉贸易和投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拉美国家发展的 “黄金时期” 主要是由大宗商品的需求及

价格上涨带动的ꎮ ２０１２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后ꎬ 拉美经济的繁荣周期结

束ꎮ 拉美经济自 ２０１４ 年出现增速放缓ꎬ ２０１６ 年出现下跌ꎬ ２０１７ 年拉美经济

触底ꎬ 但持续低迷ꎮ 未来几年拉美经济形势都不乐观ꎬ 不仅 ＧＤＰ 增长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ꎬ 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断调低对拉美国家经济增

长的预期ꎮ 由于经济增长不足ꎬ 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面临考验ꎮ 拉美国

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ꎬ 财政赤字增加ꎬ 债务负担加重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总统初选后ꎬ 阿根廷货币比索汇率大幅下跌ꎮ 拉美经济持续低迷及宏观经

—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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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ｕｓｓｅｌｐｅ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ＣＥＣＨＩＭＥＸ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４]

[阿根廷] 埃杜阿多丹尼尔奥维多: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现实与发展»ꎬ 载 «江苏师

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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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不稳定ꎬ 将对中国对拉美的出口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ꎮ 因为基础设施投

资通常是顺周期的ꎬ 在经济下行周期里政府和私人公司都缺乏资金和投资

意愿ꎮ

表 ４　 拉美国家及世界 ＧＤＰ 增长情况 (％ )

年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

世界 ３ ９ ４ ３ ３ ５ ３ ５ ３ ６ ３ ５ ３ ４ ３ ８ ３ ６ ３ ０ ３ ４ ３ ６

拉美 ３ ２ ４ ６ ２ ９ ２ ９ １ ３ ０ ３ － ０ ６ １ ２ １ ０ ０ ２ １ ８ ２ ７

中国 ９ ９ ９ ０ ７ ４ ７ ３ ６ ７ ６ ４ ６ １ ６ ２ ６ ２ ５ ８ ５ ５ ５ ３

　 　 注: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为预测值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ｔｕｒｎꎬ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１ / ｗｏｒｌ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５]

拉美经济低迷ꎬ 从表象上看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ꎬ 但最根

本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及竞争力缺乏造成的ꎮ 拉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初

级产品化、 出口产品单一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ꎮ 拉美左派政府曾试图利用

出口繁荣带来的超额收入调整经济结构ꎮ 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 ２００５ 年

成立了国家发展基金 (ＦＯＮＤＥＮ)ꎬ 将石油收入注入这个基金并用于工业和社

会投资ꎬ 以减少国家对石油出口的依赖ꎮ 巴西曾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出台两个加速增长计划 (ＰＡＣ)ꎬ 促进对工业的投资ꎻ 阿根廷的基什内尔政府

提出建立生产性国家ꎬ 等等ꎮ 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的竞争力较低ꎬ 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以及一体化程度较低ꎬ 拉美国家的经济转型并不成功ꎮ 委内瑞拉非

石油投资不仅没有产生效益ꎬ 而且国家对于石油的依赖不降反增ꎬ ２０１２ 年上

半年石油占该国出口收入的 ９６％ ꎬ 而 １０ 年前只占 ８０％ ꎮ 巴西、 阿根廷等国家

的非工业化进一步发展ꎮ
未来拉美经济能否走出困境ꎬ “将主要取决于能否在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ꎬ 但由于经济竞争力不足、 投资率低等种种因素ꎬ
“拉美国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依然任重道远”ꎮ① 中国通过扩大对拉美

的投资及加强产能合作ꎬ 有助于拉美国家经济及中拉经贸结构的调整ꎮ 然而ꎬ
拉美国家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制约、 制度制约及环境成本等问题将给中拉在投

—５１—

① 苏振兴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 未来 １０ 年的经贸合作»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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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及产能方面的合作带来诸多挑战ꎮ
(三) 拉美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风险

２０ 世纪初拉美左派集体性崛起ꎬ 在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带动下以及左派政

府社会政策的推动下ꎬ 拉美国家政局保持了稳定并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

进步ꎮ 个别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改善ꎬ 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ꎬ 贫困

和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①ꎮ 但是ꎬ 随着拉美经济超级繁荣周期结束后ꎬ 拉美

许多国家国内政治矛盾扩大ꎬ 社会冲突加剧ꎬ 政治钟摆加速摇摆ꎬ 政局进入

不稳定期ꎮ
一是拉美政治生态变化ꎬ 拉美政治钟摆向右偏转ꎮ 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阿根廷右翼总统马克里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Ｍａｃｒｉ) 上台ꎬ 终结左翼基什内尔政府长达

