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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 ７０ 年里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经过了从

点到面、 从基础性到战略性、 从无足轻重到不可或缺的历程ꎮ 本文

基于双方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ꎬ 将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中拉关系归纳为

三个阶段ꎬ 即政治驱动为主阶段 (１９４９—２００１ 年)、 经贸驱动为主

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和战略引领、 多擎驱动阶段 (２０１３ 年以

来)ꎮ 本文将战略引领、 多擎驱动阶段称之为 “构建发展” 阶段ꎮ
战略引领表现为双方关系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日益凸显ꎬ 双方政府主

动从战略高度规划彼此关系的发展ꎮ 多擎驱动表现为推动中拉关系

发展的动力向着政治、 经贸、 社会、 人文、 国际协作、 安全领域及

整体合作方式全面发展ꎬ 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的战略合

作格局ꎮ 本文认为ꎬ 要充分评估当前中拉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

表现出的韧性ꎮ 未来中国必将从大国责任和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必然

逻辑出发来建构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ꎬ 对拉战

略在追求发展利益的同时兼顾道义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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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 ７０ 年里ꎬ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对

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走过了从点到面、 从基础性到战略性、 从无足轻重

到不可或缺的非凡历程ꎮ 这段跨世纪的关系ꎬ 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中国

外交的成绩和困惑ꎬ 具有重要的思考意义ꎮ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 正值冷战格局形成之际ꎬ 中国和拉美分属以美苏为首

的两个阵营ꎮ 囿于国际格局和自身国际地位ꎬ 中拉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都处

于边缘地位ꎬ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足轻重ꎮ 因此ꎬ 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ꎬ 中拉关系以建立和发展政治关系为主要目标ꎮ 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 (ＷＴＯ) 不仅是中国拥抱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ꎬ 也有力地推动了中拉

关系向以经贸合作为主的方向演进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中国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ꎬ 中拉经贸也实现了 “跳跃式” 的加速

发展ꎬ 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ꎮ 当前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再仅

限于政治、 经贸关系ꎬ 而向着政治、 经贸、 社会、 人文、 国际协作、 安全等

领域全面发展ꎬ 合作形式从双边关系向整体合作迈进ꎬ 中国和拉美已经形成

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本文基于双方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ꎬ 将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中拉关系归纳为三

个阶段ꎬ 即政治驱动为主阶段 ( １９４９—２００１ 年)、 经贸驱动为主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和战略引领、 多擎驱动阶段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未来中国对拉

战略需要以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① 为目标ꎬ 在追求发展利益

的同时兼顾道义原则ꎬ 以寻求双方共同的可持续发展ꎮ

一　 中拉关系的历史回顾: 从政治驱动为主到经贸驱动为主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ꎬ 中拉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以政治驱动为主和以

经贸驱动为主的两大发展阶段ꎮ 在这两个阶段中ꎬ 国际格局变化和中拉各自

对外战略的调整是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ꎬ 双方关系发展的主要目标

和取得的成就也因此而有所变化ꎮ
(一) 政治驱动为主阶段 (１９４９—２００１ 年)
新中国成立到 ２１ 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ꎬ 建立和发展政治关系是中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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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主要动力ꎬ 这一阶段也是中拉双方致力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期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各自的对外战略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次调整ꎮ 受制于国

际格局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ꎬ 这一时期中拉关系在双方对外战略

中的地位都处于边缘化状态ꎮ 因此ꎬ 双方在发展相互关系上不抱过高期望ꎬ
不求 “抱个金娃娃”①ꎬ 不提过高要求ꎬ 双方也努力挖掘对方在自身对外战略

中的基础性作用ꎮ
建立和推动政治关系的发展是这一时期中拉关系的主要目标ꎮ 这一时期

的中拉关系见证了两次建交高潮ꎮ １９６０ 年中国与古巴建交、 实现对拉外交关

系的 “零突破” 之后ꎬ 历经十余年ꎬ 中拉关系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ꎮ
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年ꎬ 有 １１ 个拉美国家同中国建交ꎬ 包括智利、 秘鲁、 墨西哥、 阿

