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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早在１９８５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艾伯特基金会驻上海办公室已经成为

合作伙伴。过去２５年来，这种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和气

候与经济政策等领域。双方联合组织了为数众多的研讨会，为中外专家学者提供

了一个平台，借此交流对上述研究领域新发展的看法和认识。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２８日，双方联合举办的“中国、欧洲与拉美：当前议题与未来

合作”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欧洲、拉美以及联合国的３２位嘉宾与

会，围绕如何加强三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

是双方联合召开的第七届“全球治理”会议。此前的会议已就涉及亚洲、欧洲和非

洲的重要全球性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随着中拉关系在过去１０年的迅速发展、

拉美参与全球事务的深化以及欧拉关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本次会议聚焦中欧拉

三方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前瞻性政策思考。

我们出版本论文集，意在把与会者关于三方合作的深入分析、思考和认识与

更大范围的读者分享。我们相信本次会议及其论文集能够为促进中国、欧洲和拉

美的共同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上海，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杨洁勉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博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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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评估中国、欧盟和拉丁美洲之间新兴的三边关系

牛海彬　克　敏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同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

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不断发展壮大。欧洲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早已表示关注，现

在这种关注又延伸到了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越来越独立，并且日渐融入世界经

济。中国在拉美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欧盟虽然

还是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它在拉美各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欧盟和中国都是拉丁美洲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外部参与

者。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双方对拉丁美洲的看法。

拉丁美洲拥有多个新兴大国，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它们和中国一

样，开始对全球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巴西在２０１０年４月主办了“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峰会。墨西哥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于坎昆主办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中国以及四个欧洲国家再加上欧盟都是

Ｇ２０成员，而Ｇ２０是全球最高级别的经济合作论坛。全球议题在这些国家的外部

事务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欧盟在某些国际合作领域中扮演着应对全球挑战

的领导角色。在日趋紧迫的全球挑战背景下，在其他的多边议程中，中国、欧盟和

拉美的三边协调与合作将为全球公益作出贡献。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中的各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三边关系。第一部分比较了

欧盟和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以及拉丁美洲对此的反应。第二部分着重讨

论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与中国和欧盟的地区合作。第三部分分析了中

国、欧盟和拉丁美洲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看法。第四部分是关于三边

合作及其对多边主义影响的前瞻性思考。总之，在全球议程日益紧迫、中拉关系

日趋紧密的形势下，本书希望增进各界对三边合作活力的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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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南南合作是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大国挖掘经济全球化潜力的战略选择，因

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大多数拉美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

济，南美洲国家尤甚，已同世界各地建立多样化的平衡贸易关系。在这方面中国

对它们很有吸引力；而且同中国更紧密的关系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它们纾解了

２００８年以来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欧盟是拉美的长期伙伴，

依然维持着同后者全面、有力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将中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与

欧盟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做个对比，或许有助于中国和欧盟更好地建立及深化这些

关系。

（!）"#$%&'()*
在麦霍尔德（Ｍａｉｈｏｌｄ）（第一章）看来，欧盟—拉美关系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挥，

因此需要进一步努力。一些欧盟新成员国缺乏同拉美对话合作的政治意愿，这些

国家与拉美没有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而传统共同价值观又遭到削弱，所有这些

因素都导致了欧盟—拉美关系的停滞现状。基于上述分析，麦霍尔德建议，双方

均应注重具体利益及合作的可能性，邀请更多行为体参加地区间互动，并且鼓励

西班牙扮演建设性的领导角色。萨纳乌哈（Ｓａｎａｈｕｊａ）在第二章里系统地分析了

欧盟同拉美进行发展合作的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发展合作是地区间双边

关系的重要内容，欧盟不应减少对拉美的援助。他建议欧盟应同拉美的中等收入

国家合作，在关键领域提供更多援助，以巩固发展成就。

鲁伊兹（Ｒｕｉｚ）在第四章中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拉美和欧盟均未能在双边峰

会上发出同一个声音。她认为，拉美的情况比欧盟还糟，因为拉美没有欧盟那样

的区域性制度。尽管双边峰会采用了规范性和判断性的做法，但双边关系的价值

观和利益基础却在弱化。拉美暂时不会成为符合欧盟预期的理想地区，而拉美也

不应当把欧盟等同于单个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

（+）,-$%&'()*
拉丁美洲和中国日渐成为重要的全球伙伴，这体现在它们对多元化平衡外部

经济关系的追求上。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日增，这成为拉美持

续稳定增长的新引擎。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能源、农业和基建行业的力度也

在加大。人们常说，中国之所以在拉美活跃，是因为拉美既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又

是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重要供应基地。不过，另一种声音，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声音，

强调的是中国与拉美社会文化关系的强化。这一点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的《中国对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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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霍尔德因而在第一章从欧盟的角度指出，中拉关系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１）中国对原材料的长期需求强化了拉美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原材料供应

者的角色；

（２）中国和拉丁美洲对外部投资的争夺；

（３）事实上，中国同拉美的贸易仅集中在几个国家；

（４）台湾问题。

欧洲对中国在拉美活动最关注的是拉美如何实现自身经济和政治议程的多

元化，以及拉美如何拓展除原材料以外的出口。萨纳乌哈（第二章）指出，中国的

拉美政策对欧盟的影响有限，因为欧盟不想同中国争夺拉美的资源，而中国也无

意对拉美施加政治影响。牛海彬（第三章）看好未来的中拉关系。他认为，中国和

拉丁美洲在气候变化、食品安全、能源安全和国际经济体系重建等领域的合作具

有全球意义。金融合作及相互投资会让双边关系更平衡、更可持续。双方还可以

互相借鉴发展经验。至于中拉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他认为所有各方都应遵循全

球化的逻辑，着眼于共赢，而不是争夺势力范围。

作为一名拉美学者，鲁伊兹指出，中国在拉美的活动让人喜忧参半（第四章）。

相比欧盟，中国对拉美的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识，而且在国际体系中同拉美的共

性也更多。她指出，除了经济影响力，还应注意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鲁

伊兹认为，中国不会替代美国和欧盟，因为拉美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必须以

实际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

H$ 4IJKLMK%&="#CFG

许多专家认为欧盟同南方共同市场的关系具有南北关系特点，但同时又强调

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关系也有类似特点。巴拉尔和里贝罗（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Ｒｉｂｅｉｒｏ）

（第五章）认为，２１世纪最初十年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经济的融合让人想起１９世

纪典型的南北关系范式：以原材料交换工业产品。南方共同市场同中国的贸易蒸

蒸日上，但本地产业也受到威胁，同时在向第三方市场出口时也遭遇竞争。不过，

两位作者并不反对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他们认为，南方共同市场应当维持对华贸

易关系，同时提高自身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卡瓦罗·斯伯丁（ＣａｒｖａｌｌｏＳｐａｌｄｉｎｇ）

（第六章）同意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建议拉美同中国的关系应演变为价值增值产业

和基建领域的合作。他提议，南方共同市场应当通过政策设计来发展教育、基础

设施、创新，打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公私合作。卢国正在第七章中也强调了这

种看好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积极态度。

巴克（Ｂｕｃｋ）认为，尽管欧盟同拉美的贸易关系具有南北关系特点，但欧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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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累积投资超过其在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累积投资，而且偏重在非初级产

业部门进行投资，为拉美本地的增值产业和就业作出了较大贡献。他还认为，因

为欧盟的服务产业发达，所以如果能同南方共同市场携手打造自由贸易区，欧盟

将受益匪浅。他指出，农业问题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关键，而农业问题的核心不

是农产品补贴，而是全球农产品供应能否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后自由主义议

程，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移民、环境和医疗保健，在欧拉双边合作中将会得到优先

考虑。

D$ NOPQ=RSTU

在第三部分，于宏源（第九章）和孙洪波（第十章）分别介绍了中国对气候变化

和石油合作的态度。于宏源指出，中国正在寻找一个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能源消费

和环境恶化之间矛盾的模式。中国的主要做法有：国内能力建设、双赢合作、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低碳经济。于宏源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将具有许多重大意义。中国只有真正建设低碳经济，才能引领发展中世界。

孙洪波认为，拉美还不是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地，但从长远上来说可以成为

中国实现石油供应源多元化的战略备选。中国的拉美石油战略应有三大目标：市

场准入、投资保护和石油进口。他还指出，中国可以加大对拉美石油行业投资的

力度，但要注意某些拉美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当地的就业问题和环境保护。

贝伦斯（Ｂｅｈｒｅｎｓ）在第十一章中对欧盟的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政策选项，以

及这些政策选项对欧盟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带来的影响，做了详尽的分析，显示

出他的洞察力。他认为，在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背景下形成的气候变

化政策可能有助于能源供应安全。针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关系，

他认为只有国际合作才能实现清洁安全的全球能源体系。他还指出，新兴经济体

不但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而且还是清洁能源技术的生产者；欧盟应当同它们合

作，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尤其是提高能效的技术。

西瓦·帕雷哈斯（ＳｉｌｖａＰａｒｅｊａｓ）（第十二章）从拉丁美洲的视角出发，探讨了

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她认为，拉丁美洲努力实现电网发电多元

化，为了国家独立而采用可再生能源，并实施了可持续能源战略，从而在国际市场

上建立了较强的竞争地位。西瓦·帕雷哈斯提出，在气候问题方面，应当注意到

该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巴西。在能源和环境国际对话中，拉美应享

受特惠待遇，争取合作共赢。她和贝伦斯一样，强调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重要

性，认为后者可以是三边或多边合作的领导性制度框架。



9!:!;<"#$%&=(>)?@A6BCDEFG ５　　　　

V$ DE12WXYZ

大部分专家认为，尽管中国、欧盟和拉丁美洲都有内容不同但信心十足的三

边合作愿景，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三边合作。在诸多影响三边合作的因素

中，中国在拉美的日渐活跃、迫切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尤其是“低级政治”领

域），会为新兴的三边合作注入活力。

江时学在第十三章指出，美国对中国在西半球的日渐活跃表示不安，但欧盟

特别是西班牙的态度与此不同。它们希望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同拉丁美洲的关

系。因为中国和欧盟在能源安全、减贫和拉丁美洲的不平等问题上有共同的关

注，所以三边合作是有可能的。江时学以西班牙为案例，分析了西班牙在《中国对

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政策文件》中提到的中拉合作领域中可以起到的助力作用。

他的分析表明，西班牙可以在低政治领域，也即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帮助中国。

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巴克在第十四章中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背景下应对全球挑战，三边合作虽然经验不足，但大有可为。他指出了下列合作

领域：全球制度架构、规范和行动等；劳工权利和人权；多哈进程；教育和创新；非

传统安全问题。巴克还以非洲为案例分析了在非洲展开三边合作的积极潜力。

他也注意到三边合作的负面因素，如交易成本过高，因此建议三边合作应集中在

结构性议题和人员交流、文化交流上。

在本次研讨会论文集的最后一章（第十五章），福尔图纳·比亚托（ＦｏｒｔｕｎａＢｉａｔｏ）

认为，实现三边合作的最佳途径是经由现有的双边关系。三边合作的制度框架尚未完

善，拉丁美洲地区一体化还没实现，但进行项目合作的空间早已存在。做法之一是鼓

励欧盟和中国参与拉美的主要金融发展工具，如美洲开发银行。做法之二是寻找航

天、卫星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项目。虽然新兴大国间的合作日益影响国际体系和

全球议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再也不用同发达国家进行项目合作了。里约集团

（ＲｉｏＧｒｏｕｐ）正积极促进同中国及欧盟的制度对话，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从长远

来看，更广泛、更深入的全球议程将会为中国、欧盟和拉美三边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ＳＩＩＳ）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ＦＥＳ）感谢所有作

者为论文集出版作出的努力。所有论文都是为２００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国、欧洲与

拉美：当前议题与未来合作”研讨会准备的，因此反映的是当时的学术思考，少数

论文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更新。

任何双语论文集的出版都离不开优秀的译者。吴晓真博士、周保巍博士、赵

若妤和陆阳将英语论文译成中文。詹姆斯·帕特森（Ｊａｍｅｓ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修订了所

有英语论文。在此谨向他们的专业工作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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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种寻求实质的框架———从欧洲视角看欧盟

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甘瑟·麦霍尔德

3$ [\

前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在回忆自己最后一次同拉美各国总

统及欧盟主席会见时说（Ｍａｉｈｏｌｄ２００７：１４９）：“尽管我们在精神上很靠近，在现实

中我们依然距离遥远。”虽然他说的是２００２年欧盟和拉美诸国的马德里峰会，但

这也适用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１—１３日在维也纳召开的最近一次峰会。参加此次峰会

的国家占到了联合国大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峰会的成果之一是开启了欧盟与中

美洲各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成果是决定同安第斯国家共同体（ＡＣＮ）进行

谈判。这些都是积极成果，但同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的自由贸易谈判仍

未看到曙光。此外，由于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提升，拉美对欧盟的兴趣明显

减弱。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决定目前欧盟与拉美关系的两个方面：

（１）欧盟和拉美传统上被定义为———而且自我定义为———“天然的盟友”。因

为它们同根同源（文化价值观等），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发展也被视为是“自然

的”。不过，与此同时，“峰会外交”的成果显然有限。不但范围有限，而且设定议

程时漫不经心，合作战略缺乏连贯性。

（２）双边关系的形式、行为体的数量、行为体之间质的差别以及各种机制的日

程等因素引起了疑虑，而且执行结果差强人意。总统级峰会的议程未能抓住重

 在此谨向协助本文写作的ＪｒｇＨｕｓａｒ表达谢意。文中的“拉丁美洲”也适用于加勒比海地区。



１０　　　 "#$%&'()*+,-.'/012

点，反而不断扩大，还分化出了针对不同目的的其他峰会（商界会议、平行峰会）。

正式峰会和平行峰会相互竞争，导致各国政府很难对峰会进行严肃认真的改良。

H$ %&]()JK^_C`a

（!）./01：２０23８０41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美洲重大冲突不断，而欧盟同拉美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

演变。当时，欧盟必须判断自己能否且是否应该调停一场对抗程度堪比冷战的冲

突。尽管困难重重，欧盟最后仍然决定干预美国“后院”的事态。这是欧盟在法德

等成员国的推动下第一次扮演了一个全球力量的角色。因此，圣何塞进程（Ｓａｎ

ＪｏｓéＰｒｏｃｅｓｓ）有时被视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的开端，有助于界定欧盟在

国际政治中的共同立场，而拉美是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第一个对等行为体。欧盟

促成了该地区的和平谈判，鼓励拉美各国开启并完善民主化进程。

（+）56789:;
目前，拉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会的代表均感到已经同欧盟产生了一定的距

离。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可能是，虽然拉美在欧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外交政策中

占据了中心位置，而如今却只是欧盟有意结交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某些观察家看

来，这种失望感源自拉美高估了欧盟对拉美的兴趣；而另一些观察家则认为，这表

明欧盟已对拉美失去兴趣。一些拉美政治家因而对欧盟委员会的批评不断加剧，

认为后者没有对拉美地区的变化及拉美人民的需求做出适当的反应。例如，欧盟

向拉美各国发出政治对话的邀请，而后者则希望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进

入欧洲单一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出现了猜疑，信心渐失。

（<）)*=>
拉美各国政府认为，特别是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增加，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

变化。首先，欧盟新成员国没有对拉美表现出太大兴趣，它们更想同亚洲发展关

系。东欧诸国认为拉美市场吸引力不大，不值得尝试。因此，尽管拉美各国在寻

求同东欧各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也在试图与东亚进行更多合作，传统欧盟成员

国，如西班牙、法国和德国，依然是拉美各国最青睐的欧洲伙伴。此外，欧盟渐趋

多元化，新老成员之间的差距拉大，不同政策领域的一体化程度不一，导致拉丁美

洲质疑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领导力。在拉美各国看来，欧盟政治缺乏内部共识，

而且欧盟有一种只顾发展与近邻关系的倾向，忽视了同像拉美这样距离较远的地

区的关系。

近十年来，西班牙参与了拉美各国公共服务私有化进程，因而导致了一定的疏

离感，但西班牙还是拉美各国进入欧盟的主要途径。面对所谓的“欧洲丛林”，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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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国家在发展同欧盟战略关系过程中无所适从，因而希望找到一个“看门人”。

欧盟将拉美的新“左翼”运动、政党和政府不加区分，这引起了拉美各国的关

注。拉美各国认为，这种简化和泛化是欧盟对该地区新发展动向的又一次误读。

欧盟无视拉美各国之间历来缺乏协调这一事实，猜疑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同欧盟谈

判是为了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程中向北美施加压力。此外，欧盟同南方共同市

场的谈判历久不决，却分别与墨西哥和智利在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２年签署了联合协

议，这就给拉美各国政府留下了双边谈判更有效的印象。欧盟强调地区性或集团

性谈判，但出于种种原因，多数拉美国家并不接受。作为回应，欧盟根据国家大

小、收入水平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区别对待拉美各国，还宣布同巴西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２００８年的欧盟主席和拉美各国总统利马峰会（ＬｉｍａＳｕｍｍｉｔ）表

明，自巴西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在里斯本同欧盟举行了双边峰会以来，欧盟致力于

优先发展同巴西的关系。该决策有违欧盟的地区间对话的惯例，引起了包括阿根

廷在内的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关注，主要原因是欧洲有意加强同巴西在生物燃料

利用的合作。这一局势影响了南方共同市场的其他国家，但后来并未对欧拉地区

间关系造成更多冲击。事实上，巴西不得不将外交活动的重点放在获得其他国家

对其生物乙醇发展的支持上。当时生物能源被视为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可行选

择，但最近几年欧盟和拉丁美洲均对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续性及其是否符合各种

社会、环境标准提出了质疑。因此，欧巴关系的发展势头减弱，欧盟又有望同墨西

哥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欧盟委员会，２００８）。

一些拉美国家认为，所有以上现象均表明，欧盟对拉美地区的异质性及对中

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提高的认识是个缓慢的过程。尽管如

此，拉美还是对欧洲的地区化主张及其相应要求做出了反应，创立了部分（类似）

超国家（地区性）机构，如安第斯议会（Ａｎｄ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不过，在它们看来，应

由欧洲采取主动，为自由贸易谈判重注活力，促进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虽然拉

美知识分子认为拉美是“东方的最西面”，拉美社会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将拉丁美洲

及其人民视为欧洲的某种延伸。出于以上诸多原因，拉丁美洲在衡量同欧洲的所

谓战略关系时，只看具体成果。

（?）@%'ABCDEF,-

１９８８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时任阿根廷总统的阿方辛时，倡导“太平洋

世纪”（Ｘｕ２００３：９９），自此，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虽然双边贸易额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仅从１３亿美元上升到１８亿美元，但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重点从

政治转向了经济（Ｍａｎｎ２００５：１３９ｆ．）。中国曾有一段时间对拉美较为漠视，只同

拉美开展一些浅表层的文化外交，有选择地保持同该地区革命力量的联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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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过去了。不过，对美洲地区来说，美国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这就限制了中国在

该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而且，拉美地区威权统治盛行，也阻碍了同中国发展更为

全面的关系（Ｍｏｒａ１９９７ａ：９４）。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值美国对拉美大陆的霸权

垄断，拉美各国纷纷倾向台湾当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外交关系并不在它们

的议程上。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后，中国成了反帝斗争“革命团结”的象征，但同拉丁

美洲的关系仍十分有限。由于当时的古巴只将苏联视为战略合作伙伴，慢慢地连

古巴也从中国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中国同华盛顿和解后，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１９７１年，中国重返联合国。

这些都让中国同拉美各国的关系快速发展。从１９７０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着

力建立同拉美各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对国际法和国际中心议题的立场符合拉美

的政治利益，如建立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将巴拿马运河区的主权移交给巴拿马

政府、禁止拉丁美洲发展核武器（Ｍｏｒａ１９９７ｂ：４２）。而中国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

开放更是中拉关系的转折点，因为它开启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中国也

因此越发依赖进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北京致力于发展同拉美更密切的关系，尤其

是同那些坚决支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拉美国家的关系。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后，中国

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而拉美各国政府表现出了克制。最近几十年来，中

国寻求同里约集团的对话，注重改善同加勒比海诸国的关系，而１９９７年加入加勒

比开发银行和２００９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正是其诚意的正式表现。

加勒比海盆地和中美洲地峡一直都是中国政治外交的主要关注点，因为同台

湾保持“外交”关系的２６个国家中有１２个位于该地区。而在南美洲，只有巴拉圭

还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加勒比海地区也是中国投资的重要桥头堡，因为在这

里中国可以利用现有的优先权协议进入美国市场（Ｍａｎｎ２００５：１３６）。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还扩大了其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性组织中的影响力，成为美洲开

发银行（ＩＤＢ）、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ＡＬＡＤ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ＥＣＬＡＣ）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盟（ＡＣＳ）的观察员。

对于中国在拉美的合作伙伴来说，太平洋地区的新动态带来了机遇，让它们

能建立起除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外部关系，而之前它们的多元化努力集中在美欧。

它们特别希望拓展同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这样就能减少对美国的一边倒似的依

赖。拉美认为中国对拉美的兴趣能弥补近年来欧洲对其兴趣的缺失。虽然欧盟

已同墨西哥和智利签订了双边全面协议，但一些次地区组织，如南方共同市场、安

第斯共同体、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尚待完成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未经认真分析的情况下再次扮演了全球经济原材料

供应商的角色，而中国对原材料的长期需求强化了这一角色（ＨｕｓａｒａｎｄＭａｉｈ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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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中国迄今为止对拉丁美洲地区表现出来的兴趣由经济主导，不太可能帮

助拉美国家扩大增值链，从而使后者能进行更多的产品加工。另一方面，该地区

很少有国家为了增强自身的制造能力而竭力扩大对华出口的范围。

除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拉丁美洲还希望通过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吸引到

更多投资，并强化非经济合作的作用。在拉美国家看来，它们同中国的关系不但

帮助该地区融入国际原材料市场，而且还保证了中国在拉美发展努力中的长久参

与。希望这种“贸易—合作关系”能超越当前的贸易关系，由双方共同设计和组织

发展项目。这也有助于拉美国家在美欧之外的多元化努力。

中国的到来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担心，欧盟也关注中国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的

模式。虽然发展对拉美来说很重要，但中国似乎对此并无真实兴趣。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中拉合作的“无条件”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商业诉求的怀疑，就像它们以前

怀疑中国在非洲的作为一样。

更重要的是，拉美正在展开国际竞争，以吸引来自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由

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向中国，而非拉

丁美洲。这种资金来源对拉美地区来说不可或缺，因为该地区国内储蓄率低。对

巴西这样的历来外债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是个关键因素。或

许，拉美地区能否提供比亚洲竞争对手更好的准入条件、治理和稳定性，将成为决

定性因素。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拉贸易高速增长，超过了拉丁美洲和任何其他地区的贸易

增长速度：拉美同中国的贸易额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４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６亿美

元，再增长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００亿美元。中国占拉美地区外贸的份额由１．２％上升到

了４％（不过，该增长集中在少数国家，如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同时贸易

组成也从农产品稍稍向矿产品转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中国对拉美出口的

８６．３％，而拉美对华出口的７６．１％为原材料，２３．９％为工业产品。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的签约国墨西哥必须视为特例，因为它主要向中国出口电子产品。中拉贸易

额在２００７年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比原先翻了一番还不止（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８：１５１ｆｆ．）。

在中国的累计对外投资排行榜上，拉美位居第五，但只有三个国家跻身前

十二个最大投资目的地：秘鲁排名第七（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钢铁生产的重视），

墨西哥居第九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那里建了一个纺织厂），巴西排名第十二。

预计在未来几年中，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将涌入各原材料行业：铜（智利和秘

鲁）、钢铁（巴西）、镍（古巴）和铝（牙买加），以及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至于农

产品，中国最看重的是大豆，还想为中国农产品争取巴西和阿根廷市场的准入

（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８：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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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视，中国对拉美各国相关行业的结构调整非常关

注。这种贸易关系有别于拉欧贸易。中国的外贸实体都是国有企业，而越来越多

的拉美大型原材料贸易商也重新收归国有。这就意味着合资企业一般都建立在

国企合作的基础上，也因此具有了政治色彩。这种情况开启了国家对行业的控

制，否则将产生经济的脆弱性，使得这些合资企业成为政府间合作的一部分。

合资企业收益的使用也同样具有政府色彩。这就滋生了国内政治庇护主义和

双边外交较量。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种合作计划的未来发展方向，因为拉美方

面出于未来安全的考虑，必须在“中国热”退烧之前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出口产品

多元化。

迄今为止，拉美经济竞争力仍然不强，寻租行为植入国家结构（Ｂｏｅｃｋｈ

２００２），这让人不得不对未来表示担忧。中拉合作是否具有长期性或许将取决于

拉丁美洲取得经济、政治议程多元化的成功程度，以及拉美是否能开拓除原材料

以外的出口领域。不过，如果拉美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失败，那它将错失另外一次

宝贵的机会，这也正是欧盟对中国在拉美活动最关心的一点。

（G）HIJKL
在经济层面上，拉美对商业关系特别感兴趣。然而，发展商业关系变得比

以前困难了，因为拉美认为欧盟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业生产者而将自身变成了

“欧洲堡垒”。因此，拉丁美洲的主要压力来自农业生产者，他们想同欧盟达成

自由贸易协定，这样他们就能更顺利地进入广大的欧盟市场。与此同时，拉美

更为努力地吸引欧盟投资者，引发了新一轮的欧盟对拉丁美洲的投资，而在过

去十年，多数欧盟投资者来自西班牙。移民及居住在欧盟的拉美裔移民向家乡

汇款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激发了新点子和新计划，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款项

来满足发展的需要。欧盟本想对美洲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谈判和拉美同欧盟的

谈判进行竞争性管理，但结果拉美出乎意料地中止了美洲大陆的ＦＴＡＡ谈判

进程。

在政治层面上，目前最突出的特点是“异化”感和态度差异，这是因为双方议

程上的优先事项各不相同。拉美认为移民问题和欧盟市场准入最为重要。欧盟

则将分配和凝聚力、税率和各国所得税水平、地区一体化的恰当模式、欧盟投资在

拉美的安全保障等问题放在首位。而这些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引发拉美国家的

忧虑。

在发展议程方面，拉美和欧盟就基本问题达成的强有力的协议是双方讨论的

基础。欧盟仍然是该地区的主要捐赠来源地，但拉美方面抱怨说，双边协议和欧

盟发展计划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时评判标准甚至相互矛盾。欧盟未以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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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而是由各成员国分别参加。拉丁美洲

一直对欧盟各国难以预料的立场感到担忧。拉美各国政府还批评欧盟援助总有

附加条件，老是把从长远来说会束缚各政府控制权的公民社会合作项目和根本无

法解决的毒品问题放在首位。针对毒品问题，拉美的立场是要求美欧采取更多行

动来减少毒品需求。

在全球层面，拉美在扩大出口合作和吸引投资的努力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

中国的重要性。拉美对欧盟的态度也相应改变，不再将其视为除美国外唯一的多

元化合作伙伴。与此同时，拉美各国政府产生了疑虑，只怕欧盟会因为更重要的

全球伙伴而牺牲同拉丁美洲的战略联系。

（M）NOJCP;
欧盟和拉美传统上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文化价值观作为双方关系的基础。

随着美国生活方式影响力的加强，拉美同欧盟的文化价值纽带以及这种纽带对政

治行为的重要影响减弱。其结果是，拉美合作伙伴们有意修正甚至质疑目前的立

场，而且要让世界都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还想讨论新兴的治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体系改革、分权

化、公私合作等问题。拉美各大国已经认识到治理问题具有超越国界的日渐增长

的重要性，所以成了国际制度改革进程的领导者和主角。拉美大国，如巴西、阿根

廷和墨西哥，都试图成为本地区的领导者，因而对全球议程特别感兴趣。目前，美

国、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三角关系尚未得到本地区的广泛接受，但其重要性可

能会加强。另一方面，拉美各国政府有意发展跨大西洋关系，希望有一天南大西

洋关系会同北大西洋关系一样强大。为此，一个重要举措或许是在国际政治多边

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形成某种欧洲—拉美联盟。

拉美的主要知识分子群体仍然将欧洲视为他们的灵感源泉，因此希望能够在

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的基础上重建同欧盟的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潜力，因为欧

盟和拉美之间不但可以建立更连贯、更具实质性的政府间关系，还能建立公民社

会间的此种关系。而传统上，公民社会间关系一直是促进欧洲—拉丁美洲理解的

最活跃力量。

D$ %?pq=FGrs

欧盟成员国难以就《欧盟宪法条约》———这是深化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

要因素———达成共识，欧洲一体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从而大大削弱了欧盟对扩

大与拉美合作的兴趣。此外，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认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在寻求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立场方面不够积极。例如，后者的外交政策缺乏有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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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也没有就当前和未来与欧盟的谈判形成共同外交政策。里约集团未达到欧盟

对政治对话论坛的要求。

另一方面，欧洲人竭力推广他们在《欧洲安全原则》中所定义的有效多边主义

模式。不过，这一模式要求欧盟的伙伴们———在地区间双边关系上———进行高层

次的政策协调并能够积极参与解决国际冲突。迄今为止，拉美在这方面尚无出色

表现，亟须改善。无论如何，欧盟坚持将自己的有关地区集团间政治对话的概念

视为同拉美打交道的中心模式。

欧盟在同拉美各国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后者对“多边

主义”的不同解读：欧盟各国实践的是“有效多边主义”，而拉美各国更推崇“防御

性多边主义”，也就是说，它们无意将国家主权移交给超国家组织，多数拉美国家

最关心的是国家主权有没有保障，它们很难接受欧盟新出现的的异质性和地区凝

聚力，而欧盟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欧盟眼中，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拉美不如以前重要

了，作为欧盟关键合作伙伴的吸引力也没有以前大了。

在实现政治利益的过程中，欧盟发现难以同拉美次地区保持一致。欧盟最近

一份通信就揭示了这一点。它提到：

本委员会希望发出积极信号，表明欧洲对该地区的兴趣。拉美地区有种

错觉，认为欧盟沉迷于自身的扩大、同近邻的关系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

问题。这一认知还告诉我们，由于欧盟结构和行为手段的复杂性，欧盟在该

地区的能见度不足。欧盟委员会希望再次强调，同拉美的关系不仅仅是个现

实问题，而是对两个地区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如果欧洲已

经准备好进一步建设同拉美的关系，那欧洲也希望对方有同样的坚定承诺

（欧盟委员会，２００５）。

（!）"(QRSTJUVWXYCZ[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ＣＦＳＰ）的结构和关系模式似乎存在重大问题，以至于

拉美合作伙伴的失望感越来越强烈。一方面，欧盟的ＣＦＳＰ要求拉美合作伙伴表

现优越，有能力了解欧洲的：（１）共同外交政策；（２）欧洲层面上的政府间外交政

策；（３）国家层面上的成员国对外关系。另一方面，地区间主义战略开辟了双边安

排的新路径，这些新路径削弱了原有的政治对话概念。与此同时，我们目击了拉

美地区新领导国的崛起，它们将成为欧盟委员会关注的重点，而且未来可能会成

为拉美地区的代言。

如今，有些观察家把欧拉关系形容成“不带情感的关系”。的确，长期以来，大

西洋两岸原先地区间联系的情感部分在政治层面上被压抑、在社会层面上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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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因此，如果要建立战略关系，必须有新的政治层面和（公民）社会的组成因素。

以下是改革欧拉关系的一些关键要素：（１）必须解决峰会外交的不切实际之处。

（２）里约集团不再代表所有拉美伙伴，需要改革。（３）欧洲的对外关系和一体化政

策都有必要进行区别。（４）欧拉双边日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软”话题。也就是

说，安全等问题不包括在合作协议中。（５）政治对话议程和发展议程的话题相互

混淆，让拉美伙伴摸不着头脑。（６）欧拉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中存在一些严

肃的但往往是隐性的问题影响了政治行动，这些问题必须加以界定和明确。

（７）欧盟认为，地区一体化是个终极目标，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也应首先采用地区一