１２ 年的执政后ꎬ 巴西、 智利、 巴拉圭、 秘鲁、 哥伦比亚等拉美主要大国的右

翼政府相继上台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下台ꎬ 巴西左翼

劳工党 １３ 年的执政被终结ꎮ ２０１９ 年巴西极右派总统博索纳罗上台执政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乌拉圭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ꎬ 右翼政党民族党联合右翼的红

党上台执政ꎬ 左翼的广泛阵线失去政权ꎬ 标志着乌拉圭 “一个时代的终结”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选举ꎬ 由于莫拉莱斯被控选举舞弊ꎬ 反

对派不承认大选结果ꎬ 执政 １４ 年的左翼总统莫拉莱斯被迫下台ꎮ 拉美政治格

局向右转的趋势是否已经确立ꎬ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ꎮ 因为在南美许多国

家右转的同时ꎬ 墨西哥左翼领导人上台执政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墨西哥以国家复

兴运动党 (ＭＯＲＥＮＡ) 为主组建的 “让我们共同创造历史” 联盟候选人奥夫

拉多尔 (Ａｎｄｒéｓ Ｍａｎｕｅｌ Ｌóｐｅｚ Ｏｂｒａｄｏｒ) 当选总统ꎮ 拉美政治格局和生态的变

化对中拉贸易关系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ꎮ 智利和秘鲁等多数国家已把发展

重心放在亚太ꎬ 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已成为其国策及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共识ꎮ
在秘鲁ꎬ 时任总统库琴斯基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就职后ꎬ 打破传统ꎬ 于 ９ 月将

中国作为首访的目的地ꎮ 一些右翼政府上台前对本国与中国的关系有许多质

疑和批评ꎬ 但他们上台后不得不走向实用主义ꎮ 比如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上台

后ꎬ 曾一度以不透明和不利于环境保护为由ꎬ 提出要重新评估中国与基什内

尔和克里斯蒂娜政府开展的所有合作项目ꎮ 虽然有些合作项目进行了微调ꎬ
但马克里政府不得不承认中阿关系 “极为重要” 和 “非常互补”ꎬ 使 “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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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ＥＣＤꎬ ＣＡＦꎬ ＣＥＰＡ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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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及其影响因素　

廷很难拒绝中国的提议”①ꎬ 并重新确认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②ꎮ 巴西的

情况也是如此ꎮ 巴西右翼总统博索纳罗竞选时对巴西与中国的关系多有批评ꎬ
主张加强与美国的关系ꎬ 并访问中国台湾ꎬ 但他在执政后不得不让外交政策

回归理性和实用主义ꎮ 在利益关系面前ꎬ 博索纳罗总统不得不承认 “中巴必

定要走到一起”③ꎮ
右翼政府对中拉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ꎮ 他们希望加强与美国

和欧盟的关系ꎬ 减少对中国在经济及外交上的倚重ꎮ 马克里政府上台后ꎬ 表

示要与美国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建立贸易、 经济和外交上的伙伴关

系”④ꎮ 马克里政府试图改善与美国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希望 “回归世界”ꎬ 特

别是回归国际资本市场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停职后ꎬ 巴西新任

外交部长、 原巴西社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塞拉 (Ｊｏｓé Ｓｅｒｒａ) 开始奉行 “新外

交政策”ꎬ 放弃劳工党政府的南南外交ꎬ 将合作重点放在巴西外交的 “传统伙

伴”ꎬ 特别是阿根廷、 美国和欧盟ꎮ⑤ 博索纳罗政府上台后ꎬ 巴西与美国之间

接触的密切程度达到 “前所未有” 的水平ꎬ 两国开启了更紧密合作的新时代ꎮ
二是拉美各国政府面临执政困境ꎬ 政治和社会风险加大ꎬ 政治钟摆加速

摇摆ꎮ 拉美经济进入下行周期、 发展模式转型困难以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ꎬ
加大了拉美各国政府执政的困难ꎮ 由于执政基础不牢靠ꎬ 拉美国家政治钟摆

将加速摇摆ꎮ 主要受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ꎬ 委内瑞拉自 ２０１４ 年陷入经济、 政

治和社会危机ꎮ 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ＰＳＵＶ)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

国会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ꎬ 执政能力受到制约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马杜罗政

府开始新一届任期ꎬ 由于反对派抵制选举ꎬ 美国、 欧洲及拉美的 ５０ 多个国家

拒绝承认其合法性ꎬ 转而承认和支持自任总统的国会主席瓜伊多 ( Ｊｕａｎ
Ｇｕａｉｄｏ) 为合法领袖ꎮ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加剧了委内瑞拉经济和社