根廷和巴西等拉美大国和主要国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又与哥伦比亚、 安提

瓜和巴布达、 玻利维亚、 乌拉圭等拉美中小国家建交ꎬ 形成了第二次建交高

潮ꎮ 到 ２００１ 年年底ꎬ 中国共与 １９ 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双方关系实

现了正常化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拉美地区是中国 “伙伴外交” 的最早实践地ꎮ
１９９３ 年中国与巴西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伙伴外交的先河ꎮ

这一时期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服从于政治关系发展这一总体目标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双方关系进入建交高潮的同时ꎬ 中拉贸易关系改变了以中古贸易

为主的状况ꎬ 实现了国别贸易合作的全面铺开ꎮ 但直到 ９０ 年代末ꎬ 中拉经贸

关系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中拉贸易总额为 ８２ ６１ 亿美元②ꎬ 直到

２０００ 年才实现了 １００ 亿美元的突破ꎮ
(二) 经贸驱动为主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中国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 这不仅是中国融入经济全

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的标志性事件ꎬ 也带动中拉关系进入了经贸驱动发展阶

段ꎮ 在这一阶段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抓住战略机遇期ꎬ 实现了双方关系的 “跨
越式” 发展ꎮ

这一时期ꎬ 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ꎮ 对中国而言ꎬ 拉美

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作为一个资源型大陆和拥有 ６ 亿人口的潜在市场ꎬ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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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上ꎬ 还体现为其在 “台湾因素” 中的特殊性上ꎮ①

对拉美而言ꎬ 中国虽然是 “后来者”ꎬ 但已成为其多元化战略不能忽视的选择

之一ꎮ 此外ꎬ 同为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和拉美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等重

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诉求起相互支撑作用ꎮ
经贸往来是这一时期中拉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和 “压舱石”ꎮ 双方贸易实

现了跳跃式发展ꎬ ２００３ 年中拉贸易总额突破 ２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７ 年突破 １０００ 亿

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突破 ２０００ 亿ꎮ ２０１２ 年再创新高ꎬ 达到 ２６１３ 亿美元ꎮ② 通过与

智利、 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等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ꎬ 中国逐渐启动和扩展

了自由贸易网络ꎮ 投资和金融合作在这一阶段开始发力ꎬ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

资存量达到 ６８２ １ 亿美元ꎬ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ꎮ 中

国资金在这一时期有力地支持了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等项目ꎮ
这一时期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是在双方政治、 经济、 社会全方位发展的

大背景下发生的ꎬ 实际上映射了双方十年来的发展进程ꎮ 中拉关系日益密切ꎬ
这不仅得益于双方从战略上给予对方的高度重视ꎬ 得益于驱动双边关系发展

的强大经济纽带ꎬ 还得益于双方在构建更加有效的社会经济治理和公平合理

的国际秩序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重要共识ꎮ 与此同时ꎬ 这一时期双边关系存

在不平衡的问题ꎬ 如一些拉美国家对华出口结构单一ꎬ 对华贸易存在逆差ꎬ
以及中国对拉美投资国别和领域集中度高等ꎮ

二　 当前中拉关系的发展: 战略引领 ＋多擎驱动

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外交不仅是成功的开局之年ꎬ 也是创新之年、 丰收之年③ꎮ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强调要 “加强战略思维”④ꎬ 并提出

了一系列战略性理念ꎬ 包括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丝绸之路经济带” 等ꎬ 对

中拉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战略性、 引领性的作用ꎬ 中拉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ꎬ 即 “构建发展” 阶段ꎮ 战略引领下的多擎驱动是这一阶段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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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力ꎬ 战略引领表现为双方关系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日益凸显ꎬ 双方领导人

统揽全局ꎬ 主动从战略高度规划彼此关系的发展ꎬ 包括战略目标、 战略路径

和合作原则等方面内容ꎬ 从而使得双方关系向 “主动筹划型” 也即 “构建发

展” 模式转变ꎮ① 多擎驱动表现为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动力不再仅限于政治、
经贸关系ꎬ 也不再仅限于双边关系ꎬ 而向着政治、 经贸、 社会、 人文、 国际

协作、 安全及整体合作全面发展ꎬ 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的战略合

作格局ꎮ
(一) 战略定位的提升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 ３０ 多年的高速增长ꎬ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ꎬ 国力的提升带来国家利益的拓展及国际地位的变化ꎬ 中国需要重塑自己