体化做法。这一观点基本上不被拉美认同，也不太可能被采纳。（８）选择性联系

和日益重要的二轨关系让伙伴们感到迷惘：具体来说，西班牙在西语美洲情境下

所扮演的角色同欧盟进程不存在有机联系。（９）双方均未评估西班牙作为欧拉之

间“中介”、“桥梁”或“主要通道和窗口”的潜力及危险。（１０）人们不禁要问，这究

竟是西班牙同拉美关系的欧洲化，还是欧拉关系的西语美洲化？

（+）\]^7Z[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和欧盟在里约热内卢宣布战略伙伴关系将近十年

后，这些地区的总统、国家元首或主席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１７日在利马举行峰会。

峰会后的双边关系反映了两地区间的根本性不对称。这一不对称对拉丁美洲干

预上次欧拉峰会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反映了拉美各国在欧盟同中美洲一体化体

系（ＳＩＣＡ）、安第斯共同体（ＣＡＮ）及南方共同市场贸易谈判上的不同立场，也反映

了拉美各国相互矛盾的政治主题优先排序。总统级会议的议程一方面包括贫穷、

不平等和包容问题（应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包括可持续发

展、环境、气候变化和能源（这是欧盟对南方共同市场特别关注的地方），因而结果

很难找到共同点。尽管乍看起来，食品价格危机占据了利马宣言的中心位置，贯

穿了该宣言的所有主题，但拉美国家寻求同欧盟建立新框架关系的意图更引人注

目。在几乎所有主题性协议中都可以看到，拉美各国积极体现并要求考虑次大陆

国家之间的差异，而欧盟也相应实施了速度不一的机制。

由于最终宣言将地区一体化一笔带过，因而这一问题就更具重大意义。事实

上，一体化几乎从官方对地区间关系的表述中消失了。此外，如果我们能够进一

步考虑到峰会前安第斯共同体与欧盟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上产生的矛盾，我们就

会清楚地看到拉美内部存在分歧，玻利维亚单独采取了一种立场，而秘鲁和哥伦

比亚联合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因而在峰会前夕，秘鲁总统明确呼吁欧盟同上述

各国分别谈判，就毫不奇怪了。而欧盟谈判代表为了推进谈判也不得不采取了

这种做法。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的欧盟与中美洲国家间的谈判也可能面临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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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

拉美国家均希望欧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虽然在利马峰会上，各国总统都

强调要维护各国的主权平等，但他们也明确表达了修补同欧盟关系的意愿。在利

马峰会上，拉美国家放弃了———至少部分放弃了———２００４年瓜达拉哈拉峰会以来

所强调的社会凝聚，转而呼吁欧洲在设计合作项目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时表现出

更大的灵活性，并强调了中等收入国家所必须扮演的角色。同样，它们还寻求依

各国能力而定的有效社会政策，它们考虑采用的工具包括直接预算支持模式、取

消债务以促进社会投资。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在认知上的不同显而

易见。

（<）_`Cab
事实证明，议会、行政和民间的制度性政治对话不是建立合作体系的唯一有

效工具，行业性的对话也有蓬勃发展之势。各国负责环境、毒品和移民的人士在

峰会前会聚一堂就表明，此种特定议题上的多边主义形式有可能让峰会克服传统

的低效性。相应地，虽然总统级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的执行监督还未落到实处，但

是在峰会之间的间隔期实现了更大的持续性。东道国秘鲁的总统阿兰·加西

亚·佩雷斯提议在马德里和布伊诺斯艾利斯建立临时秘书处，负责监督利马峰会

协议的实施，直至下次峰会在西班牙召开。这似乎是个好建议，尽管它并未满足

各方对建立一个更为灵活的制度形式的期望。

以下几点应体现在议程上：（１）欧洲和拉丁美洲需要发展一种新的文化来塑

造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它们应专注于具体利益及合作的可能性，这样才

能超越宽泛的“让我们在一起”或“帮我一个忙”式政治的限制。（２）欧洲人和拉美

人必须寻找双方关系的新动力，这样它们就会减少对“所有人的咖啡（ｃａｆｅｐａｒａ

ｔｏｄｏｓ）”的需求，增加在特定政策领域对相关伙伴的需求。（３）有必要创立一种互

动的新秩序。这就意味着要发展地区间对话的新形式。例如，可采用欧洲宪法制

定过程中曾采用过的“传统方法”，由欧洲议会成员和自由／独立人士、商界人士和

公民社会的代表一起为峰会外交献计献策。（４）在欧盟同拉美的关系发展中，

必须引导西班牙扮演全新的建设性领导角色，使得该地区的传统双边对话具有

更多的欧洲色彩。（５）此外，地区间双边关系必须界定新议程。商业和贸易问

题、政治对话和合作议程不应区别开来，而应作为整体，这样才能协同增效。

（６）应减少开放性主题式议程，这样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具体的需优先考虑的

事项上来。（７）应推动峰会间的政治进程，这样地区间双边关系才更有持续性

和实质性。

欧洲—拉丁美洲议会大会（ＥｕｒｏＬａｔ）是一股重大的推动力量，相比长达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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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含５７项协议的利马宣言，该大会在第二次全会向５月１日总统级峰会传达

的信息更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它包含更多的政治内容，愿景也更为长远。该信息

充分承认欧拉关系的不对称性，并希望能在团结和互补的基础上反映这种不对称

性。与此同时，该信息还呼吁建立作为地区间合作新形式的全方位地区间合作伙

伴关系（与和平及安全合作同步）。

该信息言简意赅地罗列了加强双方的制度及合作机制所需的后续工作。例

如，它提议首先应建立一个地区间冲突预防中心和一个地区间移民监控中心。这

些建议明确地指出了合作的真正机会何在，它们可以作为制度合作体系的一部

分。这说明，合作和对话不必覆盖方方面面，复制各种全球性的计划既不容许

又不反映欧拉合作的特殊性。在这方面，议会行动似乎比峰会外交更富成果，

因为后者摆脱不了传统，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事件的影响。因此，我们

认为有必要促进议会计划和行政推动的融合，这样就能充分利用两种进程的

优势。

V$ tuv

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只对欧盟的拉美政策产生了有限的影响。首先，欧盟和

中国在对拉美贸易中的兴趣点不同，也没有打响对拉美资源的争夺战。拉美可以

一如既往地进行对外贸关系多元化。迄今为止，尚未有明确迹象表明中国有意在

该地区发挥政治作用。这与其说是中国不愿同欧洲的利益冲突，不如说它不想触

犯美国在此地的利益。

直到最近一次美洲国家峰会，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善意忽

视”，对南美尤其如此。华盛顿视巴西为其在这一次地区的最大依靠。自从欧盟

改变对古巴的共同立场，并且在西班牙的领导下开始奉行缓和政策后，美欧双方

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奥巴马政府现在也对古巴实施缓和政策。对欧盟来说，美国

政策对其在拉美某些议题上行为的影响更有系统性，例如对抗毒品，还有美国在

实施自己战略时所采用的概念。总的来说，双方必须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下调

和它们在多边或地区论坛上的立场。在欧盟对拉美政策框架中，拉美、美国和欧

盟三角关系这一概念从来都没有很大市场。

拉美是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起点。由于西班牙在南美地区的地位一

直很突出，又由于西语美洲进程和欧拉对话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的及政府间因

素的兼容性历来是个大难题。随着欧盟的东扩，有关对古巴共同立场的讨论变得

更困难。此外，因为欧盟新成员国有不同的地区性优先考虑事项，对拉美的兴趣

可能会减弱。在某些问题上，欧盟内部不太容易达成对拉丁美洲的统一看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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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没有机制来形成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下的共识。欧盟所有成员是否能维

持对拉美的兴趣又是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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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欧盟—拉美合作对欧盟政策的挑战

何塞·安东尼奥·萨纳乌哈

3$ [\

本章将讨论欧盟同拉丁美洲的发展合作。首先，本章将考察同拉美地区相关

的国际发展议程的变化。这包括有关同中等收入国家（ＭＩＣｓ）合作的辩论、援助

有效性和拉丁美洲南南发展合作《巴黎宣言》的实施等。其次，本章将分析欧盟的

拉丁美洲发展政策，重点是其地区视角、所采用战略、为了形成联合协议“网络”而

调整合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本章将特别注重有关在欧拉关系框架下改善发展

合作的政策建议。

H$ %&k(){|12^_C#}~��

发展合作及援助政策的思想和实践都在经历重大变革。国际上已形成共识，

认为发展合作及援助的目标是减贫、社会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这就形成

了一个“全球化社会议程”。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第八项———致力于建立“全

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更多更好的援助、开放贸易体系、减

免债务和技术获取来达到目的。该议程不但明确了发达国家的责任，也指出发展

中国家有责任把减贫和良政工作做得更好。

欧盟在形成上述共识和制定全球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把

它们纳入了自身的发展政策。在某些方面，欧盟试图比国际峰会上达成的协议

走得更远。就提高援助额度而言，欧盟坚持国际承诺，在其他国家———如美

国———抵制的情况下，愿将最发达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７％用于援助，而

且还建立了一个单边时间表，在２０１５年前实现承诺（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０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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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千年发展目标和在２００２年联合国发展筹资峰会上通过的《蒙特利尔共

识》，引导捐赠者对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进行重新分配，以满足基本需求，惠及最

贫穷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ＬＤＣｓ）和低收入国家（ＬＩＣｓ）。这就意味着官方发

展援助重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东亚和南亚，减少甚至终止对中等收

入国家、尤其是中上收入国家的援助。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流向参加“反恐战争”

的国家，如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这一趋势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尤为明显，因为在这里，除海地以外的所有

国家都属于低收入国家。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统计，该地区接受的官

方发展援助绝对金额从１９９８年的５０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８７０００亿美元；但

在援助猛增的大环境下，拉美接受的援助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从１９９８

年的１２．３％下降到了２００８年的７．９％。一些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和

意大利———减少了对该地区的援助承诺；英国和瑞典关闭了它们的办事处，终止

了合作计划。虽然来自西班牙和欧盟的援助增长迅猛，但仍不足以扭转总体颓势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１０）。

总体来说，千年发展目标使得拉丁美洲援助的效果促进了分配模式更有进

步性，从而使中上收入国家获得的援助减少。当然，捐赠者青睐某国而忽视他

国的情况也存在。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间，属于中上收入国家的哥斯达黎加、墨西

哥和乌拉圭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减少了６０％多，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接受的

官方发展援助则减少了约３０％。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不一，巴西、厄瓜多尔、萨

尔瓦多和巴拉圭等国接受的援助减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玻利维亚、哥伦比

亚、古巴和洪都拉斯等国家接受的援助增多。由于援助金额同收入水平不直接

挂钩，所以可以说捐赠者对所谓的“甜心”国青睐有加，对所谓的“孤儿”国则少

有恩泽。最后，尼加拉瓜是该地区唯一的低收入国家，对它的援助也有增加。

２００５年，拉美官方发展援助的７０％流向尼加拉瓜、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哥伦比

亚和秘鲁；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哥伦比亚、尼加拉瓜、海地、玻利维亚和洪都拉

斯获得的援助占拉美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４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１０）。

哥伦比亚是个特例。该国在此期间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增幅最大———超过

３００％。虽然哥伦比亚国内冲突的动机和动态与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无

关，却是哥伦比亚获得更多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原因。经合组织数据表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哥伦比亚一直是拉美援助头号受益国，每年接受约１０亿美元的

援助，占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１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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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１０）。

然而，必须记住，在发展融资中，官方发展援助对拉美中等收入国家的重要

性在减弱，私人融资（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私人贷款和汇款）的重要性则在

提升，将官方融资挤到了第二位。这对发展合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官方发

展援助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机制，但在促进政策变化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发展议程有必要扩大，因为私人资金的流动波动性更强，并带来金融

冲击的危险，使得拉美诸国的金融体系更为脆弱。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即证实了这

一点。

继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各援助国在２００２年《蒙特利尔共识》中承认，必须通过

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多边援助国以及各种援助送达渠道，提高援助的效率、改变分

配渠道。于是它们决定协调运营程序，减少交易成本；加强受援国的吸收能力和

财务管理；加强资源流动的可预测性；利用更为合适的工具，特别是预算支持；由

发展中国家自行决定接受哪些发展和减贫项目的支持，并因而承担项目责任。由

双边和多边援助者及部分受惠国参加的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ＨＬＦ）通过了一些

主要文件，如《罗马援助协调宣言》（２００３）和《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２００５）。特别

值得指出的是，后一个宣言界定了援助者和受惠国之间关系的新范式，本着共同

负责的精神，将受惠国称为“合作伙伴国家”。一百多个援助者和发展中国家签署

了该宣言，希望逐步消除带附加条件的援助关系，解决捐赠者增多和援助形式多

样化带来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主人翁精神、目标统一、步调一致和相互负

责的原则之上。

（!）R,cde-f7ghijWXF]%&'(7kl
小块贫瘠地区依然存在是继续向中等收入国家（ＭＩＣｓ）提供援助的理由。而

削减对这些国家的援助的理由往往是这些国家的真正问题不是贫穷，而是不平

等。因而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行为体摒弃旨在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

那就不能把外部资源交给这个国家。然而，只有当削减援助真能促进发展中国家

的内部变革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的出台，这种论点才站得住脚。但是，这是不大

可能的。

其他一些继续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援助的原因特别适用于拉丁美洲。阿隆

索（Ａｌｏｎｓｏ２００７）指出，第一，如果援助的目的是消除贫穷，那么中等收入国家也尚

需努力，因为它们国内还有大量贫穷人口。第二，如果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减

少对它的援助，那整个援助体系的激励机制就出了偏差，会引发道德风险。第三，

那些进步尚未稳固的受援国家，或因自身脆弱性而容易引发高金融风险或其他风

险的受援国，必须避免发生倒退。第四，中等收入国家往往是所在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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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稳定的“锚点”（例如，墨西哥是中美洲的“锚点”，巴西是安第斯国家和南美

国家的“锚点”）。第五，减贫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部分取决于全球和地区公共品的

提供及维护，而对于这一点中等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最后，这些国家在接受援助

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创新性地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也就是说，向

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援助，可以调动更多资源，鼓励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性组织承担

更多责任，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在拉美和加

勒比海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考虑该地区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许多中等

收入国家都有过强劲增长期，但未能持续增长，这是制度缺陷和社会凝聚力缺失

造成的。此外，它们的国际地位很脆弱，尤其是金融和贸易方面，再加上它们的经

济体系内部缺乏足够的技术能力，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现在已经有呼声，要

将援助转向非洲或亚洲最贫穷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在拉丁美洲中等收

入国家奉行普遍发展合作，就必须至少解决三大发展难题：

（１）制度建设和社会凝聚力。脆弱的制度会削弱提供公共品、管理分配争议、

应对外部冲击、调控市场、保障社会团结和解决拉美国家常见的高度不平等问题

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同中等收入国家合作的有

效政策必须包括：通过制度改革改善公共政策、加强特定卫生和教育项目、支持赞

成变革的社会力量。拉美国家财政很弱，是制度乏力和凝聚力缺失的最好例证，

因此支持税务改革非常关键。

（２）金融稳定和反周期政策。近年各次危机表明，中等国家之所以易受金融

冲击，是因为国内金融环境波动性太强。这就需要一个“国际金融新架构”来更好

地调控国际金融市场；改善国际监管，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阿根廷危机后提出此建议，后来陷入停滞状态）；让中等收入国家更

为自主地采用反周期政策来维护减贫成果。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

达成协议。在该协议框架下，一些拉美国家推出了一揽子反周期的政策，并且已

经取得成功。

（３）鼓励竞争和改善外部市场。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对将技术

转化为生产力的投资，更加适合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穷国。这会打破出口自然资

源密集型产品和生产力低下的“恶性循环”，改变财政政策，增加对那些迫切需要

资本的教育、研究、开发和创新方面的投入。而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及

地区间贸易协定可能会束缚各国政策在该领域的作为。什么样的合作政策会起

到关键作用？首先，我们需要规划有序的贸易自由化，我们需要各种协议（地区性

南南一体化或“南北”贸易协议）来保证一个国家的企业能进入他国市场，增加外

部投资，鼓励创新、提高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对称性的存在，允许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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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积极政策来降低调整适应的成本、促进生产形式的转变。这一点尤其适

用于“南北”协议，因为南北之间的不对称性更显著。欧盟和外部合作伙伴在支持

这些政策方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有助于培养国内能力和促进技术转让的科研

合作计划在这种竞争性议程中也很关键。

在千年发展目标国际共识框架下，中等收入国家、一些援助者和多边开发银

行已经开展了各种行动，来支持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议程、避免简单化的援助做

法。２００５年《欧洲发展共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０６）中包含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议

程，主张官方发展援助应优先拨给低收入国家，但同时承认需要不同途径来解决

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该议程也受到了联合国中等收入国家政府间会议（马

德里和圣萨尔瓦多２００７）和西语美洲国家会议的支持。

（+）%'7mnopqrsltJmuuijt
在２１世纪的开端，后自由区域主义和南南合作（ＳＳＣ）都是拉丁美洲发展中

的重要因素。南南合作在该地区并非新鲜事物，但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性组织的双边努力下，有扩大趋势。拉美南南合作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反映，

它部分的是对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后自由主义”解读。它也是该地区某

些扮演了更为活跃角色的国家的呼声。这些国家想成为区域领导者，想在外交

政策中表现得更有自信（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它们不但是援助受惠国，而

且也有能力向他国提供援助，从而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不过，因为

中等收入国家不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ＤＡＣ）的成员，所以它们的贡献没

有记录在案，也不符合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分类，因此很难估算它们的贡献究竟

有多大。

南南合作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议程来说相当重要，因为它为援助者和受惠

国双方都带来好处。中等收入国家相信，南南合作是满足自身需求、更好地利用

本土资源和树立更强主人翁精神的好办法。拉美南南合作的模式有两种：“横向”

南南合作和“三角”南南合作。横向南南合作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三角南南

合作里会有来自传统援助者（先进国家或多边机构）的财务资源、以及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人力资源和专门知识。在认识到南南合作的重要性之后，一些发展援助委

员会成员———特别是德国、日本、比利时、英国和多边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

国人口基金、美洲间农业合作研究所）———开始推行三角安排。墨西哥、智利、阿

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积极参与了实施，主要受惠国是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最贫

穷的国家———巴拉圭和多米尼加共和国（Ｘａｌｍａ２００７）。有些南南合作模式是在

地区政策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这可以用有时被称为“后自由主义”区域主义战略

的兴起来解释（Ｍｏｔ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２０１０），特别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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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替代计划》（ＡＬＢＡ）及在南美国家联盟（ＵＮＡＳＵＲ）框架下重新设计南美洲

一体化的努力。这些计划的特点是，政治议程突出，关注国家行为体而非所谓的

“开放区域主义”自由战略，强调能源或基础设施方面的共同政策而非贸易自由

化、社会问题和发展不平衡。金融合作也被列入议程，如建立“南方银行”。此外，

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地区“结构性基金”也在兴起，如“南方共同市场结构趋同

基金”（ＦＯＣＥＭ）。在该拉美区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南南合作：

（１）聚焦拉美较贫穷国家的技术援助和高等教育合作（阿根廷和智利）。

（２）通过《圣何塞石油协议》和《普埃布拉—巴拿马规划》向中美洲国家（墨西

哥）提供技术援助、条件优惠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石油融资。

（３）以半公有行为体为主的巴西式分散化模型，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特别

是这两个洲讲葡萄牙语的国家。该项目服务于巴西成为地区性和全球性参与者

的外交政策诉求，包括巴西合作署提供的技术援助、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

行提供的优惠贷款和奥斯瓦多·克鲁兹基金会提供的抗艾滋病药物（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０）。

（４）委内瑞拉和古巴的“玻利瓦尔”项目（加勒比石油联盟和玻利瓦尔联盟）是

拉美南南合作中覆盖面最广泛的项目，而且明确同外交政策目标挂钩。它是一个

因为意识形态近似而非经济互补而形成的南南合作框架。如果委内瑞拉没有石

油，它就不会形成。合作领域共有六个：１）石油融资（加勒比石油联盟）；２）社会合

作，包括古巴派医生奔赴海外，读写能力培养和文化计划；３）通过合资企业和“人

民贸易协定（ＴＣＰ）”进行经济合作；４）一个发展以货易货贸易的框架；５）基础设施

和通信［南方电视网（ＴｅｌｅＳｕｒ）和古巴—委内瑞拉海底电缆］；６）通过玻利瓦尔基

金和银行进行货币和金融合作。

D$ %&$��t�={|^_��

欧盟试图制定一个与欧盟发展政策相协调和互补的共同发展战略，并希望获

得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的认可。２００５年的《欧洲发展共识》承诺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遵循罗马和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设定了共同目标，确定了共同优先考虑的

事项，并再次重申要区别对待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该共识确定了以下九

个优先事项：（１）贸易和地区一体化；（２）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３）基础

设施、通信和交通；（４）水和能源；（５）农村发展、土地规划、农业和食品安全；（６）治

理、民主、人权、支持经济和制度改革；（７）冲突预防和脆弱国家；（８）人力发展；

（９）社会凝聚力和就业。

欧盟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全世界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半以上。它奉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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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翁精神、和谐化、相互负责和目标管理等原则，还遵守《巴黎宣言》。此外，欧

盟还通过《欧洲发展共识》在该进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做出的承诺超过经合组织发

展援助委员会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点，欧盟委员会计划从各成员国中获得５０％

的官方发展援助，并且将援助预算翻番。为此，同拉美地区的合作，尤其是同以前

几乎没有获得过欧盟援助的拉美低收入国家的合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Ａｙｕｓｏ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５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新政策，按照《巴黎宣言》和《欧洲发

展共识》，对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进行了分工，鼓励更大的互补性和地区性、行

业性专业分工。

自１９９８年以来，欧盟还进行了雄心勃勃的行政改革，消除组织机构的功能失

调、解决人手不足和官僚瓶颈。欧盟委员会的服务和人员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处“分散”，人员配备有所改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欧盟委员会采用了新的

预算工具，理顺了长期以来零乱的预算线和预算规则。１

全新的“发展合作工具”取代了先前按地理区域划分的预算线和不下十条主

题式预算线。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的指示性预算为１６８．９７亿欧元，其中２６．９亿欧元

（１６％）拨给拉丁美洲优先资助以下事项：（１）促进社会团结：通过税务和社会福利

政策、就业、打击非法毒品、教育和医疗保健来实现；（２）地区一体化，包括同欧洲

投资银行（ＥＩＢ）合作，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３）制度建设，良政和人权保护，

包括土著人和少数族裔的权利；（４）支持创立一个欧拉高等教育共同区；（５）促进

可持续发展，特别要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发展合作工具的主体项目指示性预

算为５５．９６亿欧元２，覆盖包括拉美在内的所有地区。

V$ ���12��FG�*^�]�=%({|12

欧拉政治对话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现已在多个地区或次地区设立了议程，

其中以欧盟与里约集团之间的部长级对话最为重要。１９９９年提出了“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内容包括一年两次的国家和政府元首峰会。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突出成果包括欧盟同墨西哥（２０００）及智利（２００２）签订的联合协议和自由贸易协

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刚提出时，国际环境不利，拉美在欧盟外交关系日程上的

位置似乎下滑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欧盟在吸收新成员国，更重视东欧和

巴尔干地区。二是“９·１１事件”后，安全和反恐战争成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展

问题被束之高阁。还有，在贸易方面，欧盟和部分拉美国家偏爱通过世贸组织来

进行贸易谈判。为此，随着欧盟的东扩，必须处理共同农业政策（ＣＡＰ）改革所面

临的问题。这可是个大工程。这项改革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间铺开，改革所坚持的

“生产者视角”的农业模式削弱了欧盟委员会的谈判能力。农业政策和“ＷＴ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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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带来的挑战导致欧盟同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历时逾十年仍无结果。因为把偏

好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墨西哥和智利当做重点，欧盟不知不觉间让人感到，这

项协议是追随美国政策的“反应性”举措。

除了政治对话，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欧盟委员会起

草、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对拉丁美洲的政策。自从１９９４年第一次

对拉美采用战略关系以来（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１９９４）３，欧盟———尤

其是欧盟委员会———通过一系列文件制定出了针对拉美的地区战略。４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的题为《建设欧盟和拉美更强大合作伙伴关系》的欧盟通讯得到了２００６年１月

份的《欧盟委员会结论》的首肯，提出了适应新政治周期和拉美变革的新优先事

项。根据这一通讯，欧盟将加强政治对话，还将同拉美其余国家签订联合协议，形

成联合协议“网络”，支持地区一体化进程。该通讯呼吁进行更深入的环境对话、

欧洲投资银行在支持地区基础架构方面应发挥更积极作用。它还指出，社会凝聚

是欧拉关系中的一个“优先领域”，呼吁建立欧洲—拉丁美洲议会大会（在２００６年

维也纳地区间双边峰会上获批准）和欧拉高等教育区。

２００９年通过的《欧盟和拉丁美洲：全球合作伙伴》呼吁进行重点突出的政治对

话，不但要关心两地区间的问题，还要关心全球问题。欧盟委员会还第一次指出，

可以同南美洲国家联盟（ＵＮＡＳＵＲ）进行特别对话。它还建议，欧盟的支持与合

作应同地区性组织互为补充，欧盟也可以同拉美各国建立更强大的双边关系。该

文件设想了一些新的合作工具，如拉丁美洲投资机构（ＬＡＩＦ）。该倡议受到睦邻

投资机构（ＮＩＦ）的启发，将会把欧共体资金及可能的来自欧盟成员国的额外资金

聚集在一起，为基础设施、社会凝聚力和适应气候变化三大领域的投资项目提供

融资。该文件还提议创建一个新工具，即欧洲—拉丁美洲基金会，来促进公民社

会、学术界的参与，形成共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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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是支持拉美区域合作的为数不多的机构之一，而且是参与了地区间合作

的唯一一家。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欧盟拉美地区合作项目的预算金额为２６４００万欧元

（见表１）。欧共体还建立了欧洲投资银行（ＥＩＢ），为安第斯发展公司（ＣＡＦ）提供４０００

万欧元经费，向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提供３５００万欧元。区域合作并不平衡，因为

缺少泛拉丁美洲的一体化组织，找到恰当的合作方一直是个不小的问题。所以欧盟

只好选择基于主题“网络”的区域项目，或者是由分散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团体，来推

行“自下而上”的区域化，而不是正式的、制度化的、“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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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拉美区域合作专项预算（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项目名称和时间跨度 预　　算 目　　　　的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５３００万欧元（第三阶段） 向欧拉两地企业提供服务，促进贸易

和投资

ＵＲＢＡＬ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５０００万欧元（第二阶段） 地方政府，地方发展交流与合作

ＡＬＦＡ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５４００万欧元（第二阶段） 欧拉学术网络

ＡＬＢＡＮ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８８００万欧元 向拉美学生颁发奖学金，以赴欧盟攻

读研究生以上学位

＠ＬＩＳ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７７００万欧元 拉美信息学会：缩小两地区间的“数字

鸿沟”，促进标准和规则方面的对话

Ｅｕ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２００６年起 ３０００万欧元 主题型网络，交流教育、税务、卫生、

司法和就业方面的良好实践

ＯＢＲＥＡＬ／ＥＵＬＡＲ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１３００万欧元 欧拉关系观察站：区域关系研究、交

流和跟踪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在支持一体化和区域主义方面，欧盟同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和中美

洲合作的次地区项目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条款支持地区融合和地区主义。

不过财务投入相当少：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拉美一共收到３４．８０亿欧元，其中既

包括向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方案（法语首字母缩写为ＰＶＤＡＬＡ方

案）拨款，也包括横向预算线。在这些经费中，７２％对应双边行动，１７％对应区域

计划，１２％对应次地区计划。５虽然部分经费同具体的一体化协议无关，但跨国界

合作或流域航行等欧共体项目也符合这一目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

ｗｏｒｋ２００５）。

区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的基本前提是区域团体内部的凝聚力、拉美各国政府

对一体化及一体化制度的投入。但是，在欧盟提供支持时拉美一体化进程正好发

生危机，这就限制了欧盟项目的成果。地区一体化的失败不但破坏了这些团体及

其成员的声誉，还对欧盟产生了影响。

社会凝聚与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欧盟

如何应对政策连贯性，因为这关系到如何看待贸易、就业和环境之间的不对称性

和关联性问题。社会凝聚是拉美发展和减贫议程中的关键问题，自由贸易协定是

否能促进自由贸易和社会凝聚之间的正面关系，目前尚存疑问。特别要指出的

是，在同中美洲及安第斯地区国家进行联合协议谈判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不对称

性及不对称性对社会团结的影响是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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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讨论了欧盟和拉丁美洲发展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包括以千年

发展目标为主的国际发展和减贫议程。此外，本章还指出了在中等收入国家实现这

些目标所需的战略。通过“后自由区域主义”政策、蓬勃发展的“南南”合作和《巴黎

援助有效性宣言》提出的新原则，中等收入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发展合作当中来。

在这一背景下，过去十年间，欧洲发展合作出现了积极重大的变化，如为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而努力，致力于减贫、行政改革、规划和项目，以适应上述要求。欧

洲发展合作还采用了“３Ｃ”原则（协作、互补和一致），对预算工具和预算线进行了

合理化改革。６

为了适应上述要求，欧盟努力同拉美合作，特别是国家及次地区项目上的合

作。不过，目前还存在重大挑战，一个原因是拉美经济和政治周期的变化。这些

挑战在区域合作上反映得尤其明显。欧盟制定的“更强大合作伙伴关系”战略，还

有２００６年维也纳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正在推动欧拉双方建设一个联合协议“网

络”。这就要求在未来进行更重大的变革。在这种情境下，本文谨提出有关欧拉

合作的下列战略建议：

（１）继续向拉美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援助。发展合作是地区间双边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不应导致对拉美援助的减少。

因为如果援助减少，会对减贫、减少不平等和其他发展目标的实现、民主治理、地

区及全球公共品的提供等带来负面影响。这也意味着欧盟应积极参与，为形成与

中等收入国家合作的国际共识而努力。

（２）将更多的援助集中在满足中等收入国家特定需求的领域。根据《欧洲发

展共识》，欧盟必须通过向各国的发展和减贫战略提供预算支持等方式，继续将资

源拨给拉美的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安第斯地区和中美洲国家。与

此同时，同中上收入国家的合作应继续集中在援助效果最好的领域，例如宏观经

济和国际金融稳定；制度能力建设和／或政策设计，尤其要让公共政策更有效力和

效率；税务改革，以保证可持续的再分配政策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国际竞争

力的政策，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研发和创新体系（Ｒ＋Ｄ＋Ｉ）的投资；向社会利益相

关者提供支持，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治、制度和立法变革；增强调动额外资金

的能力，如通过多边或次地区银行。

（３）提高援助有效性：欧盟领导力。根据《欧洲发展共识》，欧盟、尤其是欧盟

委员会，应当在实践《巴黎宣言》和提供援助有效性国际承诺方面扮演领导角色。

在拉美，尤其要提高对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有效性。改善成员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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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调和互补性尤为重要。还要避免忽视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因为后者在

国家发展议程和民主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４）联合协议的重要作用。在为中等收入国家创造发展机会方面，联合协议

可以起到比援助转移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确保外部市场准入、促进外部投

资、培养创新和竞争能力。不过，如果联合协议要在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必须认识到不对称的存在，而且在联合协议的设计中要考虑调整适应成本和生产

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同安第斯共同体和中美洲签订的联合协议。

（５）联合协议、社会凝聚和政策一致性。本章前面已经提到，社会凝聚和联合

协议中的自由贸易成分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因为欧盟在这两方面的政策不一致。

如要确保联合协议能对社会凝聚产生积极影响，那就要好好应对不对称问题，支

持旨在提高竞争力的政策，把激励机制同劳动者权利及社会权利挂钩，提倡良政，

保护环境。７

（６）加强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支持区域主义和一体化是拉美中等收入国

家发展议程中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对发展、就业、竞争力、治理和制度能力建设、公