会危机ꎬ 约 ４００ 万委内瑞拉移民涌入拉美邻国ꎬ 给哥伦比亚、 巴西、 秘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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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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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瑶: «阿根廷希望扩大对华贸易领域»ꎬ 载 «今日中国»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ꎮ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 Ｍｅｅ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Ｘｉ ｉｎ Ｂｉ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Ｕ Ｓ”ꎬ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 － ｍｅｅｔ － ｃｈｉｎａ － ｘｉ － ｂｉｄ － ０１１５３７２０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７]
Ａｍｙ Ｋａｓｌｏｗꎬ “Ｏｂａｍａ’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ｏ Ｇｒｏｗ”ꎬ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ｎ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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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ꎮ
在经济下行周期里ꎬ 右派政府同样面临执政困境ꎬ 一些国家先后出现经

济危机和社会动荡ꎮ 阿根廷马克里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上台后ꎬ 虽然大力推动经济

改革ꎬ 但由于受到各种制约以及改革不到位等因素影响ꎬ 阿根廷比索汇率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总统初选后出现大幅贬值ꎮ 经济政策失败导致阿根廷左翼政

党 “全民阵线” 推举的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和前总统

克里斯蒂娜的组合赢得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总统选举的胜利ꎬ 阿根廷政治钟摆

加速摇摆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厄瓜多尔政府推出的财税改革ꎬ 特别是取消燃油价格

补贴ꎬ 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ꎮ 令人意外的是ꎬ 作为拉美发展榜样的、 被

皮涅拉总统称为拉美经济平衡和民主稳定 “绿洲” 的智利ꎬ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中旬ꎬ 因地铁票价上涨引起民众不满ꎬ 陷入持续的社会骚乱ꎬ 人员和财产损

失巨大ꎮ 拉美政治的不稳定性、 政治风险的增加以及社会动荡将会影响中国

企业对拉美的投资信心ꎬ 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及人员安全构成一定挑战ꎮ
(四) 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是影响中拉关系发展最大的地缘政治因素ꎮ 特朗普 ２０１７ 年执政

后ꎬ 其奉行的 “美国优先” 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移民政策等给拉美国家ꎬ
特别是墨西哥、 中美洲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ꎮ 有学者感叹特朗普将让 “中国

在拉美变得伟大”①ꎮ 墨西哥前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指出ꎬ 特朗普的

当选对拉美意味着 “一场彻底的灾难”ꎮ 多位拉美学者指出ꎬ 这不但让中国借

此机会靠近拉美ꎬ 还可能导致华盛顿原来的盟友尝试调整姿态ꎮ②

然而ꎬ 随着中美关系从战略接触转向战略竞争ꎬ 美国对中国在拉美日益

扩大的存在从战略关注转向战略遏制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把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者”ꎬ 指责 “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

款将该地区 (拉美) 拉到自己的轨道”ꎬ 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目标之一是

“限制 (中国、 俄罗斯等) 对手在离我们很近的地区开展活动的机会”③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门罗主义回归及其对中国的打压政策ꎬ 对中拉关系构成了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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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地缘政治挑战ꎮ 一是美国官员利用出访及演讲的各种机会抹黑中国

在拉美的形象、 离间中拉关系已成为 “新常态”ꎬ 美国先后给中国贴上了 “掠
夺性行为者”①、 “债务陷阱的制造者” 等标签ꎮ 二是影响拉美国家的政局和

政策ꎬ 使其朝向有利于美国而不是中国的方向发展ꎮ 三是对拉美国家直接施

压和威胁ꎬ 要求拉美国家与美国建立 “排他性关系”②ꎮ 在美国的干扰下ꎬ 美

洲开发银行取消了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在成都举行的年会ꎬ 并对新近与中国建

交的巴拿马、 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做出暂停援助等威胁③ꎮ 四是利用美国的

“长臂管辖” 政策影响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ꎮ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极限施压政

策严重影响中委金融合作和石油贸易ꎮ 五是创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ＵＳＩＤＦＣ)ꎬ 将对西半球的融资增加 １ 倍ꎬ 提高至 １２０ 亿美元ꎬ 在拉美基础设

施投资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ꎮ 尽管中美贸易战有所缓和ꎬ 但中美关系的结构

性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ꎬ 中国在拉美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将会持续ꎬ 美国因

素对中拉关系的影响将会增加ꎮ

五　 中拉关系前景: 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英国退欧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建立起来的全球自由秩序面临挑战ꎬ 冷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正在重构ꎮ
在大变局下ꎬ 大国竞争加剧并对拉美国家形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ꎮ 目前ꎬ 拉