的国际角色和对外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世界的观察视角更为宽广ꎬ 对国

际事务的参与路径更趋多样化ꎬ 主动构建国际关系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ꎬ 政

策手段也日渐丰富ꎮ
对于拉美ꎬ 中国视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性力量: 拉美地区是中

国伙伴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础ꎬ 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

方ꎬ 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的关键因素ꎮ 基于以上判断ꎬ 在中国推动新型国际

关系的过程中ꎬ 拉美成为重要的建设性伙伴ꎮ
对于拉美ꎬ 中国已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外部伙伴ꎮ 尽管不同的拉美国家

在发展对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中受益程度不同ꎬ 但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已经

成为地区共识ꎮ 拉美国家希望借助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自身的发展ꎮ 因

此ꎬ “中国倡议” 和 “中国方案” 得到拉美伙伴的积极回应ꎮ 中国的 “一带

一路” 倡议、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机

制ꎬ 是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ꎬ 拉美国家对此进行了积极响

应和参与ꎮ
(二) 多擎驱动

１ 首脑外交引领新阶段中拉关系的发展

首脑外交不仅引领着中拉关系的发展方向ꎬ 而且在双方关系发展中起着

重要的协调和推动作用ꎮ 从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五次踏上拉美大陆ꎮ 近

两年中国推出主场外交ꎬ 拉美伙伴纷纷到华参会ꎮ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和智利

总统巴切莱特出席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中国举行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６２—

① 赵重阳、 谌园庭: «进入 “构建发展” 阶段的中拉关系»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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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ꎮ ９ 月ꎬ 巴西总统特梅尔和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

厦门峰会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古巴、 多米尼加、 巴拿马和萨尔瓦多 ４ 国元首出席了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智利总统皮涅拉出席了第二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ꎮ 此外ꎬ 中拉领导人在联合国、 金砖国家、 二十

国集团等多边场合的互动充分展示了中拉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ꎮ
２ 中拉经贸关系向贸易、 投资、 金融三轮驱动模式演进

数年前ꎬ 巴西前总统罗塞夫直言ꎬ 中拉经贸关系需要 “超越互补”ꎬ 实现

升级ꎮ 正是因为注意到了双方关系中存在的不平衡性ꎬ 中拉双方通过努力ꎬ
使经贸领域的合作向平衡性方向发展ꎮ 中拉经济关系在日益密切的同时也日

益呈现贸易、 投资和金融并驾齐驱的景象ꎮ
贸易关系超越不平衡性ꎮ 在经历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中拉贸易增

速进入下行通道两年后ꎬ ２０１７ 年中拉贸易额重回上升通道ꎬ 并呈现出新的、
向好的发展特点ꎮ ２０１８ 年中拉贸易总额首次突破 ３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新

高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之下ꎬ 中拉贸易增速

放缓ꎬ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前三个季度ꎬ 中拉贸易总额为 ２３２７ １７ 亿

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 ９％ ꎬ 低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２ ８％的增速ꎮ 值得一提

的是ꎬ 中国自拉美进口 １２１５ ３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 ５％ ꎬ 好于同期中国进口

下降 ０ １％的表现ꎬ 中国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加大从拉美进口力度的承诺ꎮ①

拉美国家成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参与方ꎮ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ꎬ 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ꎮ
中国希望通过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使中国大市场变得更具吸引力ꎬ 为全球提

供更多的发展机遇ꎬ 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提供更多动力ꎮ 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ꎬ 拉美有 １４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ꎬ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等 ４ 个国家

元首应邀出席开幕式ꎮ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ꎮ 正如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

说ꎬ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是中国的独唱ꎬ 而是各国的大合唱”②ꎮ 拉美国

家的积极参与推动了更多来自拉美的优势产品进入中国ꎮ

—７２—

①
②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 / / ２０２ ２０４ １６４ ２３: ９１ / ｐａｇｅ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０]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全文)»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５ / ｃ＿１１２３６６４６９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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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助力下ꎬ 拉美对华出口多样性增加ꎮ 随着中国