共品的提供作出潜在和实际贡献。欧盟必须通过一个覆盖面更广的战略来继续

提供支持，而不应局限于贸易。欧盟必须意识到拉美地区一体化“地图”上正在发

生的变化，尤其是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融合、南方共同市场的扩大以

及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形成。同次地区集团的合作也必须适应“后自由”一体化议

程，超越贸易自由化，扩展到地区政策领域，如和平与安全、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

跨国界合作、环境和气候变化、减灾、通过组建区域公民社会网络来积极推行“自

下而上”的区域化、减少区域不对称、缩小收入差距、确保社会团结和领土完整。

２００８年维也纳峰会开启的“Ｅｕｒｏｃｌｉｍａ”项目和新成立的拉丁美洲投资机构也可以

在这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７）借力三角合作机制，更多关注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的上升趋势证明，拉

美较先进国家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它为欧盟在以

下方面提供了机会：调动额外的财务、人力和技术资源；适应地区需求；拉美利

益相关者的更多参与；援助国和受惠国制度能力的加强。在某些方面，区域项

目和分散化的利益相关者以“网络”形式合作的方法可以成为促进此类合作的

适当基础。

（８）在区域间双边合作中增进相互了解、扩大社会参与。必须建立一个永久

性的区域间双边合作机构，它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区域间双边关系涉及的多个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和监控区域间双边议程。这样一个机构，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欧洲—

拉丁美洲基金会”，将由公私共同发起，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将在它的执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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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导向确定和筹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９）全面科技合作战略。研发和创新对拉美和加勒比海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越

来越重要，这就要求建立一个覆盖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间关系的全面

战略。部长级的政治对话已经展开，重大发展合作倡议也已经存在。然而，重要

的是，要确保在此种对话中做出的技术转移承诺、现有联合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

保护的规定和提高竞争力政策之间的一致。目前欧共体所用的多种政策工具必

须精简，这样才能帮助拉美各国提高研发创新能力。

（１０）建设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高等教育区。建立欧盟—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共同教育和研究区是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关社会凝聚、

区域一体化和相互了解议程中的一部分。必须设计出一个促进两地区间学术流

动的广泛计划，它可以建立在现有的教育研究机构和网络的基础之上。因此，学

历认证制度必须趋同。这个计划不应仅仅向个人提供奖学金或研究经费，还必须

建设优秀的研究中心、向双方的研究项目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 

１．这些新工具是：欧洲睦邻伙伴关系工具；入盟前援助工具；覆盖拉美的发展合作金

融工具（ＤＣＩ）；促进民主和人权金融工具（取代了之前的欧洲推动民主与人权倡议）；稳定性

工具（取代了先前的快速反应机制）。新发展合作工具因为覆盖面广，涉及资源多，所以是最

重要的工具。

２．“人力投资”（社会和人力发展）预算为１０．６０亿欧元；“非国家行为体和地方当局发

展”（由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预算为１６．３９亿欧元；“环境及能源等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管理”经费为８．０４亿欧元；“食品安全”（针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千年发展目标）预算

为１７．０９亿欧元；“移民和庇护”（移民流动管理）预算为３．８４亿欧元。

３．该政策文件虽然被命名为“战略”，却不是一个“共同战略”，即不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

全政策框架下最为重要的政策规划文件。目前只有三个共同战略，分别针对地中海地区、俄

罗斯和乌克兰。

４．它们包括欧盟委员会发给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界定了欧共体对拉丁美洲政策

的通讯，因此是欧共体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发展合作项目文件，被称为《地区和次

地区战略文件》（ＲＳＰｓ）和《国别战略文件》（ＣＳＰｓ）。事实上，连贯一致的项目框架的存在时

间相对较短。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是这些框架完全到位后的第一个时段。两个指出政治优先事项

的最新的欧盟委员会通讯分别发表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年（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２００９）。

５．因为四舍五入的缘故，加总后的数字大于１００％。

６．发展援助委员会对欧盟合作的评估反映了这些变革（发展委员会２００７）。

７．部分激励机制已经包含在欧盟普惠制“加惠”规则中，覆盖两大地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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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ｏｎｓｏ，ＪｏｓéＡ．（２００６），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ｌａｓｔｒａｍｐａｓｄｅ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ｏ，ｉｎ：Ｃ．ＦｒｅｒｅｓａｎｄＪｏｓé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ｅｄｓ．），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狔犾犪犝狀犻ó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牶犲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犪狊狆犪狉犪狌狀犪

犪狊狅犮犻犪犮犻ó狀狀犲犮犲狊犪狉犻犪，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Ｉｃａｒｉａ／ＩＣＥＩ，３２３３４３．

Ａｌｏｎｓｏ，ＪｏｓéＡ．（ｅｄ．）（２００７ａ），犆狅狅狆犲狉犪犮犻ó狀犮狅狀狆犪í狊犲狊犱犲狉犲狀狋犪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Ｍａｄｒｉｄ：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ｕｔｅｎｓ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ｏｍｐｌｕｔｅｎｓｅ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Ａｌｏｎｓｏ，ＪｏｓéＡ．ａｎｄＪｏｓéＡ．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６），Ｕｎｍｕｎｄｏ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ｒｅｐｅｎｓａｒｌａ

ａｇｅｎｄａｄｅ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ｉｎ：犔犪狉犲犪犾犻犱犪犱犱犲犾犪犪狔狌犱犪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Ｉｎｔｅｒｍóｎ

Ｏｘｆａｍ，１７９２０４．

Ａｒｅｎａｌ，Ｃｅｌｅｓｔｉｎｏｄｅｌ（２００９），犔犪狊狉犲犾犪犮犻狅狀犲狊犲狀狋狉犲犾犪犝犈狔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犃犫犪狀犱狅狀狅犱犲犾

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狅狔犪狆狌犲狊狋犪狆狅狉狌狀犪狀狌犲狏犪犲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犪犱犲犮犪狉犮狋犲狉犫犻犾犪狋犲狉犪犾犻狊狋犪？，Ｍａｄｒｉｄ：

Ｒｅ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Ｅｌｃａｎ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ｄｅＴｒａｂａｊｏＤＴ３６／２００９．

Ａｙｕｓｏ，Ａｎｎａ（２００６），犃狀犾犻狊犻狊犱犲狏犻犪犫犻犾犻犱犪犱犱犲犾犉狅狀犱狅犱犲犛狅犾犻犱犪狉犻犱犪犱犅犻狉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犝狀犻ó狀

犈狌狉狅狆犲犪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狆狉狅狆狌犲狊狋狅狆狅狉犲犾犘犪狉犾犪犿犲狀狋狅犈狌狉狅狆犲狅，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Ｄ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２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１９９４），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犫狊犻犮狅狊狅犫狉犲犾犪狊狉犲犾犪犮犻狅狀犲狊犱犲犾犪犝狀犻ó狀

犈狌狉狅狆犲犪犮狅狀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狔犲犾犆犪狉犻犫犲（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ｏｎ３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ＲＥＬ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００７），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犇犃犆 犘犲犲狉犚犲狏犻犲狑，

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１０），犃犻犱犪狋犪犌犾犪狀犮犲．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犫狔犚犲犵犻狅狀２０１０

犈犱犻狋犻狅狀，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ｏｎｌｉｎｅ：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０４），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犱犲犾犪狆狅狔狅犱犲犾犪犆犈犪犾犕犲狉犮犪犱狅

犆狅犿ú狀犱犲犾犛狌狉 （犕犲狉犮狅狊狌狉），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ＲＮ）／

Ｃｏｍｉｓ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ｉｄ，３，Ｍ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０５），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犱犲犾犪犲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犪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犱犲犾犪犆犈犲狀

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狆犪狉犪犾犪犆狅犿犻狊犻ó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犐狀犳狅狉犿犲犱犲狊í狀狋犲狊犻狊，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ＲＮ）／Ｃｏｍｉｓ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ｉｄ，３，Ｊｕ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０７），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犱犲犾犪犲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犪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犱犲犾犪犆犈犲狀

犃犿é狉犻犮犪犆犲狀狋狉犪犾．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狆犪狉犪犾犪犆狅犿犻狊犻ó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犐狀犳狅狉犿犲犱犲狊í狀狋犲狊犻狊，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ＲＮ）／Ｃｏｍｉｓ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ｉｄ，２，Ｏｃｔｏｂｅｒ．

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２００５），ＴｈｅＵＮｓ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２０１０），Ｂｒａｚｉｌ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ｉ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ｐｅａｋＳｏｆｔｌｙ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ａＢｌａｎｋＣｈｅｑｕｅ，

１５Ｊｕｌ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５ａ），犜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犪狀犱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犜犺犲犘狉犲狊犲狀狋犛犻狋狌犪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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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狀犱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狊犳狅狉犆犾狅狊犲狉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１９９６２０００．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狋犺犲

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９５）４９５，２３Ｏｃｔｏｂ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９９５ｂ），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犛狌狆狆狅狉狋犳狅狉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 犈犳犳狅狉狋狊 犪犿狅狀犵 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 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 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犳狉狅犿 狋犺犲

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９５）２１９ｆｉｎａｌ，１６Ｊｕｎ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９），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狀犪犖犲狑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犝狀犻狅狀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狅狀狋犺犲犈狏犲狅犳狋犺犲２１狊狋犆犲狀狋狌狉狔，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９９）

１０５，９Ｍａｒｃ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０），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犉狅犾犾狅狑狌狆狋狅狋犺犲犉犻狉狊狋犛狌犿犿犻狋犫犲狋狑犲犲狀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狋犺犲

犆犪狉犻犫犫犲犪狀犪狀犱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２０００）６７０，３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１），犕犲犪狊狌狉犲狊犜犪犽犲狀犪狀犱狋狅犅犲犜犪犽犲狀犫狔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

犃犱犱狉犲狊狊狋犺犲犘狅狏犲狉狋狔 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狅犳 犈犆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狅犾犻犮狔，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ｆ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Ｃ（２００１）１３１７，２６Ｊｕｎ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犇狅犮狌犿犲狀狋．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犘狉狅犵狉犪犿犿犻狀犵，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ＡＩＤＣＯ／００２１／２００２，Ａｐｒｉ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４），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狅狀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犻狀狋犺犲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狅犳狋犺犲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犪狀犱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犻狀犞犻犲狑狅犳狋犺犲３狉犱犛狌犿犿犻狋

狅犳犎犲犪犱狊狅犳犛狋犪狋犲犪狀犱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犪狀犱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犪狀犱狋犺犲

犆犪狉犻犫犫犲犪狀狋狅犫犲犎犲犾犱犻狀犌狌犪犱犪犾犪犼犪狉犪 （犕犲狓犻犮狅）狅狀２８犕犪狔２００４，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

（２００４）２２０ｆｉｎａｌ，７Ａｐｒｉ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ａ），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犃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狀犵 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狋狅狑犪狉犱狊 犃狋狋犪犻狀犻狀犵狋犺犲 犕犻犾犾犲狀狀犻狌犿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犌狅犪犾狊—犉犻狀犪狀犮犻狀犵犳狅狉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犃犻犱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Ｍ（２００５）１３３ｆｉｎａｌ，ＳＥＣ４５３，４５４，１２Ｍａｒｃ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ｂ），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犃犛狋狉狅狀犵犲狉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犪狀犱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２００５）６３６ｆｉｎａｌ，８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犘狉狅犵狉犪犿犿犻狀犵犇狅犮狌犿犲狀狋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Ｅ／２００７／１４１７，１２Ｊｕｌ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９），犜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犪狀犱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犌犾狅犫犪犾犘犾犪狔犲狉狊犻狀

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２００９）４９５／３，３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２００１），犚犲狆狅狉狋狅狀犪犌犾狅犫犪犾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犪狀犱犪犆狅犿犿狅狀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犳狅狉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犝狀犻狅狀犪狀犱 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２０００／２２４９ （Ｉ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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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ｃｅ，ｐｏｎｅｎｔｅ：ＪｏｓéＩ．

Ｓａｌａｆｒａｎｃａ，１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１（Ａ５０３３６／２００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２００６），犚犲狆狅狉狋狅狀犈狀犺犪狀犮犲犱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

犪狀犱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２００５／２２４１（ＩＮＩ），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ｃｅ，ｐｏｎｅｎｔｅ：ＪｏｓéＩ．Ｓａｌａｆｒａｎｃａ，１３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Ａ６００４７／２００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０６），犑狅犻狀狋犇犲犮犾犪狉犪狋犻狅狀犫狔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狊狅犳狋犺犲

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 犕犲犿犫犲狉犛狋犪狋犲狊 犕犲犲狋犻狀犵 狑犻狋犺犻狀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狅犾犻犮狔狅犳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

犈狀狋犻狋犾犲犱“犜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狀狊犲狀狊狌狊”，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４６，２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Ｆｒｅｒ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ｎｄＪｏｓéＡ．Ｓａｎａｈｕｊａ （ｅｄｓ．）（２００６），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狔犾犪犝狀犻ó狀

犈狌狉狅狆犲犪：犲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犪狊狆犪狉犪 狌狀犪 犪狊狅犮犻犪犮犻ó狀 狀犲犮犲狊犪狉犻犪，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Ｉｃａｒ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Ｃｏｍｐｌｕｔｅｎｓｅ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ＩＣＥＩ）．

ＭｏｔｔａＶｅｉｇａ，ＰｅｄｒｏｄａａｎｄＳａｎｄｒａＲíｏｓ（２００７），犗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狊犿狅狆ó狊犾犻犫犲狉犪犾狀犪犃犿é狉犻犮犪犱狅

犛狌犾：狅狉犻犵犲狀狊，犻狀犻犮犻犪狋犻狏犪狊犲犱犻犾犲犿犪狊，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ｄｅＣｈｉｌｅ：ＣＥＰＡＬ，ｓｅｒｉｅ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６２，Ｊｕｌｙ，ＬＣ／Ｌ２７７６Ｐ．

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ＪｏｓéＡ．（２００７），Ｍｓｙｍｅｊｏｒａｙｕｄａ？Ｌ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ｃｉóｎｄｅＰａｒíｓｙｌａ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ａｓｅｎ

ｌ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ｉóｎａｌ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ｉｎ：ＭａｎｕｅｌａＭｅｓａ（ｅｄ．），犌狌犲狉狉犪狔犮狅狀犳犾犻犮狋狅狊犲狀犲犾犛犻犵犾狅

犡犡犐：犜犲狀犱犲狀犮犻犪狊犵犾狅犫犪犾犲狊．犃狀狌犪狉犻狅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犱犲犾犆犲狀狋狉狅犱犲犈犱狌犮犪犮犻ó狀犲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犮犻ó狀

狆犪狉犪犾犪犘犪狕（犆犈犐犘犃犣），Ｍａｄｒｉｄ：ＣＥＩＰＡＺ，７１１０１．

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ＪｏｓéＡ．（２００８），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狑犻狋犺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犪狀犱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ＸＰＯ／Ｂ／

ＡＦＥＴ／２００７／４８ＥＮ．

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ＪｏｓéＡ．（２００９），ＬａＵｎ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ｙ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ｌａａｇｅｎｄａｃｏｍúｎｔｒａｓｌａＣｕｍｂｒｅ

ｄｅＬｉｍａ，ｉｎ：ＶＶＡＡ，犞犆狌犿犫狉犲犝狀犻ó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狔犲犾犆犪狉犻犫犲，犔犻犿犪２００８．

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犱犲狊犪犳í狅狊狔狆狉狅狆狌犲狊狋犪狊，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ｄｅＣｈｉｌｅ：Ｃｅｎｔｒｏ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ｃｏｎＥｕｒｏｐａ（ＣＥＬＡＲＥ），１９５２０７．

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ＪｏｓéＡ．（２０１０ａ），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ｄｅｕｎａｒｅｇｉóｎ．Ｓｕｒａｍéｒｉｃａｙｅ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

ｐｏｓ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Ｍａｎｕｅｌ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ａｎｄＪｏｓéＡｎｔｏｎｉｏ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ｅｄｓ．），犔犪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犮犻ó狀犱犲

狌狀犪狉犲犵犻ó狀．犝犖犃犛犝犚狔犾犪犻狀狋犲犵狉犪犮犻ó狀犲狀犃犿é狉犻犮犪犱犲犾犛狌狉，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ＣＩＤＯＢ，８７１３４．

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ＪｏｓéＡ．（２０１０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ｉｎ：犘狅狏犲狉狋狔犻狀犉狅犮狌狊，２０，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ＩＰＣＵＮＤＰ，１７１９．

Ｘａｌｍａ，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２００７），犐狀犳狅狉犿犲狊狅犫狉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犮犻ó狀犲狀犐犫犲狉狅犪犿é狉犻犮犪，Ｍａｄｒｉ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ｂｅ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ＥＧＩＢ）．

Ｘａｌｍａ，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２００８），犐犐犐狀犳狅狉犿犲狊狅犫狉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犮犻ó狀犛狌狉犛狌狉犲狀犐犫犲狉狅犪犿é狉犻犮犪．Ｍａｄｒｉ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ｂｅ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ＥＧ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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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拉关系的新时代：机遇大于挑战

牛海彬

3$ ¡:

由于太平洋的阻隔和文化差异，中国和拉丁美洲彼此间知之甚少，疏于联系。

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距离正快速消失，跨太平洋国家正变成睦邻。融入

世界经济使中国从一个地区行为者变成了正在崛起的全球行为者。拉美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正变成中国全球扩展的新前沿。美国前南方司令官班茨·克拉多克

（ＢａｎｔｚＣｒａｄｄｏｃｋ）将军曾说过，决不能忽视中国在拉美的影响，那是一股新兴的力

量（Ｂａｃｈｅｌｅｔ２００５）。随着经济和外交的独立，拉美国家也扩大了与包括中国和印

度在内的国家的关系。拉美很多人把中国看作是美国霸权之外的另一个政治经

济选择（Ｈａｋｉｍ２００６）。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和拉美已经变成了密切的合作

伙伴。

过去十年里贸易量的迅速增长、文化的交流和政治的互动正是中拉双边关系

快速发展的见证。双边贸易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２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０２０亿

美元（中国商务部２００７年）。在地区层次上，中国或以完全成员资格或以观察员

资格参加了最重要的地区机构。中国对地区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商品的贡献得

到了拉美国家的高度评价。在对欧盟和非洲发布政策文件之后，中国又于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１６日发布了对拉美的政策文件。在全球层面上，双方致力于推动当前国

际体系和全球问题有效治理的改革。巴西和中国的关系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其全

球内涵不断增加。

作为一个后来者和正在兴起的全球行为体，中国在拉美也面临着特殊的挑

战。例如，贸易竞争、台湾问题、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因素显然使双边关系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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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如何处理这些挑战关系到中国—拉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H$ "(FGC~{|

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非常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它们帮助中国成长为一个

积极的国际行为者。在自身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拉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

密了。冷战结束后，中国极大地改善了与非洲和拉美的联系，虽然主要涉及经济

活动，但综合性联系也在各个层次上得到发展。可以说，中拉关系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

（!）viw7xyij

２００４年，胡锦涛主席就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政治上相互支

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第二，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

赢的合作伙伴；第三，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Ｈｕ２００４）。

中国寻求与拉美发展全面合作关系。

在政治领域，中国和拉美许多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相当的政治信任。过

去十年中，中拉之间密集的高层官方互访前所未有。中国与巴西、智利的议会有

着定期的交流。这种政治访问不仅加强了双边政治信任也推进了经济合作。中

国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秘鲁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所有伙伴国都

重视多极世界秩序的构建。其中，巴西尤为重要：当胡锦涛主席２００９年４月在二

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与巴西总统卢拉会晤时将中巴关系看作有全球性影响的双

边关系。除了大国关系外，中国也从长远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与哥斯达黎加等小

国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双边合作实现了双赢。中国已经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第二

大贸易伙伴。胡锦涛主席在２００４年访问拉美时承诺，到２０１０年，中拉双边贸易

额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然而，这一目标在２００７年就已被超额完成，这显示了双边

贸易的巨大潜力（Ｚｈｏｕ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２００９）。２００９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

的贸易伙伴（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２００９），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运行良好，与哥斯达黎

加和秘鲁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已签订。中国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使用巴拿马运河

最多的国家。２００８年，中国对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总数达２４８亿美元（Ｍｏｘｌｅｙ

２０１０）。中国投资开发巴西新发现的深海油田也是双赢合作的典范。近年来，金

融合作开始变得动力十足。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与拉美之间富有

活力的经济关系为当前脆弱失衡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希望。

在文化领域，双方都重视民间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旅游业和文化

交流，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该地区１６个国家被中国批准为中国公民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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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的国。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机构也在该地区的许多大学中建立起来。中国

政府通过选派官员学者奔赴拉美学习语言、加强国内相关智库的研究能力以便更

全面地了解拉美和制定对拉政策。在拉美，中文学习愈来愈受到欢迎，特别是因

为学习中文所带来的商业机会（Ｆｏｒｅｒｏ２００６）。在中拉举办的各种非正式峰会和

会议，让舆论精英们聚集在一起。中国与加勒比经济和贸易合作论坛的影响力正

在稳步提升。中国的发展经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

和历史背景，要正确地理解这些需要具备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些人员联系，包括

学界和思想库的双边交流在深化相互理解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zq{|7}~�
随着合作的深化和拓展，地区制度越来越重要。中拉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建立

了制度化的对话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２００４年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ＯＡＳ）的

常任观察员，２００９年成为美洲开发银行（ＩＤＢ）的成员。此外，中国还是拉美议会

的观察员并与里约集团、安第斯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体以及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

ｃｏｓｕｒ）建立了联系。很显然，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支持是中国进入这些地区性论坛

的关键，参与这些制度合作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中国领导人将参加多边机制看作是化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疑虑的一种方式，也

是建立制度化和更具预见性互动的平台。２００９年，中国成为美洲开发银行（ＩＤＢ）

的第４８个成员国，在东亚地区是继日本和韩国之后的第三个成员国家。在２００９

年召开的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会议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高度赞扬了美

洲开发银行在地区发展和削减贫困方面作出的努力，并表示美洲开发银行已经成

为中国与该地区合作的最重要平台（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ｃｈｕａｎ２００９）。随着中国加入美洲

开发银行，中国金融界随之准备扩大同拉美的合作。为了帮助拉美国家对付当前

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通过美洲开发银行提供３．５亿美元的启动资金（ＩＤＢ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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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度重视拉美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

谈到２１世纪将是太平洋和拉美的世纪。拉美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具有很重要的

地位，远非某些观察家所说的仅仅是原料供应地。中国将拉美看作是处理全球问

题、改革当前国际体系的重要伙伴。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建设繁荣的国内经济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的任

务。为此，双方应当谋求使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

家。当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表明，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危

机时也是非常脆弱的。由于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了教训，绝大多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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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经济体都积累了较多的外汇储备，这使得它们在当前的形势下更为安全。但是

由于这些外汇储备多是美元，因此如何促使美国维持一个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对

维持拉美外汇储备的价值显得很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拉美国家应当携

起手来，使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公正。

包括中国及其拉美伙伴在内的新兴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建设正稳步进行。巴

西和中国是新兴的延伸五国／五国集团１、金砖四国峰会和二十国集团的关键成员

国。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成员的墨

西哥在协调五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阿根廷也在日益重

要的二十国集团中发挥着影响。此类合作有助于形成对未来国际体系的共同看

法，加强政治互信并促进共同利益。中国和拉美的这些新兴国家都需要在处理全

球性问题如气候变迁、能源安全和多哈回合谈判等问题上加强合作。亚太经合组

织与东亚—拉美合作论坛（ＦＥＡＬＡＣ）等跨地区安排对促进新兴大国间的合作也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促进了地区稳定，中国和巴西在海地执

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D$ +,"(FGC��

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与台湾有所谓“外交”

关系的国家有一半在拉美。中拉双赢战略也要经受贸易赤字和经济竞争的考验。

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拉美的新来者，必须考虑美国和欧盟的关注，也必须避免

重犯欧美国家在拉美犯过的错误。贸易竞争、台湾问题、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因

素都有可能对中国—拉美关系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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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加的经济合作为中国和拉美带来了共同的收益。与此同时，拉美各国

对此的反应却不相同，有些国家对中国抱有更高的期望，有些国家对中国在该地

区影响的不断增加看法不一。尽管大多数南美国家把中国看作是贸易和投资方

面新的重要潜在伙伴，但墨西哥和大多数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则更多地把中国

看作是竞争对手，因为它们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也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Ｌｅ

ｄｅｒｍａｎ，Ｏｌａｒｒｅｇａａｎｄ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９）。拉美一些国家的私人部门将其业绩不良归咎

于世界市场上中国地位的上升。有人认为给予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将使中

国自动获得更多的贸易和投资（Ｗｕ２００７）。而且，甚至一些承认中国自由市场经

济地位的国家，也经常对中国采取严厉的反倾销措施。这些困难表明，双方都迫

切需要思考更有效的办法来维护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合作。

尽管存在这些竞争性压力，但中国的快速增长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有助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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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发展的机会，这不仅意味着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也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和

金融资本的增加。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初级产品和原料上享有比较优势的南美国

家从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中获益良多。在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

区中，拉美地区名列第二。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商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但在其他部门的投资，如制造业也有很大的潜力。中拉在科技等创新性合作领域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中国和巴西在卫星项目方面的合作。中国成为拉美重要

的金融来源国的潜力巨大。２００９年４月，阿根廷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总额达７００亿

人民币的货币协议，这成为中拉史上最大的一笔金融交易（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９）。由于拥

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私人部门的日益活跃，中国将会成为拥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借

贷国。拉美良好的投资环境非常有助于吸引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拉美的存在也促进了拉美的专业化分工模式的发

展，使其转向自然资源含量更高、知识更加密集的产品和活动（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Ｏｌａｒｒｅｇａ

ａｎｄ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９）。任何国家都必须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全球市场上进一步挖掘

他们的竞争优势。因此，对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拉美国家来说，自然需要关注

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业，这也是拉美经济最有竞争力的方面。然而，依赖单一产

业必然会埋下未来的隐忧。中国曾经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制造业，未来可以将其用之于知识经济和先进制造业，拉美国家同中国一样，

也可以在加强知识创新的同时改进自然资源部门。这样，中拉之间就能避免在制

造业上的竞争，而在建设知识经济上成为伙伴。展望未来，强大的中拉经济关系

将有望成为健康而均衡的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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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在当前和将来的中拉关系中仍然是个敏感的问题。首先，大多数拉

美国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主流的政策立场，但台湾当局曾利用“支票外交”、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贷款等手段分别加强了与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巴拉圭等国

的“外交关系”。缺少与这些国家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

拉美发展全面的地区性合作。最近，海峡两岸共同构建了和平发展的政策框架，

两岸文化和经济交往迅速发展。在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框架下，中国将继续

同那些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开展商业和文化合作与交流。考虑到台湾

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中国政府将不反对这些国家同台湾维持

非官方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出“外交休战”，因此政策调整不但加深了

海峡两岸的经济一体化，而且使得双方在拉美的竞争缓和了。尽管如此，中国政

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两个中国”是不可接受的。２００８年，中国政



bDc!"(FGC6¢£*¤¥~¦�� ４１　　　

府在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政策文件中宣称愿意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建立和发

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

在某种程度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承认”台湾的拉美国家大多数处于美

国的势力范围（Ｔｏｋａｔｌｉａｎ２００８）。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在

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必将趋向衰退。为了抓住中国快速增长带来的机遇，适应中

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该地区相关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正在增

长。２００７年６月，哥斯达黎加成为冷战后第一个放弃台湾当局转而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即使是那些“承认”台湾的拉美国家在联合国

大会上也坚持拉美国家共同的投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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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共识”再次遭到打击，拉美

国家对不同发展模式的讨论越发关注，“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圣地亚哥共

识“也许是该地区最有影响的发展模式。

过去１０年间，拉美政治明显向中间或向左转的政治倾向，是理解拉美发展模

式讨论的重要背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采用了“华盛顿共识”

作为重整经济的药方。自由市场药方的确帮助他们改进了效率，但却造成严重的

社会问题，如贫困、不平等和公共安全问题。该地区接近３７％的人口仍然生活在

贫困之中，从财富和收入的标准看，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的拉美大选被广泛称为“向左转”，这反映了经济的现状和大多数选民的意

向（ＯＮｅｉｌ２００８）。公民不仅需要民主实现政治权利，也需要强大而有效的政府解

决社会问题，包括失业、公共安全、教育和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等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２００７年拉美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者们再次强调并完善了

１９９８年提出的“圣地亚哥共识”，即为了实现并维持较高的生产率和均衡的增长，

各国同意将教育、环境、研究与开发投资、有效率的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该地

区的五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希望随着经济的增长改进收入分配，充分利用贸易、文

化和金融流动提供的机会和创新潜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拉美要稳定其在全

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改善地区能源安全，就必须投资基础设施并使其升级换代。

“圣地亚哥共识”代表了这一地区新的政策范式转变。至今为止，智利是“圣地亚

哥共识”最好的例证：它实现了该地区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长。

近年来，尽管拉美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就ＧＤＰ增长率而言，比起其他地

区尤其是亚洲仍然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引起了拉美国家的关

注。所谓的“北京共识”只是国际社会希望总结中国的增长经验，而中国并不存在

有关“北京共识”的官方描述。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不考虑本国国情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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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将是十分错误的。实际上，中拉双方都努力学习借鉴对

方的发展经验。中国发展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关注着拉美的发展经验，包括其经济

的起飞、“失去的１０年”、新自由改革和当前的“向左转”（Ｘｕ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６）。拉

美国家也对中国成功的发展经历感兴趣。这种相互学习能加深对发展的理解并

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我们注意到，即便是拉美的“左倾”政府也可以划分为两派，美国学者称其为

“正确左派”和“错误左派”（Ｃａｓｔａｎｅｄａ２００６）。虽然我们不能认同这种正确与错误

的划分，但拉美左翼政治的复杂性警示我们，不能太简单化地看待这个世界。奥

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表明，在应对经济衰退时政府的作用扩大了。世界银行

的领导人也声称“圣地亚哥共识”应当取代“华盛顿共识”（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９）。从

长远看，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需要结合这三种模式各自的

长处。

（?）z�W���|V����
最后但却并非不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因素使中国—拉美关系呈现出三边关系

的景象。美国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中国是美国后院的一个威胁还是拉

美成了中国的后院？这个问题反映出了当前中拉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

与拉美密切的关系引起了美国政策界复杂的反应。大多数分析家显然同意中国

在该地区主要的利益是通过贸易和投资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但他们认为美国

具有经济和地理上的优势。但是也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介入该地区对未来美

国的影响构成了威胁，他们甚至认为一些拉美国家把中国看作是在经济政治上取

代“华盛顿共识”以及取代美国霸权的另一个选择。中国与“左派”政治家统治的

具有反美色彩的国家建立联系也遭到了批评。

中国学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解释并澄清中国在进入拉美时不会危害

第三方利益，也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对抗的立场（Ｚｈｕ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８）。由于中国在

拉美问题上采取低姿态外交、政治立场中立以及与美国定期对话，华盛顿对此只

是表示关注，并不感到担忧（Ｈａｋｉｍ２００６）。美国自信它仍将是该地区的长久合作

伙伴。

为了理解美国、中国和拉美三边关系的积极面，我们必须厘清三者的共同利

益。对美国来说，拉美是最重要的外国石油供应商、开发可替代燃料的重要伙伴

和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除了非法移民和贩毒之外，美国需要帮助该地区处

理贫困和不平等、公共安全、移民和能源安全。而对中国来说，中国需要获得地区

能源和市场，在改革当前国际体系方面确保与该地区的合作。拉美需要投资、贸

易和技术以应对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因而，在这些利益基础上形成了中美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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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许多共同的利益。例如，中国对拉美地区能源部门的投资可以增加其对所有各

方的能源供应，稳定了世界能源价格并繁荣了地区发展。如上所述，一个繁荣的

拉美能使三方获益并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这与非洲的情况相类似，良好的中非关系促使欧盟改善了与非洲的关系。同

理，中拉关系的密切发展也会推动美国对该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自“９·１１”