美国家面临两种战略认知及战略选择: 一种是中国继续崛起ꎬ 终结西方时代ꎬ
形成 “中国之治”ꎬ 拉美国家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④ꎻ 另一种是美国将继续

主导世界ꎬ 而中国经济减速以及中美战略竞争ꎬ “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可能

‘触顶’”ꎬ 未来 “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政治、 贸易和投资关系将进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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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而非持续扩张的时期”①ꎬ 拉美应追随美国捍卫西方的自由秩序ꎮ 阿根廷

首富爱德华多尤尼金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Ｅｕｒｎｅｋｉａｎ)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大选前公开呼吁

阿根廷下一任总统ꎬ “除了拥抱美国之外ꎬ 没有其他增长途径” “与中国结盟

只会加剧贫困” “如果阿根廷犯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错误ꎬ 就像它在过去 ８０
年里所犯的错误ꎬ 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错误的政治盟友ꎬ 阿根廷将注定失败”ꎮ②

还有学者认为拉美国家过去在大国之间实行的 “钟摆外交” 是一个制胜的战

略ꎬ 但由于当前 “不具备成为太平洋两岸———北美和亚洲的战略资产”ꎬ 拉丁

美洲可能面对另一性质的陷阱ꎬ 即 “太平洋陷阱”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ｐ)ꎮ③

在国际格局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以及拉美国家面临战略选择困境时ꎬ 中

国对拉美的政策也处在一个关键时刻ꎬ 要给予拉美国家信心ꎬ 稳定拉美国家

对中国的战略预期ꎮ 为此应从两方面着手ꎮ 一是做好自己ꎬ 保持中国崛起的

势头ꎬ 增加拉美国家对中国发展的信心ꎮ 中国的崛起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多元

化的外交战略选择ꎬ 符合拉美国家的利益ꎮ 重要的是要让拉美看到ꎬ 虽然中

国经济减速ꎬ 但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ꎬ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

擎ꎮ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最大的货物出口国、 第二大货物进口国、
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及最大的旅游市场ꎬ 对世界经济

和拉美经济的影响巨大ꎮ 二是实现中拉关系的合作共赢ꎬ 让拉美国家从中国

的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ꎮ 中国对拉战略目标明确ꎬ 路径清晰ꎬ 规划性

及可操作性强ꎬ 这是中拉关系发展的最大确定性ꎬ 为中拉关系向着可预期的

方向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ꎮ 但关键在于落实ꎬ 并产生政策效果ꎮ 只有这

样才能增加中国对拉战略的国际信誉及竞争力ꎮ
中拉已成为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ꎬ 拉美国家的繁荣稳定符合中国的利

益ꎬ 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非常重要ꎬ 而且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

展也成就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ꎮ 面对当前拉美国家出现的经济下行风

险、 政治动荡、 社会不稳定以及某些国家的外交调整ꎬ 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和信心ꎮ 虽然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后ꎬ 拉美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并对拉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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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ꎬ 但这也将迫使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ꎬ 提升经

济竞争力ꎮ 巴西经济部长保罗格德斯 (Ｐａｕｌｏ Ｇｕｅｄｅｓ) 表示ꎬ 巴西希望 “在
４ 年内完成 ４０ 年的事”ꎬ 加快经济开放ꎬ 加强与世界融合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巴

西养老金改革法案获参议院通过ꎬ 并即将生效ꎬ 由此终结了 “世界上最慷慨

的养老金制度”ꎮ 巴西博索纳罗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国家治理方面的决心和行

动ꎬ 让我们看到了巴西等拉美国家未来重新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希望ꎮ
在改革的过程中ꎬ 拉美国家不仅 “指望中国在这条道路上成为合作伙伴”ꎬ 拉

美国家的开放政策也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ꎮ 政治上ꎬ 拉美政局总体可

控ꎬ 除少数国家外ꎬ 大多数国家仍在民主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ꎮ 同

时ꎬ 巴西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腐败案以及巴西 “洗车行动” 等反腐行动给秘鲁、
巴西等拉美国家造成的政坛震荡甚至政治危机只是暂时的ꎬ 长远上看则有利

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ꎮ 对中国来说ꎬ 拉美仍是 “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热

土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发展前景ꎬ 是国际格局中不断崛起的一支重

要力量”②ꎮ 中拉关系发展前景依然向好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１２—

①

②

Ｋｅｌｌｙ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ꎬ “Ｂｒａｚｉｌ’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Ｇｕｅｄｅ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 / / ａｇｅｎｃｉａｂｒａｓｉｌ ｅｂｃ ｃｏｍ ｂｒ / ｅ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 ｎｏｔｉｃｉａ / ２０１９ － １１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４]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 １０ 版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