中产阶层不断壮大ꎬ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购买拉美地区的优质产品ꎮ 除了

智利的车厘子、 墨西哥的鳄梨、 阿根廷的牛肉、 厄瓜多尔的大虾等具有鲜明

国别标志的产品ꎬ 秘鲁的藜麦、 巴拿马的凤梨等食品也陆续登陆中国ꎮ 中国

这个被拉美国家视为极有潜力的市场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市场ꎮ
中国对拉美投资更加多元化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

底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存量达到 ３８６８ ９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的 ２１ ４％ ꎮ① 拉美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ꎬ 中国也成为拉美稳定

的投资来源国ꎮ 除了能源、 矿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ꎬ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对拉美的高科技、 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表示出浓厚的投资兴趣ꎬ 中国资

本更多地进入了金融、 农业和食品、 制造业、 通信业、 服务业、 电子商务、
航空运输等领域ꎬ 有力地推动了拉美当地的经济发展ꎮ 中国长江电力公司投

资 ３５ ９ 亿美元收购秘鲁 Ｌｕｚ Ｄｅｌ Ｓｕｒ 配电公司 ８３ ６％股权ꎬ 是 ２０１９ 年中资企

业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ꎮ 此外ꎬ 越来越多的中国私人资本进入拉美市场ꎬ 中

国在拉美的投资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通

拉美地区首条绿色公交线路ꎬ 其所有运营车辆均采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比亚迪生产的纯电动大巴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 “一带一路” 建设在拉美地区

也结出了硕果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首钢秘铁 １０００ 万吨精矿扩建项目竣工ꎬ 成为

“一带一路” 落地拉美的第一个竣工项目ꎮ 秘鲁比斯卡拉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称

赞ꎬ 首钢项目在如此短的时间建成ꎬ 创造了一个奇迹ꎮ
中拉金融合作发展迅速ꎮ 当前ꎬ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国际融资的主要渠道

之一ꎬ 双方建立了多层次的融资渠道ꎮ 中国金融机构在拉美主要国家开设了

分支机构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银行获准在智利开设分行ꎮ 此前ꎬ 作为人民币清算行

的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也正式开业ꎬ 业务面向

整个拉美地区ꎮ 除了传统的优惠贷款、 出口信贷、 境外投资融资之外ꎬ 中拉

合作基金、 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各项基金逐步落地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中拉

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在北京成立ꎬ 是中国与拉美国家间首个多边金融合作机

制ꎬ 目的就是以更加紧密的金融合作促进更高水平的中拉合作ꎮ 中国与阿根

廷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关键时刻帮助阿根廷政府缓解了汇率危机ꎮ “一带一路”

—８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ꎬ 第 ９９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ｒｐＳｖｃ / Ｔｅｍｐ / Ｔ３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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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对接拉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资金融通和金融合作ꎮ
３ 人文交流成为中拉合作的新支柱

随着中拉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ꎬ 双方对相互间文化、 价值观、 制度等要

素的了解更为迫切ꎮ 一方面ꎬ 在中拉关系的发展过程中ꎬ 文化、 制度等因素

所形成的制约日益显性化ꎮ 另一方面ꎬ 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ꎬ 西方大国解

决国际和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贫乏ꎬ 需要更多 “中国思路” 和 “中国方案”ꎬ
以及 “拉美思路” 和 “拉美方案” 为之助力ꎮ “中国思路” 和 “拉美思路”
之间能否顺利对接ꎬ 从根本上取决于文化、 价值观等软实力的相互影响ꎮ 正

如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所说: “互联互通只有真正地把不同国家的人民、 不同国

家的文化相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ꎮ”①

基于此ꎬ 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中ꎬ
将人文合作单独列为中拉需要加强的一个合作领域ꎬ 而并非如第一份 “政策

文件” 那样将人文与社会视为一个合作领域ꎬ 足见中国政府对加强中拉人文

领域合作的重视程度ꎮ
媒体成为沟通中拉关系的使者和桥梁ꎮ 在双方急需加深相互了解的当下ꎬ

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一个真实的拉美显得尤为重要ꎬ 媒体担当此责义不容

辞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主办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金砖国家领导人

厦门峰会ꎬ 以及 １０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ꎬ 通过媒体的报道ꎬ 让更多的拉美人