事件以后美国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其他地区。美国和欧盟对这些发展中地区的

全面关注也会有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拉美当地的就业

和环境保护问题。为了减少相互怀疑、增强相互合作，应当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三

边对话形式。领导水平和全球视野很重要。从长期来看，中国如何运用其影响

力，美国和欧盟如何看待中国在拉美作用的增强对国际体系的未来方向将具有重

要的意义。

V$ t§

中国和拉美在各自的外交政策中都把对方看作是重点对象。双方在各个层

次上致力于全面合作。经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也在投资和金融方面具有重大

潜力。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有助于升级后者的各类产业并减少与拉美的贸易赤字。

与欧拉、美拉之间存在传统的文化和移民联系相比，中拉文化联系非常薄弱，需要

更多的公共外交、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为了获得共同的收益和保持合理的期

待，中拉双方应该鼓励其国民增进了解（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２００６）。政治互信和文化理解

有助于增加合作的机会并改善经济合作。

可以看到，中拉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维度，扩大到地区和全球层次。《中国对

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目标，并制定了未来

合作的指导原则，该文件是中拉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它将拉美作为一个整体

对待，并涵盖了许多全球议题。中国希望通过地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到蓬

勃发展的地区一体化当中，这样可以促进中国在该地区的软权力，促使双边关系

持续发展。在政策文件中也涉及了诸如气候变迁、抗击灾难、减贫和非传统安全

等全球议题，这意味着拉美国家被看做是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伙伴。作为新兴经

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中国在建设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中应当

更加积极，更具有合作精神。

当然，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第三方的利益。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三边关系看做是多赢而不是零和关系。中国加入该地区的

制度网络将会使中国的行为更可预见更易接受。中国加入美国领导的地区机制

也有助于减少美国的怀疑。中国政治立场中立，专注于与拉美的经济交往不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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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当地的民主、繁荣和主权完整。此外，中国和拉美的交往将会促进地区繁荣和

社会凝聚，这不仅会造福拉美地区，也符合美国和欧盟的地区利益。

� 

１．所谓的“延伸五国”或“五国集团”指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墨西哥。它因八国集团

的领导人在近年来八国集团的峰会上连续邀请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会议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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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欧盟、拉美和中国：当今及未来关系中的几何模式

艾丽卡·鲁伊兹·桑多瓦尔

3$ ,:

讨论未来世界秩序的变化趋势已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在雷曼兄弟倒闭引

发经济危机之后，全球治理和未来合作方案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然而，就这一

点而言，很难预测影响国际秩序发展的因素，以及未来世界适合不同利益集团的

最佳合作方案。尽管如此，在这种混沌状态中，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我

们也似乎依稀看到了某些趋向。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反思当前问题，并探讨国际社会三股重要力量———欧盟、

拉美及中国之间的未来合作机会。在世界秩序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上述每一方对

未来面临的挑战所持的立场各不相同。未来的合作模式将取决于每一方在根据

各自国家特点应对挑战时所采取的举措。如果必须做出预测，中国将会以比欧盟

更好的状态参与到崭新的国际秩序中。因此，拉美国家应在当下着手规划其未来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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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难准确定位任何一项外交政策或任何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的状态，

原因在于国际体系不断变化，或者已发生改变。从现在看来，我们过去对国际体

系的认识似乎没有永远正确的，至少是需要修正的。但以下事实我们至少可以确

定是正确的：

（１）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这不仅因为其在最近几年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

还因为其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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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欧盟由于范围扩张和制宪受挫而失去部分软实力。它对拉美地区特别关

注的问题无力采取有效行动；一味坚持所谓的共同原则和价值观；当事态严重时

临时采取对策，正如它最近在与安第斯共同体成员搁置的协议上的立场改变一

样，这些无疑使它失去了对拉美的优势。此外，欧盟虽为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组织，但当前经济危机给欧盟所有机构都造成了冲击，甚至其核心的团结原则也

受到经济危机的挑战。这一点从围绕希腊危机展开的讨论中可见一斑。

（３）尽管最近拉美试图建立拉丁美洲联盟，但由于其多元化趋势，在国际事务

方面难以达成统一的立场或态度。与此同时，拉美已重新回到先前原料生产者的

角色，从而使其具有暂时的优势，在经济危机中得以较快恢复。尽管如此，该地区

仍然面临着各类不同挑战。

（４）任何对与欧盟、拉美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探讨都不能忽视美国。尽管美国

明显失去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且在当前危机中困难重重，但仍是世界头号强国，并

将影响所有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因此，或许在探讨欧盟、拉美和中国之间关系

的过程中，不应将其看作一个三角形，而应看作一个菱形，也许会更好些。

（５）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然而，这不仅意味着权力将会在各个国家间

分布更加均匀，而且在这种制衡中还要考虑其他各方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不

管现在做出何种预测，都有必要考虑权力分化后影响权力在国家、市场以及其他

团体（例如评级机构）之间再分配的因素，这些要素已展示出在塑造和分裂国家方

面的强大影响力。

（６）最后，我们身处其中的经济危机必将对各方产生重要影响，并重新界定各

方关系的优先顺序与行动范围。目前，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尽管二十国集团

勾画出的图景有望成为新的国际金融架构的基础，但实际情况似乎并未像预料的

那样真正发生。截至目前，欧盟和美国似乎受危机打击最为严重，不由让人怀疑

其是否能够继续为国际秩序掌舵。不过，希望还是有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之父

让·莫内曾说过，危机使得人们去做平时他们不会去做的事。这次的情况是否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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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近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来因为它向东扩张对其外交政策的优

先方向产生了影响；二来因为在一体化的过程中，继欧盟宪法受阻和批准《里斯本

条约》受创后，又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今天，严重的经济危机被证明是对世界上最

为先进的一体化机制的严峻考验。尽管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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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经济的崩溃将欧盟也牵扯进来，这表明希腊这一重要的经济主体在经济治理

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它也表明当短期利益受到威胁时，其最基本的原则

也将失去实际意义。很难预料《里斯本条约》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创新将如何协助

欧盟克服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

近年来，在世界经历由布什政府推动的在国际事务中倡导顽固现实主义的时

期，欧洲未能抓住这一形势对自己进行定位，没有成为引领国际机构改革的倡导

者。在国际关系中，欧盟受到自身问题的纠缠，难以成为它理应成为的世界大国。

更为糟糕的是，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正逐渐减弱。尽管欧盟是世界上最

大的市场，但由于其无法作为单一的国际行为体行动及其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越来越多的言论认为欧洲在未来世界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小。另一些人则将

目光投向即将到来的新的两极体系，其中的主要参与方将是中国和美国，而欧盟

已被排除在外。

从外部看，欧盟内部错综复杂，外界难以了解。人们始终认为，欧盟并没有领

导人，即使在某方面确实需要领导，但欧盟内部反对声四起，声称应该由另一人担

任，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欧盟主席范龙佩（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先生的任命一事就是如此。阿什

顿（ＢａｒｏｎｅｓｓＡｓｈｔｏｎ）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这个层面上，欧盟模式似乎太过复杂，

对外人而言，了解欧盟内部事务实在费力。

此外，就其合作计划而言，欧盟仍坚持其家长式作风。尽管它自我定位为一

个“规范性大国”，但欠发达国家合作伙伴对此并不接受，因为后者始终感觉欧盟

用不公平或难以企及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外界最终形成欧盟采取双重标准的看

法。即便欧盟未采取双重标准，其基于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外交政策也将失去可

信度。

（二）拉丁美洲：探寻自我身份

过去几年间，拉丁美洲经历了巨大转变，政治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越来越

多的人偏向左派或加入众多左派组织，这令众多观察家困惑不解。然而，左派并

没有统治整个拉美，例如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影响该地区的因素多种多样：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加勒比地区的贩毒和有组

织犯罪、巴西的能源计划、阿根廷的政治动荡等等。只有一个是该地区共同面临

的问题，那就是移民。最近几十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该地区

未来的发展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价值观方面，拉美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该地区相当一部分旧价值观流失的

同时，从外部接纳了大量新价值观。其社会结构和移民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影

响，就是鲜活的例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在拉美大陆价值观的“美国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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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而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看安第斯国家，就其在过去十年中与欧盟各国

之间汹涌的移民潮来说，价值“欧洲化”则更为贴切。

尽管如此，大多数拉美国家本身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没有多大影响，因而“拉

丁美洲”仍然是一个概念上的简称和政治工具。然而，再现全球概念的拉丁美洲

的诉求误导了其合作伙伴，并给外部观察员传达了错误观念。

如前所述，拉丁美洲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向好的方

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可以理解拉美的一些合作伙伴，特别是欧盟，似乎始

终对该地区的指标（如不平等指标）表现出失望。该地区先前一直是西方援助的

对象，但之后，尤其在亚洲繁荣局面出现后被甩到了身后。政治上，尽管许多民意

调查显示，拉丁美洲拥有健康的民主制度，但事实上大多数拉美国家并非如此。

传统的政党制度正在逐步恶化，民主政府较难解决影响民众的主要问题。民粹主

义或新民粹主义的回归仅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并未真正改变政府管理模式，导致

该地区落后了几十年。

国际经济中原材料市场的飞速发展同样如此。拉丁美洲，这一似乎远离依赖

理论作者曾为之哀叹的地区，在数十年后又回到了它原先商品提供者的角色。如

果不是原材料销售引发的人为增长会给政治环境所带来后果的话，原材料市场的

蓬勃发展将不是问题。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拉丁美洲仍然还有希望。巴西已经毫

无疑问成为该地区的新宠儿，并致力于从当前地区大国的地位上升到世界大国的

地位，这在任何未来合作机制中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通过南美国家联盟

（ＵＮＡＳＵＲ）以及南南合作计划，巴西已经在拉丁美洲及世界范围内开始将自己

定位成强大且有影响力的国家。作为五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四国”的成

员，巴西必定会在未来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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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我们现在所看

到的是一个现代化、富裕和强大的中国，是那个已经远离了先前贫困落后形象的

亚洲国家。中国以完全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许多方面，该国似乎并

不需要看欧洲人的脸色来制定其政策或调整其利益。正如欧洲曾经将其国际关

系体制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现在似乎轮到中国重新调整国际秩序。国际体

系正在朝着对大国和强国有利的方向改变，而中国无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许多亚洲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政府愿意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以实现

政治目标，从而直接服务于其战略利益。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以中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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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亚洲国家正在改变游戏规则，而拥有开放经济的小国却难以受到关注。因

此，随着欧洲国家影响力的逐步弱化，亚洲大国正在迅速崛起。如果欧洲制定连

贯的战略，在对新经济体的政策中将政治与经济目标结合起来，或许还能跟上此

类变化。

中国的经济影响是全球性的，这种影响力在贸易和金融关系等众多领域显而

易见。无论是在市场准入、廉价劳动力和中国进口商品的获取，还是投资和资金

供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也受益于中国的崛起。

欧洲各国政府同样也会使用各种经济手段，例如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和援

助方案，来达到政治目的。中国与欧洲国家取得影响力的主要区别在于，欧洲在

总体上依赖他们在国际体制中既定的地位，而非利用其国际经济关系。此外，西

方政府在实施经济现实主义方面的能力有限，因为欧洲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远

远少于亚洲国家。因此，习惯于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欧洲人通常也寻求

在第三国实现的改变。通过强调在文化、政治理想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吸引力，他

们往往试图推行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理想，包括民主化、尊重人权和良好治理的经

验。而亚洲国家外交政策的政治目标往往更为具体，更直接关系到其安全和经济

利益。因此，至少从中短期来看，欧洲战略无法与亚洲战略相提并论。

这些变化和欧洲力量的相对衰弱在拉丁美洲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在追求领

导权方面，有个别拉美国家追求与亚洲而非欧洲类似的策略，首先成为地区大国，

然后成为全球大国，巴西和委内瑞拉或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在这种情况

下，拉美也在寻找在新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并正在利用亚洲国家提出的新游戏

规则为自己所用。

（?）'-F\¬N7O®
布什政府时期，多数国家已习惯了不将美国作为合作对话伙伴。现在我们正

处于美国外交政策新时代的开始。奥巴马总统对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了首次访

问，尽管拉美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并未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但至少改善了

这种关系的基调。同样，在美中关系方面，因为它依赖于中国购买其国债，因而始

终高度关注中国。

奥巴马政府可能会继续专注于国内政治。当然，经济危机已经迫使他的政府将

工作重点放在国内议程上，而后才与旧的或新的国际合作伙伴打交道。但是，可以

说不论是与欧盟还是拉丁美洲关系的发展都不是特别顺畅，更无须说与中国的关

系。尽管如此，在今后几年，美国将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即使现在还无法肯

定地预测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美国不那么强势，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和

政策，倾听别人的意见，将会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美国受到危机打击如此严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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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变得非常虚弱，世界将缺乏一个领导者，这正是所谓的“见不得又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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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是“战略双边区域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该协会始于１９９９年６月在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一次欧盟—拉美／加勒比海地区首脑会议。欧盟与拉丁美

洲／加勒比计划意在保持两个类似区域合作伙伴之间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因此

“双边区域”（ｂ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就是其主要特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被看成一个单

一的区域，以一个声音说话，但这种假设只能被视为纯政治假设；因为有２７个成

员国的欧盟虽然经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体化进程，但也并不总是能够用同一个

声音就国际问题发表看法。

最终，来自不同国家的６０多位代表举行了欧盟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首脑

会议，但各国议事日程和利益截然不同，虽然为尽各自的义务每隔两年举办一次，

但除发表了一个基于这两个区域所应坚持的共同价值观的强制性声明之外，并未

产生具体成果。在上届欧盟轮值主席任职期间，采用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里斯本条

约》生效之前使用的形式庆祝了欧盟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机制建立十周年。

由于西班牙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十分重要，因而它也一直扮演着欧盟内部

各种关系推动者的角色，西班牙的一票对于通过《里斯本条约》尤为关键。

谈到事实真相，在所谓的“战略双边区域协会”建立十年后，该形式已经被证

明是过时的，应予以摒弃。这样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双层次策略似乎无法持续更长

的时间。它不是一种战略关系，也不是一个双边区域的关系，也更不太可能是一

个真正的组织。从目前看来，这种“自然同盟”的初衷已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说，

欧洲在拉美的区域化战略已经失败，只是增加了被认为是基于双重标准之上的所

谓规范和判断的方法。

主要问题依然是：欧洲希望拉丁美洲成为一个单一的区域，平等，拥有发达的

民主，保护环境，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等等。然而这些方面大部分是目前无法

实现的，或者至少需要通过外部压力和条件来实现。拉丁美洲具有明显的多样化

特征，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太穷，也不太富，矛盾重重，不过拉美各国与试图介入该

地区事务的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对话也具有倾向性。最后值得一提的

是，尽管美国在布什政府领导下并不重视其传统的“后院”，但其奉行与该地区众

多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战略基本上永久性地扼杀了欧洲区域一体化战略和集团

对集团的谈判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拉丁美洲要求与欧洲人达成自由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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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期望进入欧洲单一市场时，就会发现这些众多机构（类似华而不实的挂饰，不

切实际）及其具体做法都与该地区国家无多大关联性。

此外，与和中国的关系一样，考虑到在历史上与欧洲的外交关系更差，拉美缺

乏对欧盟运作及其功能的了解。拉美人一直从欧洲个别国家特别是西班牙的角

度思考欧洲。在过去几年，西班牙在拉美与欧洲关系中扮演的角色颇受争议。先

前，它无疑是欧盟成员中最强烈地主张欧盟应该与拉美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但

现在它则更多地扮演欧盟代理而非使节、桥梁的角色，这在移民问题上尤其明显。

毫无疑问，西班牙曾经是大多数拉美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然而，每当欧盟在

移民政策领域推出共同倡议，比如声名狼藉的遣返令时，西班牙总是没能发挥其

作为联盟代表的作用。相反，为了防止与拉美国家间关系受损，甚至宣布该命令

不适用于西班牙。

即便出于政治原因，可以接受上述做法，但从欧盟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

未来关系而言，这无疑破坏了相互了解并给以最高层次政治对话为目的的战略双

边区域协会造成了沉重打击。此外，它阻止了两个地区在移民问题上的真正对

话。而实际上，本可以根据共同的利益将这些问题引领到多边关系层面加以解

决。最终，它引起了对是否需要“战略双边区域协会”的质疑。或许在伊比利亚美

洲论坛（Ｉｂｅ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ａ）内处理此类问题或许更为妥当。总体而言，西班牙

很难作为当前欧洲联盟的代表，而拉丁美洲将西班牙和欧洲等同对待，显然是自

欺欺人。

（+）,-$%'
中国从其作为贸易大国的强大实力来看，是令人恐惧的；但作为本次世界经

济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并能向饱受危机摧残的拉美经济体（比

如委内瑞拉）提供急需的资金，从这一点看来中国又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人已经

在拉美建立了桥头堡，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离开。他们对该地区有着更清

晰的了解，与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拉美仍怀有误解不同，在中国眼中只有一个单一

的拉丁美洲。或许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产生同样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主要全球大国的作用。毕竟，拉丁美洲

和中国之间比欧洲和拉美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点：也许不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方面，而是同为五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际经济危机将是所有此类错

综复杂关系的试金石及对利益一致性的考验。尽管如此，中国在发展与拉丁美

洲关系方面，仍须小心翼翼。向资金匮乏的拉美政府提供资金也可能会是一把

双刃剑。

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将中国视为取代美国或欧盟的替代国是错误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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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为体都无法相互取代。真正的利益以及如某些人所认为的真正的价值观才

是中拉关系的基石，才能超越多样化的永恒需求。

如果必须将事实加以考虑的话，应该注意到，根据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关于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最新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建

立战略关系报告》），在未来十年，中国将取代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美出口目

的地。如果拉美对其主要市场的出口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在其中所占

比例将会从２００９年的７．６％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９．３％。而同期，欧盟将维持约

１４％的比例，并将于２０１５年被中国超越。

根据这一报告，由于拉丁美洲对美国出口持续下降，从２００９年的３８．６％到

２０２０年的２８．４％，因而拉美将会实现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不过，拉美经委会确实

认为，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在各个拉美国家之间不尽相同。比如，对于智

利、秘鲁和阿根廷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中美洲国家，尤其是哥斯达黎加而言则不

甚重要。就墨西哥来说，其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其２００９年出口总量的不到百分

之一。

在中国的进口方面，研究预测会有类似的发展趋势，或者甚至有更激进的变

化，即中国可能会在２０２０年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拉美地区主要进口来源地。从

中国进口的增长将集中于在该地区已经存在的资本货物。这些变化预计在未来

十年内发生，并将改变在构建与美国或欧盟—拉美—中国三角关系方面的选择

范围。

然而，除了中国的非凡经济实力外，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可能会对该地区产

生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拉美国家急需高速增长和快速工业化，而中国的发展模式

对它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此外，由于该模式不包含欧盟所大力推行的以民主、

社会凝聚及人权为重点的价值观，因此对于拉美国家那些倾向于威权主义和民粹

主义并以国家强大和保卫主权为基础寻求政治话语权的社会精英来说，肯定具有

相当的吸引力。

（<）'-$%'
无论美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多么严重，它将仍然是拉丁美洲、欧洲和中国的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领导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目前尚有

待观察。然而，所有这三方的未来在许多方面（甚至人口统计学领域）仍取决于美

国的参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就是例子，因为它们移民流动的历

史是相同的。

尽管如此，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未来关系一定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今天，鉴于

拉美国家成功的多元化战略，它们似乎更能够坚守阵地，特别是南锥地区，从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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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声音。多年来，美国在该地区一直没有多少参与，或者只是通过军事形

式参与（例如与哥伦比亚的关系）。因此，美国在未来要对该地区施加影响力，其

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同样，美国将要面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激烈竞争，也

必将会使这些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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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即使所有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的重要性仍然是毋庸置疑

的。同样，美国或欧洲联盟的重要性也不能被完全忽略。拉美将继续走自己的

路，既不是最发达地区，也不是最贫困地区。它也可能，或者再次，成为经济崩溃

之后各国政策的实验场。

这些国家或经济体有多么不同，或者多么相似？这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看待问

题的镜头，是选用显微镜、望远镜还是有色玻璃。在十年后再遇到同样问题的时

候，讨论的将不再是三角形或菱形关系。尽管如此，几何关系仍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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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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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证分析：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欧盟贸易

———趋势与数据

韦尔贝尔·巴拉尔／古斯塔沃·里贝罗

3$ 9:

本章对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以及欧盟之间的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双边贸易数据、进出口趋势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对中国和欧盟市场的出口结

构，并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所有贸易数据截至全球危机爆发之前。

首先介绍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取自以下来源：Ａｌｉｃｅｗｅｂ和Ａｌｉｃｅｗｅｂ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巴西数据）、ＳＩＣＯＥＸ（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巴西除外）、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世界贸易数据）及欧洲统计局（欧盟）。进出口数据以美元离岸价

（ＦＯＢ）计，仅指货物贸易。

中国外贸数据不含香港、台湾和澳门。欧盟数据包括现有２７个成员国。欧

盟集合数据根据欧洲统计局相关资料和共同体纲领编制，可能与各国数据存在差

异。欧盟数据以欧元计，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年均兑换率换算成美元。１

H$ 4IJKLM[¾

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有时称南锥共同市场２，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巴

西与阿根廷建立的政治联盟。１９９０年７月，这一进程达到了顶峰，两国签订了旨

在建立共同市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与此同时，相关方面启动了接纳乌

拉圭和巴拉圭的谈判。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６日，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总

统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签订的《黑金城议定

书》建立了共同对外关税（ＴＥＣ）和关税同盟，进一步加快了南方共同市场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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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

有关南方共同市场的错误信息主要是关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智利在该集团

中的地位。有资料称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成为南方共同市场正式成员国，该信息

与事实不符。３委内瑞拉于２００９年申请成为南方共同市场正式成员国。目前，该申

请有待巴拉圭国民议会批准。玻利维亚的申请尚未形成正式方案，至今仅就此举办

过几场非正式会议。智利仍是南方共同市场的联系国而非正式成员国。

根据２００７年的统计数字，南方共同市场总人口约为２．４１亿（巴西和阿根廷

占９６％），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２．４万亿美元，其中巴西和阿根廷占绝大部分（两

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总量的７６％和２２％）。中国和欧盟人口分别是南方共同

市场的５．５倍和２倍，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分别是其２．９倍和６．１倍（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０７年）

人　　口
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购买力平价

人均国民总收入

（美元／购买力平价）

巴　西 １．９１６亿（５） １．８３万亿（８） ９３７０（９８）

阿根廷 ０．３９５０亿（３１） ０．５２３０万亿（２２） １２９９０（７７）

乌拉圭 ０．０３３０亿（１３０） ０．０３７３万亿（９２） １１０４０（８６）

巴拉圭 ０．０６１０亿（１０１） ０．０２６５万亿（１０３） ４３８０（１３３）

南方共同市场 ２．４０５亿（≈４） ２．４万亿（≈６） ９９７９（≈９４）

中　国 １３．２亿（１） ７万亿（２） ５３７０（≈１２２）

欧盟２７国 ４．９７亿（≈３） １４．８万亿（≈１） ３３４００（≈３４）

注：括号内数字为该国（或集团）统计数字的排名。“≈”指约数。

资料来源：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人口数据来自于中央情报

局《世界概况》；欧洲数据来自于欧洲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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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间，中国在拉美地区，尤其是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性呈指数级增长。该地区国家应重视国内市场的潜在竞争。自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以及放宽进出口管制以来，巴西和阿根廷的外贸额持续上升。在中国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实施贸易改革（包括大幅削减关税），特别是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两国外贸额的上升速度显著加快。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南方共同市场仍是相对次要的出口目的地。２００７

年，南方共同市场从中国进口额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１．３％左右。与此同时，拉

美、独联体、非洲和中东地区从中国进口额平均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３．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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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和欧洲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地区。美国和日本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表２　中国出口情况（按地区和部分国家），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单位：１０亿美元

２００６ 所占百分比（％） ２００７ 所占百分比（％）

全　球 ９６８．９ １００　 １２２０．１ １００　
北美洲 ２１９．３ ２２．６ ２５２．５ ２０．７

美　国 ２０３．８ ２１．０ ２３３．２ １９．１

欧　洲 ２１５．４ ２２．２ ２８８．４ ２３．６

欧　盟 １９０．０ １９．６ ２４５．６ ２０．１

独联体 ２８．０ ２．８ ４８．１ ３．９

拉丁美洲 ３２．８ ３．３ ４８．１ ３．９

南方共同市场 １０．１ １．０ １６．１ １．３

非　洲 ２６．６ ２．７ ３７．４ ３．０

中　东 ３６．９ ３．８ ５４．８ ４．５

亚洲 ４１０．７ ４２．３ ５０１．０ ４１．０

日　本 ９１．６ ９．４ １０２．１ ８．３

注： 独联体（ＣＩＳ）由下列国家组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南亚、东亚和东南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统计数据编制。

就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而言，巴西的主要出口目的地（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包

括美国（１４％、１５．８％）、阿根廷（８．９％、９％）、中国（８．３％、６．７％）及荷兰（５．３％、

５．５％）。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的统计数据（Ａｌｉｃｅｗｅｂ数据），如将欧盟２７

国作为整体计算，则欧盟位列第一（主要市场依次为荷兰、德国、意大利和比利

时）。阿根廷的主要出口目的国／地区（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包括巴西（１８．６％、

１８．７％）、中国（９．３％、９．４％）、美国（７．４％、７．４％）和智利（７．５％、６．６％）。根据南

方共同市场的统计数据（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数据），如将欧盟２７国作为整体计算（主

要市场依次为荷兰、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则欧盟（２００８年）位列第一。南方共同

市场的主要出口伙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包括欧盟（２６％、２７％）、美国（１３．９％、

１５．９％）和中国（９．８％、８．５％）（Ｇａｍｂｉｎｉ２００８：３２；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Ｍｅｒｃｏｓｕｌ数据）。

（!）�¯°±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巴西和阿根廷对华出口额仅占两国出口总额的

不到３％（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两国对华出口额稳

步上升。随后十年，出口额大幅飙升（见图１、图２和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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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巴西与中国的贸易收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百万美元）
　　　　

图２　阿根廷与中国的贸易收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百万美元）

图３　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的贸易收支（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Ａｌｉｃｅｗｅｂ和ＳＩＣＯＥＸ数据编制。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巴西对华出口额上升了３２６％（该数字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

年为５５１％）。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年，巴西对华进口增长率飙升至四位数，达１２００％

左右。阿根廷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阿根廷与中国的进

出口总额分别上升了３７２％和１４４２％（见表３）。

然而，巴西和阿根廷２００８年对华贸易增长率却存在显著差异。巴西对华出

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１６８亿美元和２００亿美元（分别比２００７年上升５３％和

５９％），而阿根廷对华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仅为２２亿美元和２７亿美元（分别比

２００７年下降５８％和４７％）。阿根廷进口政策出现的若干变化是造成该国对华贸

易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该国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实行的非自动进口许可程序。



b�c!gÂÃÄ*4IJKLM'"#／%&ÀÁkkÅÆ'ÇÈ ６３　　　

表３　进出口额年度变化情况（％）

年　份
巴西—中国 阿根廷—中国 南方共同市场—中国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２００３／２００２ ７９．８ ３８ １２７ １１８ ９１ ４９

２００４／２００３ ２０．０ ７３ ６ ９５ １５ ７９

２００５／２００４ ２５．６ ４４ ２１ ６０ ２４ ４８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 ２２．９ ４９ ９ ４０ １８ ５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６ ２７．９ ５８ ４９ ６３ ３３ ５０

２００８／２００７ ５２．６ ５９ －５８ －４７ １６ ２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２ ３２６．４ ７１２．２ ３７２ １４４２ ３３２ ７９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２ ５５０．７ １１９０ ９７ ７２０ ４０１ ９７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Ａｌｉｃｅｗｅｂ和ＳＩＣＯＥＸ数据编制。

２００６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增长率低于进口增长率，在保持多年贸易顺差

后首次出现贸易赤字（８．７５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南方共同市场贸易赤字

分别达３０亿美元和５０亿美元左右，其进出口数据曲线进入拐点。出现这一逆转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南方共同市场主要从中国进口高价值产品，而出口至中国的产

品则多为初级产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国际

价格下降，下降速度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明显加快。

总体而言，南方共同市场另外两个成员国———乌拉圭和巴拉圭对其出口数字

未造成很大影响。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年，乌拉圭对华出口额为年均１．２６亿美元（约

占南方共同市场出口总额的１％至２％）。巴拉圭的同期数字更低，仅为２３００万

美元，不到南方共同市场出口总额的０．５％。另一方面，两国对南方共同市场进口

总额的变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表４所示，两国对华进口额居高不下是南方共同

市场长期出现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２００６年，两国从中国进口额占南方共同市场

从中国进口总额的１４．１％，创历年之最（１６亿美元）。

表４　乌拉圭和巴拉圭与中国贸易额 （单位：千美元）

年份 出口额 占总额百分比（％） 进口额 占总额百分比（％） 盈　余

２００２ １１１３０４ ３．０ ２８６６７９ １２．０ －１７５３７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２１０８ １．６ ３６１６６０ １０．６ －２４９５５２

２００４ １５７４０７ １．９ ６６１１８１ １０．８ －５０３７７４

２００５ １８９２２２ １．９ ９５８４５１ １０．６ －７６９２２９

２００６ １８４７９４ １．５ １８２５５１４ １３．５ －１６４０７２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４１１９ １．３ ２１６３４７７ １０．３ －１９４９３５８

２００８ ２６４５９０ １．１ ３３７９３１０ １０．５ －３１１４７２０

资料来源：ＳＩＣＯ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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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初级产品在巴西对华出口总量中占５５．５％，是此类产品

在该国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的两倍。半制成品占巴西对华出口总量的２０．１％，此

类产品在该国出口总量中的所占比例为１４．７％。制成品占巴西出口总量的

５５．１％，而此类产品仅占巴西对华出口总量的２４．１％。巴拉尔和佩罗内指出：“此

外，巴西主要出口八类产品，其中农产品和矿产品占总量的４７％。值得注意的是，

该比例自１９８５年以后几乎未出现变化。”（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初级产品出口量在巴西对华出口总量中的所占比例不断上

升。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初级产品出口量占巴西对华出口总量的７２．５％（２００８年，

该比例升至７７．５％，创历史新高）。铁矿石和大豆位居出口总量的前两位。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阿根廷的出口集中度也比较高：大豆（４１％）、原油（２５％）

和豆油（１８％）三类产品的出口量占对华出口总量的８４％。工业制成品出口量仅

占出口总量的４％。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６年，农产品（此类产品基本无需加工）出口量

占出口总量的７２％，远高于初级农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燃料除外）出口量在该国

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４９％）（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

数据表明，初级产品出口量约占阿根廷对华出口总量的８０％，其中大豆占５０．５％，

原油和豆油共占３１．２％（ＳＩＣＯＥＸ，根据ＮＣＭ相关内容计算）。

（<）¶·¸¹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进行的贸易政策审议，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为９．７％

（与２００５年相同）。农产品和制成品的平均最惠国税率分别为１５．３％和８．８％（与

２００５年相同）（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０８：４３）。鞋类产品、加工食品以及蔬菜产品的执

行关税税率最高（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０８：５０）。

巴拉尔和佩罗内强调：“中国的关税结构存在明显的关税高峰。该国农产品的

关税税率明显高于工业产品。未加工农产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典型代表

包括草莓（３０％）、李子（２５％）、小麦和大米（６５％）以及蔗糖（６０％）。相比之下，矿产

品和燃料则基本免税，或关税税率处于极低水平”（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

总体而言，国内和对外贸易及贸易相关措施仍是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税是中国的主要贸易政策工具之一。除了对加工食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

还对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的产品设置国内税费、补贴以及植物卫生措施等大量非

关税壁垒。

（?）º»w¼½
南方共同市场主要向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出口初级加工品，中国将此类产品出

口至第三方市场或在本国消费。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南方共同市场对华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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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二是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存在

一定的经济互补性。事实上，在南方共同市场对华出口量增长最快的产品领域，

阿根廷和巴西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基于此类原因，中国制定了旨在增加贸易伙

伴和减少对初级产品供应国依赖的战略。中国对非洲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中国

投入大量资金帮助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至少在理论上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然

而，双方几乎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南方共同市场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

易情况则不同，其贸易模式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程度和劳动分工（Ｂａｒｒａｌ

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

毋庸置疑，南方共同市场目前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

系，同时保持其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并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巴西政府启

动了一项特别计划（《中国议程：积极发展中巴经贸关系》），旨在增加该国对华技

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量（Ａｇｅｎｄａ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１７）４。

在进口方面，因向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巴西政府常常

受到来自当地生产商的压力，如钢铁、纺织和电子产品等部门，到２０１０年，有人指

责中国人为地让人民币低估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在这种论调被放出后，对政府的

压力进一步升级。

关于对外贸易，美洲开发银行（ＩＡＤＢ）估计阿根廷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出口

额中仅有２％被中国抢占。相比之下，巴西似乎更加担忧：过去十年间，中国抢占

了巴西对发展中国家市场４％的出口额（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年）。

另一项研究更加详细地分析了由于中国参与相关市场竞争导致巴西遭遇出

口损失的情况（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ｎｄＳｏｕｚａ２００８：４４—４５），并且对比了巴西和中国出口额

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以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７年两个阶段出现重叠的情况。该项研究

称巴西在阿根廷、美国和欧盟三地市场分别损失了２０亿美元、１００亿美元和７８亿

美元。据估计，这些损失中中国“因素”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１．５％（阿根廷）、３１．６％

（美国）和３５．７％（欧盟）。由于中国出口产品重叠造成的损失在两个阶段总计约

为７０亿美元（占巴西出口总额的２．４％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甚至

取代了部分在阿根廷享受优惠待遇的产品，例如摩托车、有机／无机复合物、彩色

灯泡、电视机以及橡胶鞋类（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ｎｄＳｏｕｚａ２００８：４５）。

简言之，通过分析２１世纪前十年南方共同市场不断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的

发展趋势能够使人联想到１９世纪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开展经济交往的典型范

式：即原材料和制成品的相互交换（尽管从地理角度来说不是从北方国家到南方

国家）。正如实证分析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该趋势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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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尽管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未就基于自然资料的贸易策略产生的长期

影响展开深入探讨，不过双方市场已显现大量机会。与此同时，由于从中国进口

额的飙升，也由于中国正在成为南方共同市场出口领域的潜在威胁，因此南方共

同市场各成员国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V$ 4IJKLM'%&¿EÀÁ

欧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贸易伙伴，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出口额约占该集

团出口总额的２６％（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Ｍｅｒｃｏｓｕｒ）。然而，从欧盟角度来看，南方共同市场

仍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７年，欧盟对南方共同市场

出口额约占其出口总额的２．７％。欧盟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依次为美国

（２４．５％）、瑞士（７．５％）、俄罗斯（７．２％）和中国（６．７％）。

表５　欧盟出口情况（按地区和部分国家），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单位：百万美元

２００６ 占百分比（％） ２００７ 占百分比（％）

全　球 １２７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５ １００　
北美洲 ３７３ ２９．４ ３９５ ２７．０

美　国 ３４０ ２６．８ ３５９ ２４．５

拉丁美洲 ７６ ６．０ ９５ ６．５

南方共同市场 ３０ ２．４ ３９ ２．７

独联体 １３２ １０．４ １７５ １２．９

非　洲 １１５ ９．１ １４１ ９．６

中　东 １７７ １３．９ ２０５ １４．０

亚　洲 ３１１ ２４．５ ３６３ ２４．８

中　国 ８０ ６．３ ９８ ６．７

注：原始统计数据中不含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内部贸易及其他欧洲国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统计数据编制。

就欧盟成员国而言，德国（１８％）、荷兰（１５．７％）和意大利（１３．１％）是南方共同市

场三个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进入欧盟的切入点，荷兰（鹿特丹

港）在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出口产品中占有相当份额（例如巴西的铁矿石）。德国

（３０％）、法国（１５％）和意大利（１５％）是南方共同市场在欧盟的主要进口国。

（!）�¯°±²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８年期间，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贸易呈现逆差。从１９９８年起，

该趋势出现逆转。如图４、图５和图６所示，进入２１世纪，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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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呈现顺差。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顺差呈相对稳定增长

态势，每年平均顺差为１０４亿美元。

图４　巴西—欧盟贸易收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百万美元）
　　　　　　

图５　阿根廷—欧盟贸易收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百万美元）

图６　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贸易收支（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Ａｌｉｃｅｗｅｂ和ＳＩＣＯＥＸ数据编制。

过去五年间，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上升１４４％和１３６％，

达５９０亿美元和５２０亿美元，平均每年上升２０％和２５％。受全球金融危机和阿根

廷数据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南方共同市场２００８年未能延续以往的上升趋势。巴

西对欧盟进出口额均继续增长，阿根廷对欧盟出口额保持稳定，但该国自欧盟进

口额下降了２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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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进出口总额年变化情况（％）

年　份
巴西—欧盟 阿根廷—欧盟 南方共同市场—欧盟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２００４／２００３ ３３．３ ２２ ３ ５１ ２５ ２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４ ９．３ １４ １２ １４ ９ １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 ２５．４ １６ １６ ２１ ２３ １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６ ２９．５ ４４ ３１ ５４ ３０ ４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７ １４．５ ３５ ０ －２３ １２ ２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 １３６．６ １３２．１ ７５．０ ２２１．４ １１７．９ １４５．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３ １７０．９ ２１２．６ ７５．１ ６３．１ １４４．２ １３６．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Ａｌｉｃｅｗｅｂ和ＳＩＣＯＥＸ数据编制。

通过对比乌拉圭和巴拉圭在南方共同市场—欧盟以及南方共同市场—中国贸

易中的参与份额可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首先，乌拉圭和巴拉圭对欧盟出口额在南方

共同市场对欧盟出口总额中的所占比例平均为３．５％（相比较南方共同市场—中国

而言不足１％）。进口方面的情况与之相似，两国从欧盟进口额占南方共同市场从欧

盟进口总额的３．２％（相比较而言，南方共同市场—中国为１１％）。换言之，乌拉圭和

巴拉圭增加了南方共同市场在笔者分析的所有年份中的贸易顺差额。

表７　乌拉圭／巴拉圭与欧盟贸易额，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 （单位：百万美元）

出口额 占总额百分比（％） 进口额 占总额百分比（％） 盈余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３ ４．２ ６０６ ３．５ ４１７

２００４ １１７９ ３．９ ６９９ ３．２ ４８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８７ ３．３ ７６３ ３．１ ３２５

２００６ １２６１ ３．１ １２３５ ４．２ ２６

２００７ １６７１ ３．２ １２５９ ３．０ ４１２

２００８ ２１５５ ３．７ １４３２ ２．８ ７２３

资料来源：ＳＩＣＯＥＸ．

（+）¯°¶·=>

２００８年，欧盟自巴西进口的初级产品、半制成品以及制成品的所占比例分别

为４７％、１５％和３８％。２００３年的数字与之相似（分别为５０％、１３％和３６％）。值

得注意的是，就巴西与中国的贸易结构而言，巴西的出口结构二十年内几乎未发

生变化（Ａｌｉｃｅｗｅｂ）。应当指出的是，巴西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欧盟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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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最大的农产品出口目的地（ＩＣＯＮＥ２００７：７５）。与此同时，由于巴西认为欧盟

在农业领域实行保护主义的做法欠妥，所以欧盟一直是双边贸易谈判的焦点。

与巴西相比，农产品在南方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出口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更高。２００７年，农产品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对欧盟出口产品总额中分别占

７６％、７２％和８５％（欧洲统计局）。南方共同市场出口至欧盟的产品主要包括食

品（３５％）、原材料（２６％）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２５％）。制成品在欧盟向南方共同

市场出口的产品中占据主要份额（９３％），其中机械和化工产品份额最高。

简言之，初级产品在南方共同市场向欧盟出口的产品中占有绝对比例（其中

主要是农产品）。相反，欧盟则主要向南方共同市场出口机械、运输设备和化工

产品。

（<）º»w¼½
总体而言，巴西是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贸易中最重要的国家（该国与欧盟进

出口总额约占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进出口总额的７５％）（Ｇａｍｂｉｎｉ２００８），南方共

同市场—欧盟贸易收支状况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例如贸易顺差曲线出现重叠）。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巴西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欧盟也是巴西最大的投资来源地。

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贸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产

品类别极少发生变化。以巴西出口的产品为例，１９８８年与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对比反

映了以下出口结构：基本产品（４９％，４７％）、半制成品（１４％，１５％）和制成品

（３７％，３８％）（Ａｌｉｃｅｗｅｂ）。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于１９９５年签署了《区域性合作框架

协议》。１９９９年６月，双方自由贸易谈判正式启动。２００１年７月，双方开始关税

与服务谈判。２００４年９月，双方交换了货物、服务、政府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的市场

条件。此后，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多次举行部长级等级别的高层会议。双方于

２０１０年年初重启谈判。

�$ t§

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南方共同市场—中国以及南方共同市场—欧盟之间

的贸易模式。就南方共同市场—中国而言，数据显示近年来双边贸易额迅速攀

升，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如今的世界大国地位。然而，双方之间的贸易模式似乎加

强了南方共同市场作为中国初级产品供应国和制成品进口国的角色。此外，南方

共同市场—中国贸易还存在另外两个趋势：一方面是南方共同市场从中国进口产

品的激增（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增长了９７２％）以及南方共同市场本地产业随之

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中国产品将取代南方共同市场出口至第三方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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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贸易呈现持续的贸易顺差（年均

１００亿美元）。同期，双方进出口额分别以年均２０％和２５％的速度增长。此外，与

南方共同市场—中国贸易模式相似的是，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双边贸易都从初级

产品转向制成品的贸易范式（尽管两种贸易模式的相关数据不尽相同）。

� 

１．按时间顺序，美元与欧元的兑换比率分别为：０．９４５（２００２）；１．１３２（２００３）；１．２４４（２００４）；

１．２４５（２００５）；１．２５７（２００６）；１．３７１（２００７）；１．４７３（２００８）。以下网站提供相关数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

２．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是西班牙语“ＭｅｒｃａｄｏＣｏｍúｎｄｅｌＳｕｒ”的缩写形式。该集团的葡萄牙语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ｌ”。

３．决定新成员加入事宜的是南方共同市场下属机构共同市场理事会（ＣＭＣ）通过的２８／０５号

决定。

４．此外，巴西和中国还就针对在外贸领域建立本地货币支付体系展开对话。值得一提的是，

巴西与阿根廷之间已经建立了类似体系。

wxyz

Ａｇｅｎｄａ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犃犲狊犘狅狊犻狋犻狏犪狊狆犪狉犪犪狊犚犲犾犪犲狊犆狅犿犲狉犮犻犪犻狊犛犻狀狅犅狉犪狊犻犾犲犻狉犪狊（Ｃｈｉｎａ

Ａｇｅｎ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ａｚｉ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０８），Ｊｕｌｙ，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ｄｅｓｅｎ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ｇｏｖ．

ｂｒ／ａｇｅｎｄａ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ｓｉｔｉｏ／ｉｎｉｃｉａｌ．

Ｂａｒｒａｌ，ＷｅｌｂｅｒａｎｄＮｉｃｏｌｓＰｅｒｒｏｎｅ（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犅狉犻犱犵犲狊，１１，７，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ｉｃｔｓｄ．ｎｅｔ／ｉ／ｎｅｗｓ／ｂｒｉｄｇｅｓ／３１６４．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０７ａ），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犐犿狆狅狉狋狊，犅狔犘狉狅犱狌犮狋犌狉狅狌狆犻狀犵，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ｐｐ．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ｌｌｏｗ“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０７ｂ），犃狉犵犲狀狋犻狀犪狊犜狉犪犱犲犅犪犾犪狀犮犲狑犻狋犺犕犪犻狀犘犪狉狋狀犲狉狊２００７，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

ｅｐ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ｌｌｏｗ“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Ｇａｍｂｉｎｉ，Ｇｉｌｂｅｒｔｏ（２００８），犈犝２７犜狉犪犱犲狑犻狋犺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２００６，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ｃｕｓ．

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Ｄｅｓｅｎ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犜犺犲

犅狉犪狕犻犾犻犪狀 犜狉犪犱犲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ｐ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ｈｔｔｐ：／／

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

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Ｄｅｓｅｎ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Ｍｅｒｃｏｓｕ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犜犺犲犕犲狉犮狅狊狌狉犜狉犪犱犲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ｉｃｅｗｅｂｍｅｒｃｏｓｕｌ．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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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ｌｃ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ＣＯＮＥ，

犗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犃犵狉犻犉狅狅犱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犘狅犾犻犮犻犲狊犻狀犅狉犪狕犻犾．

Ｐｅｒｅｉｒａ，ＬｉａＶａｌｌｓａｎｄＡｎｄｒéＬｕｉｚＳｉｌｖａｄｅＳｏｕｚａ（２００８），ＡＣｏｎｃｏｒｒêｎ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ｅａｓＰｅｒｄａｓ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ｓ：ｏｑｕｅＭｕｄｏｕ？（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Ｌｏｓｓｅｓ：Ｗｈａｔ

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犆狅狀犼狌狀狋狌狉犪犈犮狅狀犿犻犮犪［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４４４５．

Ｒｏｃｈａ，Ｊａｎｅｓ（２００９），Ｂａｒｒｅｉｒａ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ｓＪＰｒｅｏｃｕｐａｍＥｍｐｒｅｓｒｉｏｓＬｏｃａ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ａｎｓ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Ａｌｒｅａｄｙ ＷｏｒｒｙＬｏ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ｉｎ：犑狅狉狀犪犾犞犪犾狅狉犈犮狅狀犿犻犮狅［Ｖａｌｏｒ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１７Ａｐｒｉｌ，Ａ５．

ＳＩＣＯＥＸ，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ａｄｉ．ｏｒｇ （ｆｏｌｌｏｗ “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ｔｈｅｎ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ｄｅ

Ｂｉｅｎ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犪狋犪狅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犲狉犮犺犪狀犱犻狊犲

犜狉犪犱犲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ｂ／．

ＷＴＯ（２００８），犜狉犪犱犲犘狅犾犻犮狔犚犲狏犻犲狑犆犺犻狀犪，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Ａｐｒｉｌ１６，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ｔｐｒ＿ｅ／ｓ１９９００＿ｅ．ｄ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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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经济巨人的贸易：南方共同市场能否从对欧盟

和中国的贸易中获益？

卡洛斯·卡瓦罗·斯伯丁

3$ ÉÊ

１９９１年签署的《亚松森条约》宣告了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的成立。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作为一个目标宏远的

地区一体化组织，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已签署

了多份双边协议，各方制定的若干经济、政治和社会激励措施对协议的落实起到

了促进作用。

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进程一波三折。除了已有的复杂内部议程，作为开放性

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南方共同市场还与第三方国家频繁展开谈判。根据谈判框架，

该组织成员国与南美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以及以色列等若干南美以外地区的国家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南方共同市场还与古巴和墨西哥等拉丁美洲一体化

协会成员国１、印度以及南非关税同盟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

除了与以上第三方签署各类协议，在中断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之后，南方共

同市场目前仅与欧盟的谈判尚未结束。此项谈判的目标是在两个集团之间签署

协议，参加谈判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结构以及两个集团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不同特

征导致谈判趋于复杂。目前，谈判已陷入停滞，到双方约定的２００４年为止尚未达

成任何协议。然而，事实证明相关学习曲线已起到一定作用。

鉴于以上谈判经历以及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事实，有必要分析南方共同市

场与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巨人之间快速发展的贸易之前景。本文旨在思考南方共

同市场与欧盟以及中国之间业已加强的贸易关系所面临的潜在机遇和挑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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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章第２部分介绍了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特征，并且分析了与欧盟达成共识

方面存在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此外，文章还总结了贸易模式，并大致分析了与

中国之间快速发展的贸易之前景。本文最后分析了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谈判

经历，希望分析结论有助于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H$ 4IJKLM*�³ÐÑ

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由四个南美国家组成的一体化组织，旨在在各成员国之

间建立共同市场。１９９１年签署的《亚松森条约》为该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该条约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实现四个成员国

一体化；建立共同对外关税；实行面向第三方的共同贸易政策；协调宏观政策与行

业政策；推动各成员国关键领域的法律框架协调一致。

南方共同市场人口总数约为２．４７４亿，ＧＤＰ总量为１２０００亿美元，出口总额

约为１９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６年）。该组织各成员国面积、人口以及在组织经济和商业

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显示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巴西生产总值占集团生产总值的

６７％，人口占集团总人口的８０％。集团内四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均达到中等收入国

家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阿根廷１２９９０美元、乌拉圭１１０４０美元、巴西

９３７０美元以及巴拉圭４３８０美元（２００７年数据，通过购买力平价换算得来）。

２００６年，南方共同市场货物出口值为１９００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值的

１．６％。８７％的货物出口至本地区以外的市场（该数字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为

７５％）。近年来，该组织对以上市场的出口额以年均１０％的速度上升，比进口额上

升速度快２．５倍。出口市场呈现一定的集中度：该组织６６％的出口货物销往十大

市场（美国、欧盟和中国名列前三位，所占比例分别为２０．７％、１８．３％和７．６％）。

进口市场来源地更趋集中，最大的三个进口来源地依次为欧盟、美国和中国

（２０．７％、２０．０％和８．７％，以当期美元计，２００７年数据）。过去几年间，本地区之

外的非传统市场在南方共同市场出口结构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或许受相对价格大

幅变化之影响）。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６年，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出口额以年均２７％的速

度递增，对美国和欧盟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９％和１３％。

通过分析南方共同市场在出口领域的重要性可知，该组织是欧盟第十大进口

来源地（占其进口总额的２．５％），是美国第十五大进口来源地（占其进口总额的

２％）。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占２％）。农产品、尤其是食品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出

口产品中占据主要份额。２００６年，动物和蔬菜产品以及食品占该集团向其他地区

所出口产品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矿产品和燃料、普通金属、机械以及车辆和运

输设备所占比例分别为１６％、１０％、９％和９％。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共同市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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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产品贸易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豆油（占全球贸易额的７４％）、橙汁（６５％）、

面粉和豆粉（５４％）、豆粒（４４％）、冷冻牛肉（４３％）、乙醇（３７％）和甘蔗（３３％）等

（Ｇａｒｂａｒ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９９５年，南方共同市场根据之前签署的《黑金城议定书》和已确定的共同对外

关税建立了关税同盟。此前，集团四个成员国之间已大幅削减关税，南美自由贸

易区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黑金城议定书》还奠定了南方共同市场目前的

制度架构。

制定共同贸易政策并非易事，南方共同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无法避免众多复

杂状况。然而，通过批准ＣＭＣ５４／０４号决定和ＣＭＣＮｏ３７／０５号决定，南方共同

市场在消除双重征税方面取得了进步。此外，该集团还在地区谈判议程中确定了

特殊共同体制的定义，并且制定了共同海关准则。除了海关和商务领域，南方共

同市场还在其他社会、政治及生产领域取得进步。例如，该集团成立了议会、社会

研究机构以及常设审查法庭。

D$ 4I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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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欧共体与拉美国家举行了圣何塞会议，讨论了启动双边合作的相关

问题。但此后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欧共体才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针对拉美一

体化进程与该地区国家签署了若干合作及联系协议。在此期间，拉美地区内部不

断推动一体化进程，同时积极筹划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此外，欧共

体在加强与拉美国家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基于所谓的“欧洲全球一体化模式”

框架，该框架旨在加强商务领域之外的国家关系，力求推动政治对话与合作。

根据以上框架，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签署了《区域性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在协议中表达了下列意愿：将合作协议正式化；推动谈判进程，根据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２４条内容制定旨在实施互惠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合

作伙伴协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共同市场在黑金城会议之后于１９９５年建立

了关税同盟，就此开始转型进程。《亚松森条约》于１９９１年签署之后，欧盟随即表示

愿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双边协议。《黑金城议定书》第３４条授予南方共同市场国际

法人资格。在此背景下，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了《区域性合作框架协议》。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谈判始于１９９９年，欧洲货币联盟也于同年启动。

一方面由于谈判涉及两个关税同盟，各关税同盟内部在制定共同贸易政策方面存

在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两个关税同盟分别由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建立，因此

这些因素导致双方谈判更趋复杂。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均对上述协议给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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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尽管该协议并非两个关税同盟之间签署的首份协议，早在１９９３年４月双方

就签署了类似协议。

从经济角度来看，特别是由于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存在大量贸易机会，

因而两大市场对对方都相当重要，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协议的签署。欧盟人口总

数超过４．９亿，就人口数量而言，欧盟是仅次于印度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市场，人

均ＧＤ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２２０００美元以上（欧盟２７国）。与此同时，欧盟还

是南方共同市场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欧盟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进

出口）的１９％以上。对欧盟出口额占南方共同市场出口总额的１８％以上，自欧盟

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近２１％。与此同时，欧盟是南方共同市场最重要的投资来

源地之一（欧洲统计局２００７）。以农产品和能源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占南方共同市

场对欧盟出口产品的７０％以上。

尽管南方共同市场人口总数达２．４７亿左右，其消费市场颇具吸引力，然而，

该组织自欧盟进口额尚未超过欧盟出口总额的２．５％。南方共同市场进口自欧盟

的产品主要包括机械、化学制品及运输设备，约占自欧盟进口总额的７０％。南方

共同市场是欧盟重要的商品供应商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南方共同市场在

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也是吸引欧盟的一个重要因素。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自由化协议是生产结构相对互补的南方国家与北

方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理论上，预计该协议将促使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通过实

行行业收缩和行业扩张调整生产结构，并且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根据各

自比较优势，刺激地区生产发展及贸易专业化进程。最终，各成员国将在增加动

态收益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并提高效率。

如果一切顺利，预计静态收益（贸易创造）和动态收益（效率、生产率和经济增

长率提高，投资吸引力增强）将超过整个过程可能需要的经济成本（贸易转移），适

当的政策将补偿部分受一体化进程影响的国家或集团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而增加

全球福利。

针对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自由贸易区之潜在影响的实证调查结果支持了上

述理论。目前已在优化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开展了多数影

响分析。总体上，研究结果显示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惠及双

方。就南方共同市场而言，ＳＩＡ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２００７）研究显示，得益于两大集团之

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面开放，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国内生产总

值将分别上升０．５％、１．５％、２．１％和１０％。此项研究还显示，由于两大集团存

在互补性，南方共同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实现扩张后将带来静态收益。然

而，纺织、纤维素、化工、金属、汽车和机械等行业收益将出现下降。放开竞争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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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投资带来的效率提升将改善两大集团的全球福利收益。

其他研究如戴安、迪亚兹·博尼利亚和罗宾逊（Ｄｉａｏ、ＤíａｚＢｏｎｉｌｌａａｎｄ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１）、蒙特阿古多和绵贯（ＭｏｎｔｅａｇｕｄｏａｎｄＷａｔａｎｕｋｉ）（２００１）以及乔达诺

和绵贯（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ａｎｄＷａｔａｎｕｋｉ）（２００１）等学者的研究（数据截至危机爆发之前，

南方共同市场部分国家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１年期间受到影响；不含欧盟２５国）也显

示了类似结果。以上研究也利用了多地区和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并且据此建立

了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经典结构。

以上研究均对基本模型做了调整，不过研究结果大致相同。研究结果显示，

阿根廷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在０．７％与７．７％之间，巴西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在１．３％与

４％之间。与此同时，巴西和阿根廷对欧盟出口额上升４％至１３％。针对巴拉圭

和乌拉圭的专门研究显示了类似结果。

根据模拟结果可知南方共同市场各行业受到的一系列影响。对初级农产品

行业（蔬菜、水果、谷物和蔗糖等）和食品业（尤其是肉类及肉类副产品）的影响是

积极的。关于潜在的消极影响，预计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若干制造领域（例如

汽车、化学制品、电子和计算机产品）以及重工业（生产资料）存在失业的风险。从

长期来看，只要市场具有一定灵活性，政府对处于下滑趋势的行业实行支持政策，

那么上述影响或许有利于就业和收入增长。

以上研究结果反映了目前的南北贸易结构。该结构内几乎不包含产业内贸

易，欧盟主要出口高科技商品，而南方共同市场则在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等领域具

有竞争力。

在任何情况下，签署地区一体化协议的动机均不限于两大集团战略产品的市

场准入问题。同时应重视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在与欧盟签署框架协议之前，

美国已提议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协定。与此同时，美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决定针对

１９９４年在迈阿密召开的首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签署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协定启

动谈判。此项倡议首次将南方共同市场纳入南北合作框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多米诺效应”（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９３）。就此意义而言，签署贸易协定的愿望源自各

国或各贸易集团的内部政治平衡，各国或各贸易集团支持或反对签署协定的力量

可决定地区自由化进程。第三方国家签署的协定或许会导致支持协定的出口商

蒙受巨大损失，从而改变力量对比。这些出口商或将在众多市场处于不利的商业

地位，同时无法避免在制定国际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的地缘政治诱因（尤其是大

国）。就南方共同市场而言，欧盟与安第斯共同体签署框架协议导致南方共同市

场部分商品面临贸易转移的风险。

另一方面，考虑到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结构和贸易保护水平，西半球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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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产生了向拥有地区（尽管不是全球）比较优势的美国商品进行贸易转移的

风险。因此，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够对贸易创造产生

积极影响，同时减少北美国家商品保护转移的消极影响。

除了以上经济方面的考虑，布扎斯（Ｂｏｕｚａｓ２００４）指出，与欧盟签署的协定意

味着南方共同市场将把关税同盟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工具。其次，相比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等更加商业化的安排，南方共同市场各成员

国更加认可欧洲倡导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

不管以上激励因素多么至关重要，它们均反映了两个地区集团之间的协定往

往会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和紧张态势，在谈判启动之后此类因素便出现了。

（+）ÁÂ��ÃY¾@mÄft��7:Å
为了分析根据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预测的结果，还有必要验证市场均衡假

设。根据新古典理论建立的模型假定，市场能够有效运作，这意味着经济因素之

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此外，该模型还假定生产要素价格与收益必须能够灵

活调整供求关系。与此同时，商品、生产要素和金融市场必须是“完备”的，并且能

够及时调整。然而，现实中难以看到上述条件。市场缺陷并非一般经济规律之外

的特例。国家经济决策以及国家制度的特征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经济决定的效果。

基于以上原因，一体化进程未必自动产生预期的结果。此外，即便假定存在完全

竞争市场，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和经济集团也不会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均匀分

配。制度约束以及相关国家内部各个压力集团的合法利益导致通过区域性补偿

政策改变以上状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通过从经济角度进行的实证分析得

出的结论与政治经济的限制因素存在冲突。

然而，新古典模型针对双边自由化对经济增长和全球出口具有积极影响的预

测，并没有导致劳动力市场成本的调整以及因生产结构变化和自由化过程中出现

的其他新贸易模式的产生。只要市场在制度和结构方面存在僵化现象，以上调整

成本就会存在。

基于以上进程的复杂性以及利益的多样性，有必要说明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

困难和冲突。在此意义上，地区一体化已超越潜在收益最大化阶段而相当于一个

战略进程。在该进程中，必须考虑调整成本以及有关经济体的结构转型等与政治

经济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在可能出现的紧张态势中，有必要提及劳动力市场调整

和敏感经济部门（相当于主要的压力集团）进行的政治游说。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贸易显示了经典比较优势模式，具有明显的互补

性。对两大集团内部生产部门和贸易特征所做的分析表明，由于地区市场内部存

在保护现象，所以部分领域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这些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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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贸易与世界其他地区脱离，其利益集团（国家和部门）高度重视地区市场。

此类部门以及代替进口的其他若干部门对政府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

且将得到重要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支持。

围绕在上述部门的压力（游说）集团通常规模较小，但组织完善，信息灵通，他

们能够影响政治决策和公众的观点，有时根据自身利益开创国家大业。另一方

面，以消费者为主的其他人群数量庞大，不过较为分散，缺乏作为利益集团的自我

意识。因此，国家保护政策通常关注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欧洲农业部门就

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区域性合作框架协议》批准之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于１９９９年正式开始

谈判。经过１６个回合后，谈判仍裹足不前。该协议可分为三大“支柱”（Ｔｏｒｒｅｎｔ

２００５）：政治对话、合作以及贸易。由于对欧盟提交的关税削减建议未展开充分研

究，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难以接受上述建议。这主要是因为部分敏感农产品的关

税未完全放开，受到从量关税和出口欧盟市场的最低入市价的制约。此类产品对

于南方共同市场至关重要，主要包括谷物、大米、奶制品、牛肉、家禽、蔗糖及烟草。

南方共同市场在上述许多产品的产量方面居于世界首位，并且在大部分产品领域

具有全球性比较优势（见表１）。

表１　南方共同市场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

协调标准

（ＨＳ）
产　　　　品

世界参与率

２００６年

显性比较

优势指数

１２＋１５＋２３ 粮食、油类及粒状农产品（向日葵和大豆） ４９．６ ３１．２４

０２０１＋０２０２ 牛肉 ２３．１ １４．５６

１７ 蔗糖和糖果原料 ２２．７ １４．３２

０９ 咖啡、茶叶、草药及香料 １４．６ ９．１９

２６ 矿物质、矿渣及矿灰 １２．２ ７．６９

４１ 毛皮和皮革 １０．９ ６．８４

２４ 烟草和香烟 ７．９ ５．０１

１０＋１１ 谷物、面粉等 ７．３ ４．６２

４４＋４７＋４８ 木材、木浆、纸张及纸板 ２．９ １．８２

资料来源：Ｇａｒｂａｒ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４６．

就此意义而言，奎雅诺（Ｑｕｉｊａｎｏ２００８：１７８）指出：“南方共同市场四国向欧盟

出口食品，而欧盟农业政策导致全球市场严重扭曲。”因此，存在问题的不仅是市

场准入，还包括引起市场扭曲的补贴和内部支持因素，因为欧盟在运作过程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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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而南方共同市场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

表２　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地位

产　　品 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 产　品　排　名

食　　品 牛　　肉 第一 第一（占世界储备总量的

２０％）　

面粉和豆饼 第一（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５４％） 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５１％，

世界播种面积的４１％）

豆　　油 第一（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７４％） 第一（豆粉产量名列第一），

占世界总产量的３４％

蔗　　糖 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３３％ 第一（咖啡和蔗糖）

咖　　啡 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１９％

橙　　汁 第一（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６５％） 第一

向日葵油 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１９％ 第四（占世界总产量的１４％）

生物能源 生物乙醇 第一 第二（占世界总产量的４２％）

资料来源：Ｇａｒｂａｒ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４８。

虽然农业问题是首要关键问题，但在达成共识之前还存在其他难题，包括：

（１）新加入欧盟的国家：主要是农业生产国以及与南方共同市场争夺欧盟财

政资源的国家，这些国家与南方共同市场几乎没有文化联系。

（２）关税削减范围以外的问题出现分歧，例如政府采购、地理差异和知识产

权。此外，关税“高峰”和进口关税险、出口补贴以及其他行业保护措施也造成谈

判更加困难，主要原因是南方共同市场未采取这些措施，在任何关税减免条件下，

该组织市场均保持完全开放，从而建立了以“不对称的缺乏保护”为特征的方案。

（３）“单一因素”谈判方式：任何一个存在异议的问题都会妨碍整个协议签署

进程。

（４）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搁浅、南方共同市场与美国签署协议的前景不甚明

朗以及多哈回合的失败均会减弱对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议的兴趣。

（５）根据西恩富戈斯（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２００８）的观点，目前正在展开一场关于欧盟

“区域性外交政策主张”（地区之间的关系）的辩论，其中讨论的是应重视与哪个次

区域战略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的协议谈判。

众多声音开始维护与具有战略地位的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的观点。

（６）欧盟多个下属机构意见各不相同。例如，欧洲议会支持中止与南方共同

市场的谈判，建议将谈判与多哈回合脱钩；而欧盟贸易总司则支持多哈多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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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农业总司主张不对“共同农业政策”（ＣＡＰ）进行修改，而欧盟对外关系总司则