了解现代中国ꎮ 中国人也通过多种媒体了解拉美政治经济发展变化ꎮ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ꎬ 中拉人文交流的主体更加多元化ꎬ 包括智库、 高

校、 行业协会、 文化演出机构、 企业以及华人华侨等都成为人文交流的主体ꎬ
从而开辟了更多民间交往的渠道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 旅游不仅是中拉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将成为

中拉经贸合作的新抓手ꎮ 如中国已成为向墨西哥输送游客最多的亚洲国家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赴墨游客数量有望上升至 ２０ 万ꎮ② 中国赴南美旅游在 ２０１９ 年尤其火

热ꎬ 拉美各国推出了各种旅游项目来吸引来自中国的游客ꎮ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表示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巴西旅游并给予免签待遇ꎮ 一旦实施细则出台ꎬ 中国

游客赴巴西旅游人数将大幅跃升ꎮ 哥斯达黎加则寻求将特色医疗旅游推向中国ꎮ

—９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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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拉美国家的积极加入使 “一带一路” 倡议更具全球意义ꎮ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

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时ꎬ 正值中拉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ꎮ 这一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前接受三国媒体

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ꎬ 早在几个世纪前ꎬ 中拉贸易使者就开辟了 “海上丝绸

之路”ꎬ 成为联系东西两个半球的重要贸易通道ꎮ 但彼时ꎬ 拉美地区并没有被

纳入 “一带一路” 框架范围内ꎮ 拉美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ꎬ 经历了从

审慎评估到热情拥抱的过程ꎮ 中国对于拉美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角色和定

位ꎬ 也从规划范围外到 “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ꎬ 再到 “不可或缺的重要参

与方” 的提升ꎮ 可以说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ꎮ
拉美国家和 “一带一路” 的关系ꎬ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ꎮ

哥斯达黎加前计划部长埃切维里亚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ｎｕｅｌ Ｅｃｈｅｖｅｒｒíａ) 的思考代表了多

数拉美国家的观点ꎬ “为何我们要游离于丝路之外?” “如果不进行战略性的思

考ꎬ 如果被排除在这个令人兴奋的发展倡议之外ꎬ 这将是一个严重错误”ꎮ①

中国对拉美国家的诉求给予了积极回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与

前来参加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会晤时强

调ꎬ 拉美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中国—拉共体第

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ꎬ 会上通过的 «“一带一路” 特别声

明» 特别提到ꎬ 中国认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不可或

缺的参与方ꎬ 并正式邀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愿加入该倡议ꎮ
巴拿马是首个对接 “一带一路” 倡议的拉美国家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

与巴拿马签订了第一份共建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ꎮ 此后ꎬ 拉美其他国家

纷纷跟进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中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签署了首份中国与加勒比

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

高峰论坛期间ꎬ 秘鲁的加入使得拉美参与 “一带一路” 的国家达到了 １９ 个ꎬ
共建 “一带一路” 伟大构想已经全面延伸到拉美大陆ꎮ

“一带一路” 倡议从理念到行动ꎬ 并逐渐发展成为实际的国际合作ꎬ 取得

了全球瞩目的成就ꎮ 也正因为拉美国家的积极参与ꎬ “一带一路” 倡议成为了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平台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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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中拉整体合作开辟新的合作平台

２０１５ 年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后ꎬ 其衍生出的一系列

合作新机制为中拉在政治、 经贸、 人文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有效的

平台ꎬ 从而形成一个立体合作格局ꎮ 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 中拉青年政治

家论坛、 中拉智库论坛、 中拉媒体论坛纷纷举办ꎬ 助推中拉整体合作取得实

质性的战略共识ꎮ
“一带一路” 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完善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包括古巴与危地马

拉在内的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ꎬ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ꎮ 这些努力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尤其重要ꎬ 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多为可

再生能源和采掘业等对环境保护要求高的行业ꎬ 如果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倡议的环境工具和举措ꎬ 将有助于在该地区创建更多更好的绿色项目ꎮ