提议巩固合作支柱和政治对话。此外，欧盟各成员国的观点也存在重要差异

（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２００８）。

由于合法利益不尽相同，南方共同市场四个成员国的情况也存在差异。产生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南南协议中的贸易转移成本往往集中在欠发达国家（相对

于发达的伙伴国家）。由于这些欠发达国家向来自发达商业伙伴国家的制成品开

放市场，导致自身蒙受去工业化之苦。这些发达的伙伴国家拥有相对较高的资本

和劳动力禀赋。欠发达国家从发达的伙伴国家进口产品易发生贸易转移，进而削

弱在此类产品方面的竞争力（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就此意义而言，这些国家承

担了双重成本：有限的制造行业蒙受的损失以及贸易转移。在某种程度上，这正

是蒙卡兹和瓦利恩特（Ｍｏｎｃａｒｚａｎｄ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２００６）在分析地区间贸易模式后得出

的结论。根据他们的分析，面向经济实力较弱的合作伙伴的激励措施可在南北协

议中发挥作用，有助于降低集团内部的贸易转移成本，但同时会减少对部分地区

工业产品（受益于协议提供的保护）的隐性保护。

V$ "#2¶QÒ~#CÓÔ¬Õ'4IJKLM@ACÀÁ

毋庸置疑，中国在２１世纪初的今天已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其在生产和贸

易、外国直接投资、创新以及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对南方共同市场的影响不断上升。１９９０年，南

方共同市场对华出口额约占其出口总额的１．５％，该数字到２００７年已升至１１．２％

左右。同样，南方共同市场自中国进口额在其进口总额中的所占比例已从１９９０

年的０．８％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１５％。然而，中国外贸额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

影响力远远超越了这些数据，由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上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因而

它已对全球总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出口价格，并且影响了拉美各国之间

的贸易关系。

从动态分析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仍小于欧盟市场（就南方共同市场出口额

而言）。不过，最近几年，两个市场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已成为南方共同市

场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市场。

为了进行分析以及重点关注贸易联系，笔者从三方面研究了南方共同市场与中

国开展贸易的重要性：（１）中国对南方共同市场出口产品的需求量上升；（２）中国对

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出口额上升；（３）中国取代南方共同市场向第三方市场出口产品。

中国对南方共同市场出口产品需求量的上升表示南方共同市场部分行业拥

有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在惠及消费者和某些生产行业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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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南方共同市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Ｇａｒｂａｒ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４５。

也对当地企业构成威胁。同样，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会影响南

方共同市场的出口模式。以上前景分析足以证明当前趋势的进一步强化将产生

输家和赢家并存的局面，由此要求开展更加详细的影响评估。

根据莱德曼等学者（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７ｂ：第十二章）进行的一项世界银行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次区域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受到的影响。对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

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为基础，力求评估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贸

易专业化模式的影响程度（Ｖｏｌｌｒａｔｈ１９９１）。该研究以次区域为对象，重点分析了

南锥体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的情况。此项研究未专门针对南

方共同体市场，不过研究结果仍有助于推断该组织的总体趋势。

首先，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和南锥体国家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４年期间的贸易专门

化模式朝相反方向变化，表明双方在增强出口互补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减少

了相同产品之间的竞争。世行研究结果显示，１９９０年，中国和南锥体国家分别在

九个行业和八个行业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这些行业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ＩＳＩＣ）

中以三个数字代码的形式归类。双方在伐木、捕鱼、原油以及食品制造四个行业

不相上下。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４年１５年期间，专业化模式发生变化，逐渐显示出清晰

的负相关特征。南锥体国家的变化相对较小，而中国则呈现出显著变化，丧失了

在初级产品行业（农业、渔业、伐木业和采矿业）的相对比较优势，同时在制造业获

得这一优势。

为了找到产生以上结果的因素，研究人员分析了相关生产部门，得出了若干值

得关注的结论。南锥体国家主要出口自然资源，中国则主要出口制成品。南锥体国

家未能提高许多生产部门在国际市场的定位准确度，而中国只丧失了某些领域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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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优势，表明南锥体国家丧失了新局面呈现的诸多机会。就其他部门而言，相

对比较优势则表现出正相关（存在竞争空间）特征或不确定性（未显示明确趋势）。

表３　南锥体专业化模式变化情况

南锥体国家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上升

中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稳定的行业 中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下降的行业

无

２２０原油和天然气

３１１食品制造

３１３饮料业

３８５专业与科学

积极趋势或无趋势

１２１林业 ３５３石油精炼

１２２伐木业 ３５４石油衍生产品

１３０渔业 ３５５橡胶产品

２１０采煤业 ３５６塑料产品

３２３皮革及皮革制品 ３６２玻璃及玻璃制品

３２４鞋类产品 ３６９非金属矿产品

３３１木材及木材制品 ３７２有色金属产品

３４１纸张及纸张制品 ３８３电气机械

３５１化工品 ３８４运输设备

３５２其他化学制品 ３９０其他行业

中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上升

南锥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稳定 南锥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下降

３３２家具和配件 ３１２食品制造

３４２印刷及印刷制品 ３１４烟草

３６１陶瓷制品 ３２１纺织品

３８１金属制品 ３２２服装

３８２机械（电子产品除外） ３７１钢铁

中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下降的行业／南锥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稳定

１１１农业和畜牧业

１１３狩猎和诱捕

２３０金属采矿业

２９０其他采矿业

资料来源：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ｂ：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２，ｔａｂｌ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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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回归模型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趋

势。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南锥体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较小，尚不足以解释

专业化模式的变化情况（或许因为双边贸易额与贸易总额相比未达到一定水平）。

此外，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回归模型所做的分析显示了影响地区生产要素的若干

迹象。

以上分析最具说服力的结论是劳动力（统计学上唯一重要的变量）———尤其

是非熟练劳动力———受贸易模式变化的消极影响最为严重。出现这样的结果合

乎情理，因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例如纺织业和服装业）是最容易“被取代”的行

业，该行业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

上述行业的贸易变化情况显示，中国对南方共同市场的纺织品、服装和鞋类

产品出口额强劲增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相关行业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的影响。南

方共同市场１９９９年进口自中国的鞋类产品贸易额占自中国进口总额的９３％，这

一数字２００６年仅为７１％。同年，南方共同市场进口自中国的服装贸易额超过中

国进口自南方共同市场服装贸易额１．８倍，这一数字２００６年仅为７２．７％。纺织

品方面的情况则更具代表性。南方共同市场１９９９年进口自中国的纺织品贸易额

超过中国进口自南方共同市场纺织品贸易额的８．５倍，这一数字２００６年仅为

９４％。变化趋势非常明显（ＳＡＴＳＭ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２００５），得益于经济领域的迅

速发展，中国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就需求结构而言，经济的

发展推动居民食品偏好发生转变，畜产品、油料作物、植物油、水果和蔬菜的需求

量大幅增长，能源消费量也明显上升（拉美国家在相关产品领域富有竞争力）。

�$ tv

通过分析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强调有关自由贸易区的谈

判）以及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之间贸易模式的特征可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出口专门化趋势增强了高附加值行业的比较优势（高度转型），为资源密

集型行业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欧盟基于发展战略（甚少涉及自身

资源）的考虑倾向于保护此类行业的发展。欧盟各成员国的生产模式存在明显差

异，因此，区域内市场对于其发展农业生产（集中在某些国家）至关重要。另一方

面，共同农业政策及其基础对欧盟社会经济政策和“集体意识”仍具有重要意义。

相反，中国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需要确保食品、原材料及能源最低供应量，这

可为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之间建立生产链创造诸多贸易机会。

由于双边谈判中的输家和赢家各不相同，任何贸易关系中均会产生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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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会，因而潜在谈判议程将受不同目标和限制因素影响。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

之间的谈判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调和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伙伴

国家的利益。就此而言，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谈判经历无法为该组织与中国之

间潜在的谈判进程提供直接参考。

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以及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模式存在差异，欧盟与南方共

同市场之间的谈判濒临瘫痪。尽管如此，仍可通过此次谈判经历总结诸多经验。

就谈判双方而言，欧盟的经济总量和出口规模是南方共同市场的若干倍，且双方

相隔遥远，文化差异显著。而启动此类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免因对方

与第三方国家签署贸易优先协定而发生贸易转移。

此外，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政策以及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崛起正在改变

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专业化和生产模式。

加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对南方共同市场有何意义？在过去１５年间，中国经

济呈指数级增长。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经

济却仍能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原材料需求量保持在较高水

平，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状况也经历了一定变化。此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迅速

增长，南方共同市场也在其他贸易谈判进程（包括未来与欧盟之间的进程）中加强

了自身地位。

同样，中国的迅速发展也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模式，在制成品领域创造了比较

优势，进而增强了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互补性。对于与中国相比具有传统比较

优势的行业，强化与该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有助于增加南方共同市场在这些行业的

收益。同样，中国在进入相对高级生产阶段的过程中会逐步减少对某些行业的投

入，而加强与中国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促使南方共同市场利用这些行业存在的诸多

机会，这在中国因快速发展而引起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的时期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南方共同市场趋向于提高大量利用原材料、粮食和燃料等自然

资源的行业所生产商品的专业化水平。这是南方共同市场希望实现的模式吗？

如数据所示，南锥体国家具有较大显性比较优势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需

要更多非熟练劳动力的行业受威胁的程度更高，例如中国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行业以及本地区职业敏感度相对较高的行业，如纺织、服装、汽车和零部件等。因

此，劳动力市场将承受消极压力，贫困指数或将上升。同样，贸易专门化主要存在

于食品行业的情况提高了该行业的可交易程度，导致其容易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

响。国际价格上升会对基本消费成本产生负面冲击，进而影响社会弱势群体。

应采取何种措施？中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改变了以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较

低的实际工资（以及较高的实际汇率）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南方共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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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通过实施中长期政策增强高附加值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同时继续保持其拥有

的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以上策略将对劳动力市场、社会指标、收支平衡（考

虑到初级产品国际价格存在的波动性）及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的经验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摒弃封闭经济的做法，通过逐步有序推动

贸易行业参与竞争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生产行业必须为应对挑战做好准备，例如

改善生产要素、设计合适的教育政策以及制定创新政策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

策。此外，还可通过公私合作、公共合作以及私有合作（例如，根据本地发展情况

建立产业集群和生产价值链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提高经济体竞争力。此类

政策需要国家和地区共同实施。因此，南方共同市场各成员国应构建不同公共机

构之间的生产网络。

最后，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在开展合作以及分享经验方面存在广阔的空间。

双方通过合作可在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

� 

１．乌拉圭除外，该国已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wxyz

Ｂａｌｄｗ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９９３），犃犇狅犿犻狀狅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犻狊犿，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ｒｇａ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Ｊ．（２００８），ＥｌａｃｕｅｒｄｏｄｅｌｉｂｒｅｃｏｍｅｒｃｉｏｅｎｔｒｅｌａＵｎ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ｙｅｌ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Ｖｉｅｊａ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ｓ，ｎｕｅｖａ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ｉｎ：犜狉犲犻狀狋犪 犃狅狊 犱犲

犐狀狋犲犵狉犪犮犻ó狀犈狌狉狅狆犲犪，ＪｕｒｕＥｄｉｔｏｒ．

Ｂｉ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Ｇ．，Ｒ．ＤｏｍｉｎｇｏａｎｄＮ．Ｒｅｉｇ（２００６），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犇犻狉犲犮狋

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犜犺犲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犐犿狆犪犮狋狅犳狋犺犲犉犜犃犃犪狀犱狋犺犲犈犝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犃犵狉犲犲犿犲狀狋

狅狀犉犇犐犉犾狅狑狊犻狀狋狅 犕犈犚犆犗犛犝犚 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犠犻狀狀犲狉狊犪狀犱犔狅狊犲狉狊，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ｒｕｇｕａｙ（ＤＥＣＯＮＦＣＳＵｄｅｌａＲ）．

Ｂｉｚｚｏｚｅｒｏ，Ｌ．（２００１），Ｅｌａｃｕｅｒｄｏ ｍａｒｃｏ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Ｕｎｉó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ｄｉｆｉｃｕｌｔａｄｅｓ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ｄｅｕｎａ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ｅ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ｃａ，ｉｎ：ＧｅｒóｎｉｍｏｄｅＳｉｅｒｒａ（ｅｄ．），

犔狅狊狉狅狊狋狉狅狊犱犲犾犕犈犚犆犗犛犝犚，Ｅｌｄｉｆíｃｉｌｃａｍｉｎｏｄｅｌｏ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ｌｏ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ＣＬＡＣＳＯ

ＡＳＤＩ，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３７３３９０．

Ｂｏｕｚａｓ，Ｒ．（２００４），ＬａｓｎｅｇｏｃｉａｃｉｏｎｅｓＵｎ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ｌｅｎｔｉｔｕｄｙｌａ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ｃｉóｎ，ｉｎ：犖狌犲狏犪犛狅犮犻犲犱犪犱，１９０，１２５１３５．

Ｂｏｕｚａｓ，Ｒ．ａｎｄＰ．ＤａＭｏｔｔａＶｅｉｇａ（２００４），ＬａｓｎｅｇｏｃｉａｃｉｏｎｅｓＵＥ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ｉｎ：犛犲狉犻犲

犕犈犚犆犗犛犝犚，２５，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ｏｄｅｌ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８６　　　 "#$%&'()*+,-.'/012

ＣＥＩ（２００３），ＯｐｏｒｔｕｎｉｄａｄｅｓｙＡｍｅｎａｚａｓｐａｒａｌａ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ｄｅｕｎＡｃｕｅｒｄｏ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Ｕｎ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ｕｎＥｓｔｕｄｉｏｄ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Ｓｅｃｔｏｒｉａｌ，ｉｎ：犈狊狋狌犱犻狅狊犱犲犾犆犈犐，３．

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Ｍ． （２００６），犔犪犪狊狅犮犻犪犮犻ó狀犲狊狋狉犪狋é犵犻犮犪犲狀狋狉犲犾犪 犝狀犻ó狀 犈狌狉狅狆犲犪 狔 犲犾

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犲狀犾犪犲狀犮狉狌犮犻犼犪犱犪，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ＯＲＬＡＵＰＦ．

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Ｍ．（２００８），犔犪犃狊狅犮犻犪犮犻ó狀犲狀狋狉犲犾犪犝狀犻ó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狔犲犾 犕犈犚犆犗犛犝犚．

犈狊犮犲狀犪狉犻狅狊，犱犻犳犻犮狌犾狋犪犱犲狊狔狅狆犮犻狅狀犲狊狆犪狉犪犾犪狊狀犲犵狅犮犻犪犮犻狅狀犲狊犳狌狋狌狉犪狊，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ＤａＭｏｔｔａＶｅｉｇａ，Ｐ．（２００５），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Ｈｅｌｐ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Ｃｒｉｓｉｓ？，ＯＢＲＥＡＬ／ＥＵＬＡＲ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８．

Ｄｉａｏ，Ｘ．，Ｅ．ＤíａｚＢｏｎｉｌｌａａｎｄ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１），犛犮犲狀犪狉犻狅狊犳狅狉犜狉犪犱犲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ａｒｂａｒｉｎｏ，Ｐ．，Ａ．ＪｕｎｇａｎｄＣ．Ｐｌｏｔｔｉｅｒ（２００８），犔犪狉犲犵犻ó狀犱犲狊犱犲狌狀犪犾ó犵犻犮犪犱犲犮犾狌狊狋犲狉狊：

犃狆狅狉狋犲狊狆犪狉犪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犮犻狅狀犲狊犲狊狋狉犪狋é犵犻犮犪狊犲狀犝狉狌犵狌犪狔．犇犲狆犪狉狋犪犿犲狀狋狅犱犲犈犮狅狀狅犿í犪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狅 犱犲 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狏犻犱犪犱， 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Ｃａｔóｌｉｃａ ｄｅｌ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ＡＣＤＥＫＡＳ．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Ｐ．ａｎｄＭ．Ｗａｔａｎｕｋｉ（２００１），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犪犕犲狉犮狅狊狌狉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

犉狉犲犲犜狉犪犱犲犃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犃犆狅犿狆狌狋犪犫犾犲犌犲狀犲狉犪犾犈狇狌犻犾犻犫狉犻狌犿犕狅犱犲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Ｐａｒｉ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ｎｒｙ，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犈犝犕犲狉犮狅狊狌狉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犪狀犱犜狉犪犱犲犃犵狉犲犲犿犲狀狋

犐犿狆犪犮狋狊：犘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犚犲狊狌犾狋狊犳狅狉犃狉犵犲狀狋犻狀犪犪狀犱犅狉犪狕犻犾，ＡＣＲＡＬＥＮＯ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Ｃｈｉｌｅ：ＣＥＰＡＬ．

Ｈｏｅｋｍａｎ，Ｂ．，Ｆ．ＮｇａｎｄＭ．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２００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ａｒｉｆｆｓｏｒ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犜犺犲犠狅狉犾犱犈犮狅狀狅犿狔犚犲狏犻犲狑，１８，

２，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Ｄ．，Ｍ．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ａｎｄＧ．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７ａ），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狋狅犆犺犻狀犪犪狀犱

犐狀犱犻犪：犗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犉犻狀犱犻狀犵狊犪狀犱犘狅犾犻犮狔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Ｄ．， Ｍ．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ａｎｄ Ｅ．Ｒｕｂｉａｎｏ （２００７ｂ），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狊 犜狉犪犱犲

犛狆犲犮犻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狀犱犻犪狊犌狉狅狑狋犺，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Ｅ．（２００７），犜犺犲犖犲狑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狅犳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狋狅狑犪狉犱狊犕犲狉犮狅狊狌狉：犠犺犪狋

犐狊犫犲犺犻狀犱狋犺犲犔犪狌狀犮犺狅犳狋犺犲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狑犻狋犺犅狉犪狕犻犾犪狀犱 犠犺犪狋犃狉犲犐狋狊

犆犺犪狀犮犲狊狅犳犅犲犻狀犵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Ｓａａｒｂｒｕｅｃｋｅｎ：Ｓａａｒ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Ｌａｗ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ｏｎｃａｒｚ，Ｐ．ａｎｄＭ．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２００６），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狊犚狅犾犲狅狀狋犺犲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

犐犿狆狅狉狋狊狅犳犻狋狊犆狅狌狀狋狉狔犕犲犿犫犲狉狊：犃犇狔狀犪犿犻犮犘犪狀犲犾犇犪狋犪犃狆狆狉狅犪犮犺，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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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ｅａｇｕｄｏ，Ｊ．ａｎｄＭ．Ｗａｔａｎｕｋｉ（２００１），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犱犲犃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狋犺犲

犉犜犃犃犪狀犱狋犺犲犉犜犃狑犻狋犺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ＩＡＤＢｓｅｍｉｎａｒ．

Ｑｕｉｊａｎｏ，Ｊ．Ｍ．（２００８），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ｙｌａＵｎ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犈狏犪犾狌犪犮犻ó狀，

犇犲狊犪犳í狅狊狔 犘狉狅狆狌犲狊狋犪．Ｖ Ｃｕｍｂｒｅ 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ｙ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Ｕｎ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

Ｅｖａｌｕａｃｉóｎ，ｄｅｓａｆíｏｓｙｐｒｏｐｕｅｓｔａｓ，Ｌｉｍａ：Ｃｅｎｔｒｏ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ｐａｒａｌａｓ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ｃｏｎＥｕｒｏｐａ（ＣＥＬＡＲＥ）．

Ｓｎｃｈｅｚ，Ｄ．（２００６），犈犾犻犿狆犪犮狋狅犱犲犆犺犻狀犪犲狀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犗狆狅狉狋狌狀犻犱犪犱狅犪犿犲狀犪狕犪？，

Ｍａｄｒｉｄ：Ａｎｌｉ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ｏｐｏｒｅｌＲｅ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Ｅｌｃａｎｏ．

ＳＡＴ—ＳＭ（２００８），犐犿狆狅狉狋犪犮犻狅狀犲狊犐狀狋狉犪狔犈狓狋狉犪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犱犲犆狅狀犳犲犮犮犻狅狀犲狊，犆犪犾狕犪犱狅狊狔

犜犲犼犻犱狅狊，Ｓｅｘ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ｅＳｅｍｅｓｔ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ｄｅｌ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５５６６．

ＳＩＡＥＵ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２００７），犜狉犪犱犲犛犐犃狅犳狋犺犲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犃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狌狀犱犲狉犖犲犵狅狋犻犪狋犻狅狀

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狀犱犕犈犚犆犗犛犝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Ｔｏｒｒｅｎｔ，Ｒ．（２００５），犔犪狊犚犲犾犪犮犻狅狀犲狊犝狀犻狅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犃犿犲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犲狀犾狅狊犾狋犻犿狅狊犇犻犲狕

犃狀狅狊：犈犾犚犲狊狌犾狋犪犱狅犱犲犾犪犐狀犲狓犻狊狋犲狀犮犻犪犱犲狌狀犪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犝狀犪狀犾犻狊犻狊犲犿狆í狉犻犮狅狔

犲狊狆犲狉犪狀狕犪犱狅，ＯＢＲＥＡＬ／ＥＵＬＡＲＯ．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５），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犚犲狆狅狉狋２００５，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Ｍ．（２００７），Ｈｏｗｔｏ Ｒｅｓｃｕｅ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ｉｎ：犜犺犲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犆犺犪犻狉犃狀狀狌犪犾犛犲犿犻狀犪犾，Ｐａｒｉｓ：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Ｃｈａｉｒ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Ａ．Ｊ．（２００３），Ｗｉ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Ｌｏｓｅｒｓｆｒｏ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犑狅狌狉狀犪犾，１１３，７４７７６１．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Ａ．Ｊ．（２００５），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犇犻狊狆犪狉犻狋犻犲狊犻狀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犅犾狅犮狊：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犘狅犾犻犮狔，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ＤＢ．



８８　　　 !

第七章

金融危机下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卢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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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正当中国处于逆境之时，阿根廷的

粮食商人冲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经济禁运，与中国进行了大量粮食交易。这

种勇气至今仍得到中拉贸易界的传颂。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由于缺乏正式外交关系、中国经济的封闭、“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痛苦等历史原因，中国和南美洲国家间的贸易长期在低位徘

徊。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中国和南共市之间的贸易额还只有８亿美元（１９９１

年）。其后虽有增长，但仍不到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０年）。在２０世纪的最后十年，双方

年均贸易额只有２７亿美元。２１世纪的头两年，拉美受美国经济衰退的拖累，南共

市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增长率同前十年持平。只有在最近六年，中国和南共市之间

的贸易才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１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同南共市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在２００３年，双边

贸易额首次突破１００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４９．７％。

２００８年的双边贸易额为６５０亿美元，比中国—拉美平均贸易增长率高出７．９％。

在此期间，中国对南共市的出口从不到３０亿美元上升至约２５６亿美元，年均增速

为４８％，比中国对拉美的年出口平均增长率高７．６％。中国从南共市的进口也从

不足９０亿美元快速增长到超过３９０亿美元，年均增速为４７．２％，比中国从拉美进

口年均增长率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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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和南共市之间的贸易（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中国出口 ２８．４６ ４９．７１ ６６．８８ １０１．１４ １６０．２ ２５５．５９

中国进口 ８６．６２ １２１．０７ １４０．２１ １６９．４４ ２５０．３ ３９７．５４

总贸易额 １１５．０８ １７０．７８ ２０７．０９ ２７０．５８ ４１０．５ ６５３．１３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０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统计，自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南共市的出口平均占

中国对拉美总出口的３２％，而中国从南共市的进口平均占中国从拉美进口的

５８％。因此，南共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进口地。

中国在南共市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南共市两个最大的成员国：巴西和阿根廷。

２００８年，中国向巴西和阿根廷的出口分别占中国向南共市出口总额的７３％和

２０％。两者加起来就占到了９３％。中国从巴西和阿根廷的进口分别占中国从南

共市进口总额的７５％和２３％。两者加起来就占到了９８％。然而，中国同南共市

的两个最小的成员国之间贸易额很低。２００８年，中国向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出口额

分别是１０．１２亿美元和７．５９亿美元，也即中国向南共市总出口的４％和３％。同

年，中国从乌拉圭和巴拉圭的进口额分别是６．２４亿美元和２５００万美元，也即中

国从南共市总进口的１．６％和０．１％。

中国主要向南共市出口电机产品、化学品、贱金属和制成品。中国主要从南

共市进口矿产品、林木产品和畜牧业产品。根据巴西官方数据，巴西主要向中国

出口矿物产品和植物产品，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化学品、贱金属和制成品。中国

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继续占据领先地位。按照巴西的协调制度（ＨＳ）分

类，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原材料、家具和玩具、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分别占到

３６．６％、４５．２％和７０．５％。根据阿根廷官方数据，阿根廷主要向中国出口以油菜

籽为主的林木产品、植物和动物油脂、矿产品和皮革制品，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

化学品、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品和原材料。

２１世纪以来，中拉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约３％大幅提升到了

６％。拉美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互补性和互惠互利是该贸易合作

伙伴关系的特点。南共市对中拉贸易的快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巴西是中国

在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国首次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阿根

廷是中国在拉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地。

（+）|,-@ÆÇJÈÉij¦7ÊË�hFÃÌÍ£ÎÏÐJÑ%Ò�Ó

１．中巴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巴西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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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两国经济均快速增长。由于双方建交较晚，而且双方都在外交事务中优先考

虑发达国家，所以两国间的投资和经济合作起步较晚。不过，在过去五年间，两国

经济合作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均在增长。

中国同巴西的经济合作始于１９８４年。当时采用的形式是项目合同和劳务输

出。成功完成的项目包括为巴西国土管理和海港疏浚提供的航空勘测。截至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国已同巴西签订价值达３３亿美元的劳务输出和设计咨询合同，

其中已实现２０．９亿美元。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２００８年９月，中国在巴西非金融部门的直接投

资达２．１亿美元，主要投向采矿、木材加工、摩托车制造和家电组装。截至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巴西在中国投资建立了４４７个外资企业，大部分属于支线飞机制造、压

缩机制造、煤炭、房地产、汽车零部件制造、水力、纺织服装行业（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２０１０）。

两国的大型企业对建立联盟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上海的宝钢集团同世界最

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和出口商———巴西的淡水河谷（ＣＶＲＤ）合作，在巴西开采矿山

和炼钢。中铝公司同淡水河谷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在巴西建立一个年产能达

１８００万吨的铝加工厂。中石化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在巴

西或第三国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巴西航空工业公司（ＥＭＢＲＡＥＲ）和中国航空工

业第二集团公司（ＡＶＩＣＩＩ）合资成立的位于哈尔滨的支线飞机制造线已于２００３

年投产。巴西的大型国有或私有银行也已在中国设立代表处，为两国企业提供

服务。

自１９８８年以来，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运作顺利。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两国

在此项目上的合作成果包括研发和发射了三颗地球资源卫星。卫星收集的数据

免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放。２０１３年前还将发射两颗卫星。２００９年１月，巴西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同成立了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

新研究中心。中国在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深海石油勘探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２００９年５月，巴西总统卢拉访华。访问期间，中巴两国同意进一步拓宽双边

贸易结构、提升双边贸易量。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双方还同意深化在海关和

动植物检疫检验方面的合作，扫除上述领域的障碍，促进并保护双边贸易。双方

承诺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和工业等领域的相互投

资，尤其侧重高科技和生物燃料方面的相互投资。中巴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已成

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２．中阿合作

中国与另一个南共市大国阿根廷的经济合作也取得了类似进展。２００４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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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阿根廷。访问期间，双方达成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共识。阿根廷政府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双方签订了《中阿和平利用空

间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中国旅游团队赴阿根廷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铁路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加强中阿两国教育领域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卫星影像商用化方面，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卫星影像库，可供农业、林业、银

行和保险公司、市政规划、石油和天然气、矿产勘探等使用。阿根廷知名的英泛波

应用技术公司（ＩＮＶＡＰ）期盼同中国在该领域合作。

阿根廷能源企业私有化后，由于投资不足，石油和天然气存放、仓储和运输能

力落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阿根廷政府重新制定了能源战略，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了一个政府主导的能源类合资企业———阿根廷国有能源公

司（Ｅｎａｒｓａ）。该公司相信，中国石油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来参加阿根廷的石

油、天然气勘探和开采，因此有意与中国同行合作。

２００８年７月，中国、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的合作伙伴合资建立的奇瑞—索马

克公司（ＣｈｅｒｙＳｏｃｍａＳ．Ａ．）宣布，在乌拉圭组装的奇瑞瑞虎车进入阿根廷市场后

取得了巨大成功。奇瑞同当地企业积极合作，同外国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实现了

双赢。

以上案例清楚地表明双边经济合作充满活力。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

２００８年６月，中国在阿根廷非金融部门的累计投资达１．７２亿美元。中国在阿根

廷的投资集中在制造、航运、资源勘探、进出口。中国企业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就在阿

根廷承担项目。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国企业在阿根廷拿到的累计项目和劳务输

出合同金额分别达５．３亿美元和５．９４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国已有３８６

家阿根廷投资的企业，总合同投资金额达４．８１亿美元，已到位１．５８亿美元（中国

商务部２０１０）。

３．中乌合作

中国和乌拉圭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广泛。两国长期进行农业友好合作，包括

小规模的稻米种植和葡萄种植。现在，小型运货卡车组装方面的合作日趋活跃。

２００４年，中国华为公司同乌拉圭国有电信企业巴拉圭国家电信行政管理局

（ＡＮＴＥＬ）签订意向书，在乌拉圭建造一个试验性的３Ｇ移动通信网络（ＷＣＤＭＡ）。

２００５年７月，该网络正式投入运营。它覆盖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支持的增

值移动电话服务有视频会议、网络电视和因特网接入等。这是拉丁美洲第一个

３Ｇ移动通信网络。

２００７年，奇瑞—索马克公司在乌拉圭建厂生产汽车。这是奇瑞的第一个海外

合资企业，也是投资最大的一次。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条生产线调试完毕，第一批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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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瑞虎下线。该厂生产的汽车主要在阿根廷和乌拉圭销售。

２００８年１月，乌拉圭内政部同中国的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ＺＴＥ）签订公共

安全项目合同。该合同涵盖九大系统，包括应急联动、数据传输和ＶｏＩＰ视频监控

等。项目完成之际，内政部的基础设施能力将会大大加强，实现了统一指挥和快

速响应，应急技术备份效果更好。中兴负责设备供应、安装、培训和售后服务。

中国政府还帮助乌拉圭培训经理人和技术专家。过去２０年间，乌拉圭派出

许多官员和技术人员来华参加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培训班。

２００６年，乌拉圭最大的肉类冷藏企业卡内洛内斯牛肉屠宰厂公司获批在中国

建立第一家外商独资肉类进口企业。它的主要客户是高级宾馆和餐厅。乌拉圭

企业还在北京、天津和辽宁建立了独资或合资企业。

H$ {|6Þß*"#k4JLÀÁÜÝC��

２００８年９月，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积极参与了经济

全球化的中国未能幸免。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９年６月期间，中国对外贸易连续

八个月下滑，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６０年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前，

中拉贸易一直在快速增长，２００９年前四个月则大幅回落，而且回落幅度超过同期

中国外贸回落平均幅度。

２００９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南共市两大主要成员国———巴西和阿根廷———之间

的贸易也减少了。正如中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一样，中国和南共

市之间的贸易结束了连续六年快速增长的趋势。不过，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自此

拉开了序幕。

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虽然这是由贸易双方的经济结构及供

求关系决定的，但双边贸易仍有潜力可挖。中国同南共市的贸易存在逆差。２１世

纪的前八年，中国的平均出口／进口比为０．５４，约１∶２。

表２　中国—南共市贸易余额（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进口／出口 －５８．１６ －７１．３６ －７３．３３ －６８．３ －９０．１ －１４１．９５

出口／进口 ０．６８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４３ ０．５０ ０．６０

资料来源：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ＰＲ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

中国对巴西的贸易长期存在逆差。在过去九年间，该逆差从３．９７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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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上升到１１０亿美元（２００８年）。中国向巴西出口与中国从巴西进口之比

最高达０．７６（２０００年），最低为０．３７（２００３年）。

表３　中国—巴西贸易（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出　口 进　口 出口／进口 出口／进口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４ １６．２１ 　－３．９７ ０．７６

２００１ １３．５１ ２３．４７ －９．９６ ０．５８

２００２ １４．６６ ３０．０３ －１５．３７ ０．４９

２００３ ２１．４５ ５８．４４ －３６．９９ ０．３７

２００４ ３６．７５ ８６．８４ －５０．０９ ０．４２

２００５ ４８．２８ ９９．８９ －５１．６１ ０．４８

２００６ ７３．８ １２９．２ －５５．４０ ０．５７

２００７ １１３．７２ １８３．３３ －６９．６１ ０．６２

２００８ １８７．５ ２９７．５ －１１０．００ ０．６３

资料来源：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ＰＲ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

在过去九年间，中国对阿根廷的贸易逆差从１．２亿美元（２０００年）上升到４３．２

亿美元（２００８年）。中国向阿根廷的出口与中国向阿根廷进口之比最高达０．８７

（２００７年），最低只有０．１５（２００２年），之后又强劲反弹（见表４）。

表４　中国—阿根廷贸易（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出　口 进　口 出口／进口 出口／进口

２０００ ８．１０ ９．３０ －１．２０ ０．８７

２００１ ５．７４ １２．８１ －７．０７ ０．４５

２００２ １．８０ １２．４０ －１０．６０ ０．１５

２００３ ４．４７ ２７．２９ －２２．８２ ０．１６

２００４ ８．５２ ３２．５５ －２４．０３ ０．２６

２００５ １３．２５ ３７．９９ －２４．７４ ０．３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４ ３７．００ －１６．９６ ０．５４

２００７ ３５．６７ ６３．３５ －２７．６８ ０．５６

２００８ ５０．４０ ９３．６０ －４３．２０ ０．５４

资料来源：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ＰＲ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

正值中国—南共市贸易快速上升之时，国际市场的初级产品价格也涨得飞快。

尤其是原油价格，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大幅飙升，直至每桶１５０美元。谷物和金属的价格

在同期也翻了好几倍。与此同时，制成品的价格普遍下滑。运费也随油价上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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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价格差异深深影响了专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中国企业。

中国和南共市之间贸易的快速上升导致了更多贸易摩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的统计，在它成立后的头１４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和巴西分别发起了６１桩和

３７桩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分别占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反倾销调查总量的

９％和５．５％。同期，阿根廷和巴西分别向中国产品施加了４０项和２１项反倾销措

施，分别占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实施的此类措施总量的８．４％和４．４％（ＷＴＯ２００８）。

一般来说，启动反倾销调查或施加反倾销措施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贸易

逆差相对较大。巴西和阿根廷在对华贸易中却有大量顺差。尽管两国均承认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它们并没有减少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或措施。它们还把

反补贴和特保措施也用上了。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活动猛增，其中既有短

期措施，也有长期措施。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在南共市依然势力强大。

中国和南共市之间的投资增长存在不平衡。中国在南共市的投资相对较少，

中国企业觉得南美洲的投资环境不够理想。虽然南美国家声称鼓励外国直接投

资，但进入壁垒非常高。此外，效率低下、基础设施薄弱、工会力量强大、文化差异

等因素都让中国企业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尚待加强，

还需要积累人力资源、资本和管理经验。

D$ à×ØÙ¤CáN{|

虽然金融危机的发生让大多数人吃了一惊，但回想起来，它的发生完全符合

逻辑。２００９年１月开始中国和南共市之间的贸易剧减并非巧合。双方贸易的高

增长阶段已被一个新阶段代替。金融危机对中国—南共市之间的贸易发展来说，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总体上看，有利条件大于不利条件。

（!）¡ÔÕÖ
中国和南共市加起来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双

边经贸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中国同南共市四国中的三国———巴西、阿根廷和乌

拉圭———正式建交。双边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良好，无根本性利益冲突。尽管

中国和巴拉圭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双边贸易早已开始。展望未来，中国和南共

市之间的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发展。这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又符合双方

人民的利益。

中国已同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海

洋运输协议、鼓励和保护相互投资协议。此外，中国还同三国签下了渔业合作、旅

游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及贷款协议、能源合作协议。中国还同巴西、阿根廷和乌拉

圭分别成立了政府间经贸委员会，协调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同时，中国国家发



bÖc!×ØÙ¤Ú"#=4IJKLMÛÜÝC¤¥'�� ９５　　　

改委、商务部、农业部、卫生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质检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与三国的对等机构建立了

合作关系。近年来，诸如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开始重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

的亚洲市场。它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热情。它们同东亚

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加强。

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在经历了２０年的高速发展后出现了重大

变化。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南共市成员国，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隐藏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可能有利于中

国和南共市。金融危机为它们提供了转换增长模式的战略机遇，使得双边经济关

系更有可持续性。

（+）×]Ø�7Ù�
开放、平等的多边贸易机制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和南共市应当

继续致力于发展多边贸易机制、支持多哈回合谈判、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多哈

回合谈判的重启并取得全面、平衡的结果。

自由贸易区是多边贸易机制的重要补充。中国同拉美多国成功签订了自由

贸易协定，这为中国和南共市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价值的经验。中国和南共市应

在中短期内开启类似谈判。我们建议，这样的谈判越早开启越好，这样有利于跨

大陆的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成。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和拉美国家应优先考虑加强金融合作，以便减轻金融危

机对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已经给亚洲和拉丁

美洲出口导向型的贸易体系制造了重大困难。出口大幅下挫，相对美元的汇率动

荡不已，国际贸易的风险日增。目前已出现不少应对措施，如货币互换协议谈判。

货币互换是两国之间为避免汇率风险而订立的外汇协议。在一段时间和一

定数量的互换发生后，两国的央行进行结算。有了这样一个协议之后，两国的贸

易或出口企业就能收到本国货币的支付款项，从而避免了汇率风险、减少了汇率

转换费用。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双方一般会设定一个额度。互换开始后，两国可

以交换货币，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从而促进地方商业银行和外国合作银行

间的融资，提升双边贸易。

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巴西和阿根廷建立了为双边贸易服务的

本地货币结算体系。它们还打算把这个体系扩展到南共市，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

支付货币，这样就能抵消一些国家因为美元储备不足而受到的进口限制。

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中国相继同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白俄罗斯的

金融管理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也签订了货币互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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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９日，中国同阿根廷签订了价值７００亿人民币（１０２．５亿美元）的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中国和拉美国家间的第一个货币互换协议，也是金额最

大的金融安排。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中国同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了价值６５００亿元

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５％（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２００９）。

目前，美元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各国不但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还将美元

作为外汇储备。次贷危机大大打击了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的经济。为

了保证中—拉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拉美的主要伙伴国家应当加强金融

领域的有效合作，包括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或就此展开谈判。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南共市应努力挖掘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潜力。中国和

南共市之间的服务贸易虽刚刚开始，但有着令人兴奋的前景。例如，中国和巴西

的大企业已经携手开展冶金、矿业、能源、航空、航天和金融合作，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结果，这就说明双边在高科技和服务贸易上进行的合作具有巨大潜力。

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相对较为发达，所以两国在汽车、冶金、矿产、核能、医

药、金融、保险、旅游、教育和投资方面有明显优势，具有同这些领域的中国企业加

强合作的实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及《京都议定书》要求各国遵循承担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的原则，积极实施“巴厘路线图”，采取符合各自情况的有效措施来缓解气

候变化。护林是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７年，中国提出建立“亚太

永续森林管理与复育网络”，中国和南共市在该网络中均能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一国的力量往往难以抵御灾难性自然灾害，所以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支

持。２００８年，中国提出了“亚太经合组织内部应对灾害及合作基本原则”，以加强

亚太地区在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和南共市可以考虑开展灾后重建方面的

长期项目合作。

食品和能源安全不仅在经济和民生中至关重要，而且关系到全球发展和安

全。作为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和南共市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障世界食品

和能源安全。双方应当重视食品生产、加大投资、依靠科学技术、增加食品供应、

改善食品贸易环境、建立公平公正的农产品贸易体系、加强宏观控制、抑制市场上

的过度投机行为、稳定食品价格。双方应加强能源开发方面的互利合作、政策协

调、能源供应多元化、建立能源技术发展和传播的先进体系、倡导更多使用清洁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

V$ tv

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和南共市间的经贸关系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增长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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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边未来战略互补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危机大大打击了世

界经济，包括中国和南共市经济。危机还未过去，然而，由于中国和南共市的经济

基础相对较为扎实，而且双方立即采取措施应对危机，所以中国和南共市对双方

未来经贸关系的发展仍充满信心，这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和南

共市应抓住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的机遇，加强深化双边合作，为世界经济的复苏

和稳定增长再作贡献。

� 

１．除非另有说明，本章所引贸易数字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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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当前与未来的合作

卡尔·巴克

3$ %&'4IJK�CFG

“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是依据《亚松森条约》（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Ａｓｕｎｃｉóｎ）

于１９９１年建立起来的，其成员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１９９４年《欧鲁

普雷图议定书》（ＯｕｒｏＰｒｅｔｏ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ｆ１９９４）更详细地规定了它的制度结构。

１９９６年，玻利维亚和智利也以联系成员资格加入该组织但影响并不明显。秘鲁于

２００３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于２００４年先后加入了该组织。委内瑞拉

正在谋求成为完全成员国。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关系是以１９９５年缔结的《地

区间框架合作协议》为基础的，该协议提供了这两个地区间政治对话和合作的准

则。２０００年，双方发起一个附属协议的谈判，但至今尚未完成。由于南方共同市

场要求首先看到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此在其要求下，双方中止了

２００４年的贸易谈判１，双方关系的发展也放缓了。

有人认为，双边贸易谈判与其说是“没完没了”不如说是“从未开始”。彼此间

谈判的减少使双方感到沮丧，甚至引起摩擦。谁的观点更正确并不重要，关键是

双方如何看待谈判这一问题。自２００７年年底以来，随着一系列高层访问和各种

工作会议的增加，双边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力。在２００８年５月在利马举办的欧盟—

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上，与会各方一致认为，达成一项均衡的雄心勃勃的协议并承

 本章吸收了我的同事比阿特丽丝·马丁斯（ＢｅａｔｒｉｚＭａｒｔｉｎｓ）所做的简短发言的部分要点，当时她

在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主管南方共同市场。但本文的责任完全由我承担，本章的观点出自作

者本人，而非欧盟理事会或者其官员的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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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将谈判进行下去直到成功非常重要，并在会议前和会议后均发表了类似声明。

但是，在做出如此高层次的承诺后，在谈判者再次聚首时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这让欧盟感到很沮丧。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在马德里举办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

峰会又作出了新的承诺，但最终能否取得新的进展人们将拭目以待（欧盟理事会

文件９８７０／１０）。

旨在达成两个地区自由贸易目标的全面贸易谈判的问题很棘手，本章的任务

并不是要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两个地区间合作的发展前景，有必

要描述一些贸易方面的问题。在欧盟的贸易伙伴中，南方共同市场仅仅位居第

八，仅占欧盟贸易总量的２．７％，而欧盟却占了南方共同市场出口的２７％和进口

的２０％。２甚至连巴西也只是欧盟的第十一大市场。然而，欧盟在拉美的投资却

超过了在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投资。欧盟的投资并不集中在初级产业部门，因

此对当地就业和增加当地附加值作出了更多的贡献。６０％的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

与服务业有关。作为与贸易有关援助的重要来源，欧盟强化了其竞争对手的竞争

力（ＥＵ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ｏｃ．８６９５／０９）。谈判问题也显示了南北差异。欧盟希望达成一个

超过多边层次谈判所涉及内容的一揽子综合协议，即一个比多哈谈判内容更多的

协议，而对“次多哈层次”的谈判，即地区间层次的附加谈判却不感兴趣。２００７年，

领导委员会的官员公开询问，欧盟能否指望在这两个地区间的谈判中达成那些在

多边层次上实现了的目标？服务业在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作机会中占了

７０％的比重，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对于这个地区是多么重要，而在南方共同市场，服

务业仅占了２０％。据悉，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将为欧盟服务业增加５０亿至７０亿

欧元的价值，而这一协议的失败将意味着５０亿欧元的损失和价值近４０亿欧元的

商品损失。

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南方共同市场关注农产品及与其有关的补贴问题。可以

理解，除了经济原因外，有很多理由足以使农业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

强调欧盟是南方共同市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商业领域中有句老话说得好，

不要得罪你最大的客户。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欧盟承诺如果其他谈判方做出同样

的让步，欧盟愿意削减一半以上的农产品关税和７０％的国内农业补贴，到２０１３年

取消出口补贴。但是应当注意到以下情况：（１）汇率和全球经济动力的变化远比

关税和关税配额具有的影响大；（２）许多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巴西在多哈回

合谈判中有关农产品贸易全面自由化的要求对它们本身也是个威胁，因为它们的

农产品竞争力弱；（３）随着农产品全球需求的上升，真正的问题是所有的生产者能

否提供足够的农产品，而不是他们如何对农产品出口进行了补贴，以及补贴了多

少；这样，从今以后农业就不再是个拦路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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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集团，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是拉美最有潜力

的地区。然而，它的一体化进程却仍以蜗牛速度前进。正如欧洲委员会地区策略

白皮书所言，（２００７—１３：４）。

南方共同市场的问题在于缺少政治参与，其政治优先目标经常变化。列

出将增加的步骤会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然而，经济一体化进程远没有完成，贸

易争端也难以摆脱。一些成员国在事先没有与其他成员商量的情况下就采

纳了单边贸易措施，这使得组织内部都能感受到沮丧的气氛，尽管四个南方

共同体国家中有三个是相互间有亲和力的温和左派政党执政（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ｐｅｒ：７）。

当然，在制度建设上也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如成立了南方共同市场议会、技术

秘书处和南方共同市场常驻代表委员会。关于南方共同市场关税同盟的重要决

策不但仍然悬而未决，还形成了针对南方共同市场成员的新的内部壁垒。由于内

部壁垒仍然广泛存在，南方共同市场不像一个发展充分的自由贸易区。最早要到

２０１０年，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才能达成协议废除从第三方进口并向区内出口的双

重关税。这对两个地区间的谈判进程来说是令人失望的，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

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人甚至认为南方共同市场已经失败了。具体评论如下：

● 对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来说，“南方共同市场尚未成年就已老

去”（巴西和南锥体报告，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

● 巴西对该组织已经厌倦了，并超越了该组织；私人部门敦促当局与欧

盟交涉推进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巴西和南锥体报告，２００９年１月

１５日）；

● 较小的成员如乌拉圭和巴拉圭继续抱怨说谈判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

● 在２００９年５月于布拉格召开的“欧盟—里约集团部长级会议”上，南方

共同市场内部关系紧张，不同意其主席出席新闻发布会；

● 一体化缺少一个强大的内生基础，生产模式更符合富国的利益，却不

适合内部的广泛需求。地区内贸易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根据《欧洲

统计局和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ＣＥＰＡＬ）发布的数

据，２００７年区域内贸易仅占南方共同市场商品出口总数的１３％，而欧

盟的这一数据达到了６７％。中国在巴西的市场份额大于阿根廷，前者

为１０．５％，后者为８．６％；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在巴西投资３０亿

美元，智利投资８．６９亿美元，哥伦比亚投资４亿美元，而阿根廷的对外



bâc!%&'4IJKLM*+,'/0C12 １０１　　

直接投资只有３．８８亿美元（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ａｂｃ，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

● 人们认为，南方共同市场无力提供避免和解决内部争端的有效框架。

费利克斯·佩纳ＦｅｌｉｘＰｅａ说：“我们需要南方共同市场成为伙伴，而

不是人质。”

● 南方共同市场至今无法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上形成共同立场。“南方

共同市场—欧洲商业论坛”（ＭＥＢＦ）多次表达了不满，认为“南方共同

体内部立场的协调成本增加很大”，“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动力机制与

其说是谈判的动力，不如说是障碍”（西班牙《国家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

日）。他们仅仅把南方共同市场看作是个展示外交政策立场的平台，

并认为对欧盟出口比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更容易。当然最近欧

盟也被看作是个“堡垒”。

D$ %?3�U

欧洲一体化并非完美，也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模式。但它的确透

露了许多对于发展来说非常必要的内容。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政治

意愿和严肃的态度，一体化是无法实现的。一体化要建立在强大而持续的政治使

命之上，要建设司法体系和超国家机构并制定共同政策，需采取联合行动，成员国

要服从一体化。让·莫奈曾说过，提出新思想需要人，但实现新思想却需要制度。

欧盟的体制在前进过程中，每当遇到特殊境况都表现得非常灵活。在从当年的欧

共体六国扩大到今天的欧盟二十七国的过程中，它也遇到过各种差异极大的一体

化模式，从基本经历到政治文化再到长期目标，差异都非常之大。

南方共同市场与其他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体化和次级一体化方案有着

相同的典型特点，或者说是弱点：

● 主意大多提出得太快，旧的主张还未实行就被新的取代；

● 缺少界定和展望，结果往往是即兴的提议成了最后结果；

● 地区外贸易比重过高，地区内贸易改善缓慢，收益分配不均；

● 缺少一个真正的贸易政策；

● 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有限；

● 脆弱的国家机制和更加脆弱的地区机制，两者都缺少基金；

● 有些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地区一体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

题的解决方法（Ｃａｅｔａｎｏ２００９；ＲｕｅｄａＪｕｎｑｕｅｒａ２００９；Ｓｕｋｕｐ２００１）。３

有人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当作一体化方案的墓地。在南美，人们必须理解地

区一体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影响，当前一体化面临的困难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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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丧失而是影响力的丧失。但由于南美国家强调主权的传统十分强大，这需

要花费很长时间。在现代社会和全球化的世界上，要让人们接受，能够并愿意决

定在任何有效层次上解决问题，包括在地区层次上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丧失了

主权。

结果，政府间组织过度关注峰会上的决策，关注议案是否为“一致通过”。欧

盟有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佩纳尽管是一个乐观派专家，也看到了南方共同市场

由于程序的不稳定致使可信度遭到损坏的风险。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７年，南方经济

共同市场只有４７％的共同法令转化为国内法。有些国内法院在认定和接受南方

共同市场政治法律决策时还为它们究竟是指导性的还是有约束性的而烦恼不已。

直到现在，这些决议仍未颁行。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由于没有执行南方

共同市场的司法裁决而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来支付。各国从政治角度同意建立一

个新的司法法院，但若要其发挥作用则需对一些国家的宪法进行修改。

一些教训必须汲取。南方共同市场的弱点在于其临时特设的体制和贸易争

端解决机制。新的贸易政策评议机制（ＴＰＲＭ）虽于２００４年建立了起来，但其效

率还没有显示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捍卫国家主权的僵化立场再次起了阻碍作

用。此外，欧盟关于补偿和聚合基金的观点在拉美找到了市场———如建立了南方

共同市场结构趋同基金，不过尚需更多的资源（目前只有１亿美元）。

V$ +,%&k4IJKLMC12

欧共体使用其预算基金（由执委会管理）开展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始于

１９９１年，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南方共同市场新建立的机构。除了双边的国家战略文

件外，《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地区战略文件》（ＲＳＰ）还提供了４８００万欧元支持南方共同市

场内部市场、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欧盟就建设地区标准和程序提供了技术援

助，当然这也符合欧盟自己的利益。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间，在南方共同市场的所有指

标项目中共５．５６亿欧元，拉美占欧盟援助的２１％，５０００万欧元被指定用于资助

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建设的３个优先领域：（１）强化机构建设（１０％）；（２）支持一

体化并准备一项共同决议的执行（７０％）；（３）推动公民社会参与一体化进程，包括

传播信息和增加一体化的可见性（２０％）。这标志着欧盟成为迄今为止南方共同

市场一体化财政资助的最大提供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

从政治上看，欧盟合作项目建立的目的是希望南方共同市场继续加强其制度

建设并以坚实的步伐深化一体化。但是该项目在政治、技术和行政执行方面遇到

了困难。南方共同市场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作为伙伴和受益方的机构。每个项目

都由某一国的机构来管理，然后该机构出面作为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协调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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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既复杂又困难多多。最近，由于南方共同市场取消了相应的项目，欧盟不

得不停止了对南方共同市场基金和南方共同市场法庭提供的资助。

建立拥有独立公务人员的秘书处的想法至今没有实现。南方共同市场现有

的秘书处仅仅拥有少数高级官员，总共３０个工作人员和１００万美元的预算，根本

无力推进一体化进程。它充其量只能为政府间程序提供技术支持。欧盟与南方

共同市场机构、行为者的合作以及制定标准方面的工作是受到欢迎的。欧盟临时

性地扮演了一个从外部促进其一体化的角色。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开始，欧盟

长期以来就是拉美一体化职员培训的主要力量，包括对南方共同市场临时主席职

位以及新建议会及其联合议会委员会、常设审议法庭职员的培训。欧盟帮助南方

共同市场规范海关程序、统计、卫生和植物检疫以及其他领域使其更符合现代惯

例。这些成就对大多数以主权为骄傲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令人吃惊的。２０１０

年中期审议的结果仍然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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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欧盟是否愿意给予南方共同市场和地区间谈判更多的机会，这似乎可

以用巴伐利亚的一句俗话来回答：“我发誓，但我绝不指望！”。欧盟不会像巴拉圭

外长绝望地认为该集团已经寿终正寝了（《圣保罗州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但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例如，是否应当遵循这些协议，即使它们是在不同的环

境下设计出来的？欧盟是应当更多地开辟新的双边关系，还是应该以更温和的方

式解决具体的问题？谈判无法启动怎么办？欧盟显然支持地区一体化和地区间

的谈判，不希望充当因排斥某些国家而使一体化沉船的责任方。欧盟不能将自己

支持的内容强加给南方共同市场，因而也不再是一体化的原教旨主义者。这在欧

盟对待玻利维亚阻挠安第斯集团与欧盟谈判的事件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此外欧

盟继续同那些支持一体化，但希望晚些时候再对外开放的国家保持联系。在这方

面，欧盟既尊重一体化的支持者，也尊重迟疑者的主权意志。

本文的许多建议并不成熟，如将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合并、迅速就

一项全面的欧盟—拉美协作协议以及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等。拉美内部、地区

间的以及欧盟—拉美间的政治经济、程序和意识方面的不同并不能保证合作会取

得成功，但的确也存在一些潜力。在欧盟的官方文件中（ＣＯＭ２００９）、在南方共

同市场的立场及学术界对现实政治的研究中可以察觉到一些清晰的转变，它们都

在探讨在哪里可能取得进步。

当前的全球危机使得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这是研究拉美贸

易网得到的信息（Ｈｅｉｄｒｉｃｈ２００７）。该文件建议在基础设施和市场一体化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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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新的更密切的合作，至少建立起相互的联系。持有相同立场并常常被人们看

作是开拓者的佩纳（Ｐｅａ２００９ｂ）提出了三种局面：第一，由于创新不足而导致的

一体化缺乏活力；第二，使大多数建议流产的综合症；第三，对于过去所积累的经

验和实施结果的选择。例如近年来南方共同市场官方在“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谈

判”和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发展讨论中经常引用“地理变量”、“多速欧洲”等说法，而

这些说法都是欧盟曾经讨论过的，有些则在欧盟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

得到了实施。

在学术界内，佩纳、德尔·阿雷纳尔和弗洛雷斯指出了地区关系和欧盟—南

方共同市场关系中重点的变化和实用性进展。在地区双边层面上，《欧盟—南方

共同市场协议》及其发展条款可付使用，相关各方可以指望利用经济关系中部分

暂时的进步来重建信心（ｄｅｌＡｒｅｎａ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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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协议的谈判者，乌拉圭外交官吉列尔莫·巴列斯（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Ｖａｌｌｅｓ）

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回忆道，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关系的最初逻辑是希望在全球

事务中实现较好的平衡，平衡欧盟在拉美的存在，强调在多边层次上、在全球多极

体系中处理问题。不应忘记，这里存在着一个地缘政治的内容。这个说法同其他

分析家的观点一致：南方共同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区域，也可以成

为一个政治方案。南方共同市场在确保地区稳定上已经显示出了价值，如在巴拉

圭问题上。这是使它成为像南美国家联盟（ＵＮＡＳＵＲ）这样更深远概念的重要基

础，尽管存在观念上的冲突，但的确阻止了西半球危机的爆发，或阻止了这些危机

变得更加严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可以在得到强化的多层次进程中建立政治

协调组织，如“新”里约集团，同时建立包括所有拉美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南美

国家联盟。这一过程已经超越了政治领域，进入了安全和健康领域。这为更频繁

更定期的协调提供了心理的、社会的和外交的基础。

就目前来说，如同其他一体化方案一样，与南方共同市场进行政治对话是有

益的，但绝不意味着这种政治对话本该有益：在双边地区背景下，单个成员国的问

题一般不予讨论，这对双方都是如此（Ｂｕｃｋ２００９ａ）。当然，此类对话不能被限制

在部长层次或高官层次，应当鼓励双方议员或公民社会及其组织的参与，如欧洲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２００７年于巴黎举办的各种地方政府会议等。德

国六个政治基金会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安全问题上均表现出色。有些基金会如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ＫｏｎｒａｄＡｄｅｎａｕｅｒＳｔｉｆｔｕｎｇ）或艾伯特基金会，已经通过

动员研究人员、政治家、安全专家和演员参加地区间论坛而拥有了长期的经验。

这样看似乎问题已经脱离了政治议程，但是墨西哥和海地的局势以及打击贩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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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却导致了具体的合作和交流。

（+）mnopt��7�Û��（犛犪狀犪犺狌犼犪２００８）

能够从更多双边地区合作中获益的问题领域有能源、基础设施、移民、环境、

医疗卫生、社会和地区失衡等。近年来，在欧盟—拉丁美洲两个地区间及双边层

次上（如与巴西和墨西哥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它们的联合行动计划，或欧盟—

智利发展和创新组织），众多的部门对话已经被建立起来并显示了它们的价值，即

促进相互理解、提供技术援助，甚至促进了多边层次上创议的提出（Ｂｕｃｋ２００８）。

在２００９年布拉格部长级会议上，欧盟三驾马车和南方共同市场为使讨论更加深

入，同意了这些具体倡议并建立了专题小组（ＥＵ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９）。

自由贸易区的反对者强调了不均衡关系中弱者一方可能经受的风险。为了

消除这种担心，欧盟在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谈判时可能会表示，根据自身一体化

启动和扩大的经验，它们了解“不均衡”的含义，而且比其他任何组织都明白如何

处理这一问题。欧盟区域层次上的生活水平差异比达到１∶３０，欧盟团结基金缓

和了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２００８年欧盟—拉美利马峰会设立了一项特别计

划———欧盟委员会支持拉丁美洲社会融合的技术合作计划（ＥＵＲＯｓｏｃｉＡＬ），初始

基金为３０００万欧元。

充足而功能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关键，减少了交易成本和人力、商品的

运输成本。同亚洲的状况相比，拉美在这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传统上，拉美的

运输基础设施是为地区外贸易，主要是为与欧洲的贸易设计的，但也为中国提供

所需的资源而进行了扩建。研究表明，运输成本和管理负担远超过每个贸易案例

的关税额。南美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ＩＩＲＳＡ）应当改进南美国家在能源、运

输和电信领域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目前该倡议侧重公路建设，占２０１０年以前计

划投资的７４％，但在运输低值不易腐烂的产品或环保产品时，公路不是最好的运

输形式。在３４８个已确定的项目中，ＩＩＲＳＡ只选择了其中的３１个，不足相关投资

的１０％。到目前为止，ＩＩＲＳＡ没有继续执行这些项目，部分原因是拉美传统的储

蓄率和税率较低，这使建设工期相比于东亚费时过长。这些项目还受到政治关系

变化过快的影响，或者由于新目标的出现使得原有项目不再具有重要性了，正如

在能源领域内发生的事情那样。

国际专家和国际组织强烈敦促拉美当局尽快纠正这种状况。根据欧盟的历

史，相互连接性对一体化来说是个有利条件但却不是个充分条件。能源部门能够

成为一个强大的推动因素，启动“功能逻辑”上的一体化，正如欧共体煤钢联营为

欧盟所做的那样（Ｈｅｉｄｒｉｃｈ２００７）。但是在南美，能源部门不能起到推动一体化的

作用，只起到相互连接的作用（Ｈｏｎｔｙ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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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与非拉美伙伴国家间的协议正在增加，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个增加到２０００年

的８６个，再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５９个。２００５年，特惠协议下的贸易额达到６３％，其中地

区内贸易占１２％，地区外贸易占５１％，人们希望后者在２００７年上升到７２％。传

统一体化计划似乎与成员国的国家议程不相干了。

由于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接受完全的自由贸易

协议谈判需要寻求某种模式，使以地区为基础的策略与双边策略相容。为了取得

进展，阿根廷似乎要放弃惯常的谈判手法，即“除非什么都同意否则什么都不同

意”，转而关注已经达成的临时协议，并用可能接受的条款（如解决类似因竞争而

陷入困境问题的条款）谈论贸易和其他开放的问题。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是否有

效尚待观察。

在最近举行的名为“拉美和欧盟：一个全球伙伴协会”的活动中，欧洲委员会

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此外，它提出了一个拉美投资特定机制（ＭＩＡＬ），类似于欧洲

睦邻机制，从欧盟预算中支付启动基金。它倾向于相互联系性（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的合作、基础设施、社会领域和环境，以及扶持中小企业。这与２０１０年５月在西

班牙举行的第六届欧盟—拉美峰会的主要命题是一致的。

有关欧盟—南方共同市场的关系、谈判和合作方面除了这些新进展之外，关

于地区外伙伴的三边合作没有明显的实际进展。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欧盟与巴

西、墨西哥或智利的双边关系中才有可能。只有在具体的行动计划中才会涉及各

方都同意的三边合作。的确，近年来巴西和欧盟就在莫桑比克开发生物电力和生

物燃料举行了会议，研究了合作的事宜（ＥＵ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８）。

�$ t§

安第斯国家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这样的一体化计划对于建成共同市场之

类的目标似乎是不够的，欧盟那种类型的一体化进展似乎也并不是人们所希望和

想要的。由于更强大的参与者的到来，而且似乎对传播为全球所接受的规范并不

感兴趣，因此欧盟丧失了在制定规则方面的影响力。

当前，在拉美国家中，这些一体化协议也许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他们共同努

力、建立信心和在全球市场上谋求更佳地位的平台。时间并不必然在拉丁美洲这

边。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经济、社会和其他政策可能遭受失败，而在于这些政策

也许不能尽快地产生结果。因而双边地区关系在这方面是有益的，但它们只能成

为国家和地区层面努力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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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事实上，南方共同市场所做的正是欧盟委员会贸易理事会之前犹豫的事情，即当这类谈判

在多边和地区双边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时有形成障碍的风险，因为一个层面的提议将成为

另一个层面谈判的筹码。

２．应当指出这些数据因来源和时间而有差别，尤其是涉及中国时更是这样。

３．参见书后参考文献中列出的有关Ｆ．Ｐｅａ的文章，关于最新信息参见ｗｗｗ．ｆｅｌｉｘｐｅｎａ．ｃｏｍ．

ａｒｇ。萨纳乌哈（Ｓａｎ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８）给出了精彩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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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如何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

于宏源

3$ [\

气候变化已成为２１世纪初期最重大的安全挑战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最近发表看法说：“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地缘政治。”其证据是：对北极资源的争夺加

剧，国内与国际移民的增加和海平面的上升（ＦｅｄｅｒａｌＮｅ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９）。几年

前，由于能源价格不断走高，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新高度，各国纷纷

采取措施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显然，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已引起人们

的高度重视。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今非昔比，对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均

提出了重大挑战。此外，冷战结束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逐渐从安全政策

的边缘移动到了中心位置。一方面，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在过去几十年间被视为

人类生存的重大挑战，现代社会对可持续能源供应的依存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

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合作或集体行动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