当前ꎬ 中拉关系仍存在诸多的不平衡性ꎮ 比如ꎬ 贸易的不平衡性ꎬ 经贸关

系中投资与贸易的不平衡性ꎬ 科技、 人文之间的交流与政治、 经济关系的不匹

配ꎬ 等等ꎬ 这些不平衡性需要双方在更长久的时期内通过建设性合作来消弭ꎮ

三　 简要总结与展望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ꎬ 是包括拉美在内

的全世界正在审视和判断的ꎮ 实事求是地说ꎬ 不应夸大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

长的存在所带来的恐惧或希望①ꎬ 也要充分评估当前中拉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ꎮ
(一) 中拉关系发展的韧性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拥抱中ꎬ 中拉关系在压力和挑战面

前显示出了极强的韧性ꎮ 韧性在汉语中的直接意思是指受外力作用时不易折

断的性质ꎬ 也特别指一种顽强持久的精神ꎬ 尤其是面对困难或者逆境时所表

现出的有效应对和适应ꎮ 而当前中拉关系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 中拉关系并没有因为外部因素的唱衰而转冷ꎮ 无论是美国前国

务卿蒂勒森的 “新帝国主义列强” 论②ꎬ 还是现任国务卿蓬佩奥 “善意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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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拉美国家在接受中国投资时要 “睁大眼睛”①ꎬ 以及白宫召回驻多米尼加

大使、 驻萨尔瓦多大使与驻巴拿马代办ꎬ 并无端指责中方片面改变现状等一

系列举动ꎬ 都无法阻止中国和拉美的相向而行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国家并没有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选边站ꎬ 也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站在敌视中国的立场向中国

施压ꎬ 充分说明中拉关系经得住冲击ꎬ 具有很强的韧性ꎮ
另一方面ꎬ 中拉双方在面对变局时保持了一定的战略定力ꎮ 中国和拉美

国家都视对方为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同访华的

智利总统皮涅拉会谈时说ꎬ 中智关系长期走在中拉关系前列ꎬ 我们要继续发

扬敢为人先的精神ꎬ 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ꎮ ７ 月访华的哥伦

比亚总统杜克表示ꎬ 此次访华的目标是努力让 “中国将哥伦比亚视为投资的

战略目的地”ꎮ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 １０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ꎬ 巴西

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ꎬ 将发展对华关系放在本国外交优先地位ꎮ 互为合

作伙伴的战略共识是确保大变局中中拉关系行稳致远的支撑ꎮ
(二) 中拉关系面临的挑战

１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给中拉关系的发展造成压力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拉

美乃至整个西半球的角色ꎬ 认为 “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款将该

地区纳入其轨道”②ꎮ 在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试图将拉美国

家纳入其战略轨道上ꎬ 不断唱衰中拉关系ꎮ 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都

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ꎬ 都不希望中美走向冲突与对抗ꎮ 多数拉美国家认为ꎬ
大国加大对本地区的投入本不是坏事ꎬ 但这种关注和投入应该更多地是基于

合作而不是过度竞争ꎮ 就如巴西副总统莫朗所说ꎬ 中美贸易战尽管对巴西的

某些出口带来短期利益ꎬ 但从长期看ꎬ 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经济形势不稳

定、 经济秩序失衡乃至全球性经济衰退等负面影响ꎬ 也会影响巴西的国际贸

易、 经济增长乃至政治稳定ꎮ③

２ 拉美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调适期ꎮ 从经济层面看ꎬ 自 ２０１５ 年出现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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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之后ꎬ 拉美经济一直处于艰难复苏中ꎬ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面临进一步被

边缘化的风险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ꎬ 导致投资和需

求双双下降ꎬ 全球经济因之同步放缓ꎬ 拉美经济也不能幸免ꎬ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三大经济体增长再现颓势ꎮ 由于缺乏促进增长的良性外部环境ꎬ 拉

美各国忙于大选和政党博弈ꎬ 政策的稳定性受到影响ꎬ 包括养老金、 劳工、
教育等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ꎬ 甚至出现停滞ꎮ 没有从政策中受益的民众走上

了街头ꎬ 拉美见证了大规模游行示威ꎬ 从利马到拉巴斯ꎬ 从圣地亚哥到太子

港ꎬ 从基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ꎬ 社会秩序日益动荡的拉美给全球传递的信息

令人不安ꎬ 同样也将给中拉关系带来不确定性ꎮ
受内外因素的影响ꎬ ２０１９ 年中拉贸易出现新的国别差异性特征ꎮ 中国与

巴拿马、 哥伦比亚、 墨西哥等国的进出口贸易都保持正向增长ꎻ 中国与智利

的进出口则双双下降ꎬ 分别下降 ４％和 ５ ８％ ꎮ 中国从巴拿马、 厄瓜多尔、 阿

根廷等国的进口增速加快ꎬ 分别达到 ２９１ ６％ 、 ８５ ３％ 、 ８２ ９％ ①ꎬ 而从委内

瑞拉、 玻利维亚等国的进口则萎缩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阿根廷、 巴西、 厄瓜

多尔等国的出口出现萎缩ꎮ 导致这种差异性变化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结构转

型ꎬ 对拉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ꎻ 二是中美贸易战的转移效应ꎻ 三是全球投资

和需求低迷ꎬ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ꎮ 国别贸易的差异性变化值得进一步

关注ꎮ
(三) 对拉战略建议

中拉关系在多个层次和维度上的加速发展ꎬ 也对中国如何以多维视角、
以更加丰富和细腻的手法处理未来双方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未来中国必将

从大国责任和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必然逻辑出发ꎬ 建构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价值及其实现路径ꎬ 对拉战略在追求发展利益的同时应兼顾道义原则ꎮ
１ 照顾中国和拉美双重主体性的发展利益ꎮ 在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过程

中ꎬ 不仅应从中国的需求和能动性出发来考察中拉之间的关系变动ꎬ 也要充

分考虑拉美国家的需求并调动其能动性ꎮ 不仅要从中国的意愿与对拉合作建

设性方案来思考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行性ꎬ 也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拉美国家

制度和治理现状ꎮ
２ 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是关键因素ꎮ 中国对拉战略需要在追求发展利益的

同时ꎬ 充分考虑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ꎮ 华盛顿智库 “美洲对话” 亚洲与拉美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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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任迈尔斯说ꎬ 拉美地区从中国的参与中受益的程度将更多地取决于该

地区的政策协调和战略规划能力ꎬ 而不是其正式纳入倡议的能力①ꎮ 因此ꎬ 发

展战略对接不仅是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关键问题ꎬ 也是未来中拉能否进一

步深化合作的关键因素ꎮ 中拉合作需要进一步超越纯粹的经贸关系ꎬ 向生态、
科技、 文化、 民生、 全球治理等多领域拓展ꎮ 在生态、 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将

让中拉双方都受益ꎬ 而在文化、 教育、 卫生、 体育、 旅游等领域交流的深化

将筑牢中拉合作的民意基础ꎮ
３ 兼顾道义ꎮ 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但 “对国际问

题持道义态度” 是中国对外关系始终坚持的特点之一ꎮ② 对于中国而言ꎬ 道义

不仅表现为承担国际责任ꎬ 还表现为维护对拉战略信誉ꎮ 从政府层面而言ꎬ
道义原则主要是兑现承诺ꎬ 让更多拉美国家相信能从中国发展中受益ꎮ 正是

因为维护战略信誉ꎬ 在 “一带一路” 推进过程中ꎬ 中国政府正在适应性解决

债务疑问和可持续性问题ꎬ 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金融

通分论坛期间ꎬ 中国财政部正式发布了 « “一带一路”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

架»ꎮ 正是因为维护战略信誉ꎬ 中国提出了对拉合作尊重第三方利益原则ꎮ 中

拉合作不挑战、 不排挤其他国家在拉美地区的利益ꎮ 中国愿意与第三方国家

合作推动拉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ꎬ 从而实现多元的可持续发展ꎮ 从企业层面

而言ꎬ 道义原则主要是更多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ꎬ 将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发

展战略以及拉美当地发展需求相结合ꎬ 在包容性、 同理心和环境保护等价值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ꎮ
中拉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ꎬ 双方需要继续保持韧性、 建设性和超越

性ꎬ 直面大变局ꎬ 为双方合作注入新动力ꎬ 努力打造合作新亮点ꎬ 拓展合作

新领域ꎬ 未来一定会结出合作新硕果ꎬ 实现共同发展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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