导致的危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国际集体行动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挑战，也是社

会政治挑战。它涉及各国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因而对各国的政治合法性和稳定

具有重大影响。随着获取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卷

入了一场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

随着传统能源的日益稀缺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逐渐向适合新能源的方向演变。作为全球超级力量，欧盟和美国希望通过碳减排

谈判来控制未来能源市场的发展方向，并主导清洁能源和节能，并创新性地建立

气候变化体制。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仍在沿

用西方国家１８世纪晚期以来的将增长放在第一位的、不可持续的、受能源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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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模式。中国在加入全球努力、应对全球变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同时，存在迫

切的发展需求。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就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及气候变化

引发的日益增多的灾害。事实上，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８年气候变化白皮书中指出：

“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森林与

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等。”（ＢＢ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２００８）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在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地区性和国际性努力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任何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和国家安全威胁的成功的国际

合作均有中国的参加（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４；Ｅｌｌｉｏｔｔ２００２）。中国人口已达到１３亿，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因此，中国正在经受广泛且往往会带来地

方性、国际性和地区性后果的严重的环境挑战（Ｓｍｉｌ１９９３；Ｊａｐ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７）。中国在燃烧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的过

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能效低下，中

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成为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２０２０年将跃居世界首

位（ＵＮＦＣＣＣ２００３；Ｃｈｉｎａ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３）。中国的高碳能源组合使其成为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

国，也应当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全球责任。中国的气候变化和能源

实践必须保证和协调发展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协调发展同世界气候和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上述几点，本章将首先探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一些重大意义和后

果，然后描述中国的能源组合及排放结构，最后讨论中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实践。

此外，本文将把中国的情况同拉丁美洲地区做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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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建立在石油之上，全球能源安全对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民

生活来说都至关重要。能源也是各国繁荣和安全的关键。全球化的到来、贫富差

距的拉大以及应对全球变暖都同能源密不可分，国际能源体系迫切需要战略思

维。国际能源市场上供求不平衡，石油储藏丰富的地区仍处于地缘政治、政治和

军事冲突的中心。能源出口国利用能源武器来实现政治经济目的。主要能源供

应国———从俄罗斯到伊朗到委内瑞拉———越来越能够并愿意利用能源资源来追

求各自的战略和政治目标（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６）。同样重要的是，必须

具备长远眼光，深化能源合作，提高能效，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显然，气候变化带来的能源争夺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专业知识、能力和资源

所有权相关。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能源链。能源链囊括能源勘



béc!"#ê®ë]NO=RSTU¼. １１３　　

探、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涉及的机构和活动。新能源的发现、能源链变革及政治经

济体系和创新体系的相应变革必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为高效利用能源打下基

础，而这也是大国崛起的关键。

能源事关国家繁荣和安全。下一代能源不但将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未来，还

将决定权力的转移。能源链上的竞争将决定以创新为基础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还

将影响国际力量的变迁。新能源不但是下一代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改

变未来的国际力量对比。拥有新能源为主导的国家的崛起并引发能源革命将是

国际体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先决条件（Ｙｅｒｇｉｎ２００６；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６８）。技术

创新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关键。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基耶夫的“长

波理论”和熊彼得的“经济周期理论”均证实，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同技术革

命和制度创新息息相关（Ｍｏｄｅｌｓｋｉ１９８７；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７３）。他们都强调了“重

大技术突破”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表明技术突破开启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

重大技术突破往往同能源有关，如电力、蒸汽机和内燃机。迈克尔·波特在《国家

竞争优势》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在发展竞争优势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建立以

创新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模型（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

在有关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辩论升温的同时，西方国家已经垄断了以新

能源和可替代能源为基础的未来能源体系。彼得·埃文斯曾经指出，每个主导了

国际体系的大国都有一些专业知识上的优势（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５）。目前看来，低碳经济

和清洁能源将最终决定能源权力转变的未来。乔纳森及其他学者认识到，欧盟的

环境政策既可以提高其竞争力、推进气候谈判，又具有创新和竞争优势（Ｇｏｌｕｂ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出炉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报告》（Ｓｔｅｒｎ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Ｃｌｉｎ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低碳经济报告》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ｐｏｒｔ）均证实，欧盟之所以推动气候谈判，不但因为它走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列，而且因为它希望获得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为未来经济打

下基础。美国资深外交家葆拉·多布里扬斯基（ＰａｕｌａＤｏｂｒｉａｎｓｋｙ）、理查德·

李·阿米蒂奇（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ｅｅＡｒｍｉｔａｇｅ）和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曾提议说，美国

参与气候谈判将增强美国的“巧实力”、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６）。

西方国家经常把新兴经济体快速增加的碳排放当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国

家竞争优势同碳减排挂上了钩。对那些提倡气候外交的人来说，环境能力是一个

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罗西瑙提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收支平

衡”，以之取代“权力平衡”。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全球环境保护成本的责

任（ＲｏｓｅｎａｕａｎｄＣｚｅｍｐｉｅｌ１９９２：１２—１４）。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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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能源的兴起。从现代国际体系建立的那一天起，能源链已经有过两次重大变

革。第一次变革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木

柴或生物燃料时代”向“煤炭时代”的转型。第二次变革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从美国

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煤炭时代”向“石油时代”的转变。今天，基于

清洁和低碳能源的第三次革命如火如荼。根据长周期理论，拥有和使用新能源同

一个国家的技术和制度进步密切相关，占据新能源主导权的国家将从拥有和使用

新能源中获得制度和技术优势。这些国家必须突破原有经济政治结构及意识形

态的限制，这样就会引发全球工业链、资源分配和国家竞争力方面的重大变化。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这些新能源大国将最终通过国际竞争来改变国

际权力格局。历史上国际体系的每次重大结构变化都源于能源链革命，那些拥有

新能源链或其中一部分的国家和其他非国家实体将冲击现有的国际结构。

气候变化和能源全球治理具有双重重要意义。首先，发达国家继续主导国际

气候变化谈判。应对全球变暖可被视为公益品。虽然富国之间存在许多内部矛

盾，但它们都想维持甚至扩大发展差距，遏制新兴力量的崛起。因此，富国试图维

持“后京都议定书”气候体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发达国家首先同主要温室气体

排放国进行沟通和磋商，试图建立一个理性高效的“后京都议定书”体系，保证和

协调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地球气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

发达国家竭力说服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软性和硬性的环境限制。其次，由于发达

国家具有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任何重大的能源创新都会引发新

工业革命和全球工业的再配置。发达国家已经推出了气候税或碳税，来限制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逐渐承担起稳定温室气体的义务。

但是，因为缺乏新能源和先进技术，它们沦为西方跨国企业的新兴市场。发达国

家则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增强技术和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它们继续

主导国际体系。显然，环境交易体制的情况如出一辙，发展中国家承担既定的基

线成本，发达国家承担增量成本。发达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

环境限制，最终通过约束性规则遏制后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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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四次《气候变迁评估报告》

的估计，能源使用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在２０００—２０３０年间将增加４５％。该

报告称，新增排放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该报告还明确表

示，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越大，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不严重。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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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性努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任何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和国家安全

威胁的成功国际合作必须包括中国。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由其能源密

集型的经济结构决定。中国从轻工制造型经济向更多能源密集型工业（如钢铁、

水泥、化学品和铝行业）的转型，是该趋势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国的钢铁生产约占

世界的３５％，水泥生产约占世界的５０％（ＦｅｄｅｒａｌＮｅ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８），这些行业及

相关产业“正在为所谓的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未来能源挑战做铺垫”（Ｆｅｄｅｒａｌ

Ｎｅ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８）。中国消费者希望购买的产品越来越多，例如汽车和空调，这

也对中国未来的能源构成挑战（ＦｅｄｅｒａｌＮｅ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８）。中国已经排放大量

温室气体，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９０％的整体能源需求都是自给的。中国将继续执

行主要通过国内供给来解决能源需求的政策，重中之重是提高能效。中国的近期

目标是在２０２０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能源消耗降低２０％。不过，中国

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非常低，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６％，仅是美国人均水平的

１３．４％，是日本平均水平的２６．７％，是英国人均水平的２８．１％。中国的人均石油

进口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是美日两国平均值的二十分之一。中国从

１９９３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至今才１４年。中国的年石油进口量超过一亿吨

才四年。不过，中国的石油进口从２００３年开始飞升，当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石油产品消费国。国际能源署（ＩＥＡ）预计，２０３０年进口石油将占中国总石油消

耗量的８５％（仅２００６年一年中国的原油进口增幅就达１４．５％）。因此，能源短缺

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长远看来，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国的

经济未来将十分不稳定。

２００８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

国的人均能源消耗将达到目前的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一个国家就将占

到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间世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ＰａｕｌａｎｄＹｕ２００５）。因

此，讲到气候变化，中国显然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采取切实措施限制未来的碳

排放，那么其他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被抵消。中国对气候

变化的态度及其在国际谈判中的角色极为重要。

根据当前预测，化石燃料还将是中国能源组合的重要成分，石油的地位将日

渐突出。全球石油需求预计每年增长１．３％，从２００５年的每天８３７０万桶上升到

２０１５年的每天９８５９万桶，再到２０３０年的１．１６３亿桶。需求增量中约４２％将来

自印度和中国，而“按绝对值计算，中国石油需求增长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０７：７９）。

未来中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将在极大程度上增加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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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从２００４年的仅２７００万辆上升到４亿辆。预

计中国的石油消费也会因此从当前的每天７５８万桶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每天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万桶，大部分都得进口。目前中国消费的石油有５３％是进口的。同石油类

似，预计中国对煤的需求将从２００５年的４１．５４亿吨标煤（Ｍｔｃｅ）上升到２０３０年的

７１．７３亿吨标煤。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和印度将占到世界煤需求增量的四分之三。煤

是中国发电基础设施的根本；８０％的中国电力都同煤有关，而这也占到了中国二

氧化碳总排放量的约８０％。大多数专家相信，在可见的未来———至少还有３０

年———对煤的根本性依赖还将继续，如果不是剧增的话（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２００８：１０）。到２０３０年，煤将占到中国能源需求组合的６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０７）。煤在中国能源组合中的中心地位影响了北京实现某些

减排目标的能力。正如中国政府在其２００８年白皮书中所言：“中国以煤为主的能

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任

务艰巨”（ＢＢ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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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能源市场的最新参与者。中国的大型石油公司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进行国际化运营，取得的进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能源政策的国

际思路在于能源的和平开发和国际合作。中国的能源强度，即能源利用与经济或

物力产出之比，只有欧盟的五分之一。但北京正在追求一种能解决能源消费同环

境恶化之间矛盾的模式。

（!）�ÜÝÞÙßàá]âã©�JÝäZ[
中国力图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打造一套能提供稳定、经济、清洁能源的体

系。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便从最低可能的能源消费中获得最大可能的

经济社会效益。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

任务、政策和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１９９７）和《可再生能源法》

（２００５）。

中国一贯坚持依靠国内资源、提高国内能源供应。中国不但是一个能源消费

大国，也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９０％的能源来自国内

供给（２００５年为９３％）。它的国内能源供应仍有很大潜力可挖。１９８０—２００１年

间，中国的年均ＧＤＰ增速达１０％，而能源消费增长率为５％。中国经济在能源供

应有限的情况下依然欣欣向荣。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宣布，“２０１０年人均ＧＤＰ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

２０％”。中国总理温家宝要求电力行业节能５０００万吨标准煤，１０００家大型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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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２０００万吨标准煤。“中国政府一方面致力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正在努力

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组合，以负责的方式改变经济增长模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ｐｄａｔｅｓ

２００７）。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正从先前的“快速健康发展”原则转向“健康

快速发展”（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ｐｄａｔｅｓ２００７）。

此外，中国还在２００７年６月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决

定在２０１０年达成下列目标：能源消费降低２０％；提高可再生能源（含大型水电项

目）在一次能源组合中的占比；将煤层气年产量提高到１００亿立方米；发展核能

（新华社２００７）。

（+）ÝäUVxåij
中国是一个追求和平发展之路的新兴大国。它的能源战略特点是互利、共建

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同他国进行互利基础上的能源合作，维护地区和全球能源市

场的稳定。胡锦涛主席说：“中国能源战略的核心是节约能源，主要依靠国内供

给、能源多样化、保护环境、加强（基于）互利基础之上的国际合作、确保经济清洁

能源的供应。”（Ｈｕ２００６）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能源安全概念，呼吁互惠合作、多样

化发展模式和通过协调实现共同能源安全。

为了促进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中国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主办了

一次由各主要石油消费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参加的大型能源会议。中国

和欧佩克国家从２００５年起就开始进行能源对话，以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中国

在保证能源安全方面运用的外交工具是对话和合作，目的是维护国际能源供应的

稳定和安全。中国尤其希望同世界能源政治中的关键参与者进行对话及合作。

这些参与者中既有欧佩克成员国，也有非欧佩克国家，还有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

以及石油消费大国。目前中国主要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石油，而这两个地区均有一

些不稳定国家。此外，石油运输船只主要在公海上航行，还要通过海盗和恐怖主

义活动猖獗的马六甲海峡。为了保证能源供应安全，中国必须实现石油进口多元

化，从俄罗斯、中亚、南亚等地进口石油。

中国同海外三大类地区进行与石油有关的对话、合作。首先是寻求市场的国

家。这些国家希望继续掌握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并运用主权财富基金，以原油

资源换取市场影响力（俄罗斯和沙特）。中国向沙特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量的

１７％。２００６年，两国签订了能源合作协议，以加强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方面的

合作和共同投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已出资７．５亿美元，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

建造石化厂。该厂总投资额为３０亿美元，建成后每年能加工８００万吨来自沙特

的原油。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石化公司斥资４１．８亿美元完成了对哈萨克斯坦石油公

司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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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亟需无附加条件的外国援助及投资的贫穷国家（安哥拉、尼日利亚

和其他非洲国家）。中国已同尼日利亚签订协议，获得四张在尼进行石油勘探的

牌照。作为回报，中国承诺为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４０亿美元。中国还

同肯尼亚签订协议，中海油公司获准在肯尼亚海域勘探石油。

第三类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禁止本国企业投资的国家（伊朗、苏丹和

缅甸）。中国油企已同伊朗签订价值２０００亿美元的长期合同，使中国成为伊朗最

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买家。２００７年７月，中海油获准在索马里部分地区勘探石油。

中国在苏丹投入巨资，１９９５年获得石油勘探权。目前苏丹一半的石油出口流向中

国，占中国石油进口的５％。

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受到地缘政治、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影响。伊拉克的

不稳定、伊朗的核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袭击、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人道主

义危机和脆弱的民主转型，尼日利亚和巴西的罢工，都对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大型

石油公司构成重大威胁。

（<）æçmQRè¡qé7êëtìíàîcgh
正如许多政治家和法律分析人士所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

这一原则的坚持反映了京都议定书体制的基本结构性缺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在

本质上被排除在共同减排义务之外。这一点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按照一位

法律分析人士的说法，“到２０２０年甚至更早，发展中国家将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

一半”（Ｇｅｒｂｅｒ２００８：３３３）。不过，中国领导人的通常回应是，目前美国人均每年

排放五吨二氧化碳，而中国人均每年只排放一吨。从工业革命开始———也即在过

去两个世纪中———美国和欧洲占到了世界累积排放量的５０％还多，而中国只占

８％不到。世界最不发达的５０个国家加起来也只不过占到了全球过去２００年累

积排放量的不到０．５％（Ｍ２Ｐｒｅｓｓｗｉｒｅ２００７）。

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变暖问题同经济现代化以及相

应的能源战略密切相关。此外，能源和环境的全球困境应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

互助开发清洁能源来解决。在这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极其不满，因为

后者无视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而存在的制约因素。例如，富裕国家不重视技

术转让，坚持为这些技术的知识产权开出高价。通过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ｓ），工业

化国家可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项目，换取碳汇，实现履行京都议定书规

定的部分减排义务。然而，发达国家也可以采用一个更为积极的计划，向发展中

世界转让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中国已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要求发达国家

提供非商业技术援助，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

如果能把气候谈判的重点从减缓气候变化转移到适应气候变化，那么富国和



béc!"#ê®ë]NO=RSTU¼. １１９　　

穷国都可以避免做它们最不想做的事：要求既得利益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

国抵制全球碳税的提议（但该提议得到欧盟的支持）。碳税是一种减缓措施，税收

可以用来向技术转让提供融资。较高的贸易依赖性可以分担中国能源密集型行

业及其碳排放的相关负担。２００５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达１８．６７万亿元人民币，货

物和服务出口额约为６．８５８万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６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为２１．４３８

万亿元人民币，货物和服务出口额达８．３９６万亿元人民币（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２００７）。中国反对欧盟提出的全球碳税，因为它认为该税种会阻碍中国的经

济发展。

（?）,-7ïðÆÇñò
全球的低碳未来和低碳技术的兴起将振兴世界能源行业，建立设备制造业的

战略地位。中国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在此过程

中，中国已经改善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

为企业的低碳发展创造了强大的制度、政策和市场环境。在工业基础设施和能力

方面，中国进行了产业升级，淘汰了落后产能，重视能效，积极投资绿色能源。更

重要的是，中国采用了一系列工具来建设市场机制和产业体系，例如鼓励技术创

新、完善法律、改变消费习惯、建立碳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也相应调整了贸

易政策，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扩大制造产品的进口。

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长期战略。在这一方面，中国的科技界提供

了一些有用的工具。中国正在积极发展节能和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技术、“清洁煤”。中国正在探索和利用的其他技术包括：先进核能、碳捕获和储

存、生物固碳和碳固存。能源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将近１００００亿美元的成本节约。

中国还强调对公众进行低碳教育。经验表明，有效的社会参与是低碳经济转型的

基础。

�$ t§

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拉丁美洲关系和中国—欧盟关系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但迄今为止欧盟较强的影响力和拉美相对较弱的经济表现主要是由于来自欧盟

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造成的。虽然拉美各国对导致目前气候变化的责任较小，

但它们像中国一样，决心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入到全球努力当中去。墨西哥已经制

定了一个整体计划，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要通过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将本

国２０５０年的预计排放量减半。巴西承诺到２０１８年少砍伐７０％的森林：森林砍伐

是巴西最大的排放源。如将森林砍伐导致的排放计算在内，则巴西是世界碳排放

大国之一。因此，这一目标向为降低气候变化影响而减少碳排放的最佳轨迹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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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大步。欧盟—拉美关系比中国—拉美关系更为制度化，目前欧盟—拉美关系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欧盟把东欧和亚太国家放在其对外关系的首位，而不是拉美。

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参与度已经很高，但还需要继续努力。虽然拉美不是中国

的主要能源进口市场，但它将在中国能源进口多样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能

源领域的投资也将缓解该地区的融资困难，而且中国同拉美进行的能源合作对双

方都有利。拉美国家的能源、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足以使该地区获得对外交往的独

立地位，克服目前的弱势及低能效。中国、拉丁美洲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大有前景。

这种合作既可以是三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如对多边机制的改革、新能源合作

等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意

义。首先，中国显然采用包括政策、法律和技术手段在内的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挑

战。美国等一些富国未能采取充分措施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它们回避国际义务，

仅着眼于国内渐进措施。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毅然前行。它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发展的权利和需要），又在全球环境问题（例如温室气体排放）中扮演日渐重要

的角色。这种双重地位使得中国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正

如胡锦涛主席在２００９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所言，中国要争取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有显著下降，为此采取的措施有争取到２０２０年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５％等（ＦｕＪｉｎｇ２００９）。中国已经做好了向

清洁能源发展之路跃进的准备。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要在发展中世界展示真

正的气候变化领导力，就必须协调好向低排放经济的转型。发达国家的金融和技

术援助将大大促进（和加快）这一转型。即使没有外援，中国政府的发展政策显然

也会把气候变化考虑在内。

全球面临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导致政治困局，这是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和谈判

的话题。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９年签署的哥本哈根协议将成为中国、拉丁美洲和欧盟

在可见的将来进行合作的基础。它们应当共同努力，走出哥本哈根僵局，形成低

碳经济和后２０１０气候变化体制的共识。这将要求各方做好协调工作，在维持经

济增长的同时平衡好发展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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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２００８），犉狌犾犾犜犲狓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狊犘狅犾犻犮犻犲狊，犃犮狋犻狅狀狊犳狅狉

犃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３０Ｏｃｔｏｂ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ｄ．）（２００３），犆犺犻狀犪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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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石油合作

孙洪波

3$ 9§

近年来，有关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能源合作已成为中拉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话

题。随着中国涉足拉美能源市场，有学者担心中国会否对西半球现有能源秩序构成

挑战。主流观点可分为三种。一种观点从零和游戏逻辑和地缘政治学角度出发，主

张中国将威胁美国能源安全：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石油越多，美国能得到的石油

越少。另一些学者将中国比喻为到处掠夺石油等战略性自然资源的新殖民主义者。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拉美能源市场的参与度有限，而且多数能源资源富集国

把中国的参与视作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有助他们实现能源对外合作多元化。

对于中国参与西方能源市场这一问题，目前大多数文献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

客观、全面分析，其余则满足于从政治角度作解释。某些学者采现实主义分析法，

只考虑美国石油利益。事实上，中国主张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在拉丁美

洲发挥建设性作用，实现双赢。为获得更深入认识，我们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一，应如何描述中国在拉美能源市场的作用和战略？二，双方应利用哪方面潜力

加强合作？三，双方将面临哪些挑战？

H$ "(NO12��

过去十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增长迅猛。１９９３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由

于经济高速发展，２００４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

国。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从７７７４万吨上涨至１８３５１万吨

（ＣＮＰＣ２００８）。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２００８年年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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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同比从３１．２％激增至４９．６％。预期至２０３０年，中国的石

油需求量将相当可观，因为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经

济很可能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为保障石油供应，中国已实施进口多元化战

略。目前，中东、非洲及前苏联国家是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ＢＰ２００８）。然而，

中国石油进口对上述地区的集中依赖无疑存在风险。

拉丁美洲在中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１９９３年中石油赢

得秘鲁石油勘探项目的投标，标志着拉丁美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首个

地区。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７年期间，中国与拉丁美洲在能源领域实施的合作项目超过

２０个，涉及石油勘探、开发、提炼、技术服务和管道建造。前述项目主要位于秘鲁、

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换言之，安第斯国家是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

尽管已与拉美政府签订多个石油协议，但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原油约只占

进口总量的７％。因此，拉丁美洲国家远未能称得上是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但

可被视为替代供应国，有助中国保障石油供应。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安哥

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三大对华石油出口国，全年共供应原油８７５８万吨。

表１　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７年中拉能源合作项目

勘探区块 生产权益 服务合同 合　计

秘　鲁 ３ ３ ６

委内瑞拉 ２ ２ ５ ９

厄瓜多尔 １ ６ ３ １０

哥伦比亚 Ｎ／Ａ １ １ ２

巴　西 Ｎ／Ａ Ｎ／Ａ ２ ２

墨西哥 Ｎ／Ａ Ｎ／Ａ １ 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石油、中石化及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图１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资料来源：中石油年报：２００８年世界油气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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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７年中国石油进口情况（按原产国划分）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２００８年。

图３　中国从拉美进口石油情况（万吨）

资料来源：中石油２００８年年报。

在可预见的未来，拉丁美洲将成为中国实施石油进口多元化的战略替代之

选，有助降低中国对中东及非洲能源的过度依赖。中国的能源战略概言之，中国

与拉美石油合作的目标有三个，即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和石油进口。

D$ 12òXóq

鉴于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和外汇储备，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竭力争取中

国对其石油领域进行投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对该地区的影响尚未消除之际，拉

美各国急需外资。因此，中国与拉丁美洲在石油工业领域存在新的合作机遇。

一方面，随着经济强劲增长，中国中长期石油需求将维持高位。据国际能源

署（ＩＥＡ，２００７年）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高达８０％的原油和５０％的天然气将依靠

进口。同时，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助提升国有石油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

面，保持石油工业开放仍是拉丁美洲对外政策的主流。尽管左翼政府在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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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０７年加强了对石油资源及相关领域的管制，但并非真正有意驱赶外资石油

企业，而只是希望在不断上扬的油价中提高政府收益。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

左翼领导人在政治上是倾向于推动中拉石油合作的，因为他们将石油视为一种外

交手段。基于上述形势的可喜变化，中拉石油合作的潜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拉丁美洲国家是中国石油进口多元化的战略替代供应国。近年来，巴

西与委内瑞拉发现了大片新油田。据《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２００８）》显示，

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探明石油储量分别高达８７０亿桶和１２６亿桶，占全球探明石油

储量的７％和２％。２００８年５月，委内瑞拉能源与石油部长兼国家石油公司总裁

拉斐尔·拉米雷斯（ＲａｆａｅｌＲａｍｉｒｅｚ）宣布委内瑞拉当时的石油储量为１３００亿桶。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８年４月，巴西先后发现两大油田，据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估

计储量合计超过３００亿桶。因此，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可被视为中国潜在的合作

伙伴。

其次，中国石油企业可进行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

墨西哥、厄瓜多尔与秘鲁因投资不足和设备技术现代化进程缓慢，导致探明储量

减少，生产及提炼能力下降。例如，２００７年石油生产方面，仅巴西和哥伦比亚两国

略微增长，而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同比分别下降５．５％、７．２％和４．５％。

特别是受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拖累，拉丁美洲经济增长步伐减慢。前述国家因

而希望吸引海外投资。长远看来随着经济复苏，拉丁美洲无疑亟须加强油气的勘

探、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

再次，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希望能够通过提高石油产量来刺激国

内石油以合理价格出口，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极度依赖油气出口。例如，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２００７年巴西实施加速经济增长计划，该计划共包含１８３个能源

项目，重点突出油气勘探和开发。在可预见的未来，拉丁美洲将继续吸收外国直

接投资，用于提高油气勘探、生产和提炼能力。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油气领域存

在诸多合作机会。

同时，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为推动经济复苏制定了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

括油气基础设施项目。２００８年年末，墨西哥卡尔德龙政府推出一项５００亿美元的

投资方案，包括能源改革（Ｖｉｌｌａｒｒｅ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０９年１月，哥伦比亚推出２４５亿美

元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期望促进民间资本与外国资本参与能源领域。同时，巴

西也继续推进其加速经济增长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ｄｅＡｃｅｌｅｒａｏｄｏＣｒｅｓｃｉｍｅｎｔｏ，

ＰＡＣ），改善能源基础设施。

最后，保持石油领域开放仍是拉丁美洲对外政策的主流。这一政策取向不但

打消中国石油企业对拉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而且为中国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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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期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调整了油气政策，

增持国有石油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事实上，前述三国的措施只限于加强对

国家石油资源的合理控制。然而，某些媒体与学术界人士进行了错误解读，认为

这些政策调整是左翼政府已采取油气国有化激进行动的警告信号。其实，只要细

心分析这些政策，便知前述三国并未放弃能源领域的开放政策。

至于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能源合作政策则一直保持稳定。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相继对外开放能源领域，但程度非常有限，以

致民营及外资石油公司难以进入石油行业。尽管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期间巴西共

组织了超过八次油田国际招标，但直至２００４年后，外资石油公司才有机会进入巴

西。随着安全局势好转，哥伦比亚逐渐成为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例如，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哥伦比亚国有石油公司与外国签订了１５份石油合作协议。尽

管１９９５年墨西哥已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下游领域，但直至２００３年，墨西哥石油公

司（ＰｅｔｒóｌｅｏｓＭｅｘｉｃａｎｏｓ，ＰＥＭＥＸ）才组织了首次国际招标。

受金融危机影响，油价低迷令一些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吃尽苦头。这些国家

可能因此重新调整能源合作政策，进一步开放其石油领域。例如，因油价急剧下

滑，委内瑞拉自２００８年末以来财政状况一直紧张。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墨西哥国会通

过了一项由总统卡尔德龙提出的能源改革一揽子计划。该改革一揽子计划赋予

墨西哥石油公司更多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权利，进一步对外开放石油领域，从而吸

引更多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及先进技术。但该计划遭到反对党的强烈反对。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墨西哥石油公司进行勘探项目公开招标，这也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一次国际招标。自巴西发现两个大型海上油田后，卢拉政府积极与中国磋商加

强勘探合作事宜。２００９年２月，中国与巴西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１００亿美元石

油进口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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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中国与拉丁美洲石油合作前景光明。然而，尚有一些潜在壁

垒和挑战不容忽视，它们或将导致双边合作过程中产生摩擦。例如，石油运输和

冶炼问题一直困扰中国石油企业。来自拉美的原油重质高硫，其加工需要不同的

炼油技术和设备。深化中拉双边合作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政局不稳不容忽视。中短期而言，拉丁美洲不大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但应

注意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或将影响中国在安第斯地区的石油投资。２００９年

３月，哥伦比亚军队为追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越过厄瓜多尔边界，结果在厄

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之间掀起一场外交风波。因而中国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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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投资安全性时，应仔细审查政治稳定性。

二，政策变动仍然存在。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能源政策经历

了两次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９０年代中后期，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纷纷将能源

部门私有化并对外开放。第二次调整发生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旨在加强政府对

能源资源的控制。按政策调整类型可分为两组国家：一组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

亚和厄瓜多尔，均实行激进政策，提高政府从油价快速上涨中获得的利润分成或

增持国有石油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另一组包括墨西哥、巴西、秘鲁和哥伦比

亚四国，均实行有限开放政策，但政策连续性好。２００８年７月以来，国际油价剧烈

波动。毫无疑问，拉美各主要产油国或将再次调整政策以吸引外资。然而，拉丁

美洲政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成为未来石油合作的一项风险因素。

三，社会风险难以控制。社会风险在此指可能干扰石油正常生产而公司又无

法控制的事件。近年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石油作业偶尔因当地社会活动团体争

取提高福利待遇而受到干扰。２００７年７月，中国在厄瓜多尔境内亚马逊盆地的石

油项目遭当地群众部分毁坏，导致严重经济损失。其他外资石油公司也曾有过类

似经历。此外在拉丁美洲，恐怖袭击仍然时有发生。

四，环境要求大大提高。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期间，厄瓜多尔２０％的森林因

石油勘探和生产而遭到破坏（ＯＰＥＣ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为促进环境保护，一些国家

在石油合同谈判中要求外资公司接受严格的环保条款。受影响地区的群众有

时甚至用武力抗议的方式表达环保诉求。例如，秘鲁群众曾以弓箭和步枪武装

阻挠阿根廷原油生产商Ｐｌｕｓｐｅｔｒｏｌ公司的石油生产，迫使该公司关停其位于秘

鲁北部丛林、日产５００００桶的石油作业。该公司最终承诺协助政府和当地社会

净化河流，发展渔业养殖等项目。在中拉石油合作计划中，双方均高度重视环

境保护。因此，中国石油企业无疑需要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满足监管

要求。

五，美国角色不可小觑。美国在西半球享有巨大的经济及地缘政治影响力，

而且是拉丁美洲石油出口的主要市场。据《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２００８）》

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美国从拉美进口石油２．０４亿吨，占拉美原油出口量的７４．４３％。

随着中拉石油合作的长足发展，美国学者提出，中国对拉美市场的渗透可能威胁

美国能源安全。这种观点基于零和游戏逻辑：换言之，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石

油越多，美国能得到的石油越少。

此外，不得不考虑欧美石油公司主导拉美石油市场的事实。俄罗斯、印度和

伊朗直至近几年才进入拉美石油领域。中国只是拉美国家实现对外合作多元化

的战略伙伴之一。中国在拉美石油市场将面临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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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至今并非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方，但长远来说可成为中国实现石油

供给多元化的战略选择。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进入拉美市场可部分归因于全球化

时代国有石油企业自身业务发展的战略需要。受累于金融危机，国际油价升幅趋

缓，拉美各主要产油国或将调整政策以吸引外资。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

国家希望增加石油勘探、生产、提炼及运输方面的投资，这为中国扩大合作提供了

新机会。然而，政局不稳、政策变动及社会风险不容忽视。其他问题如环境保护

及劳工权益，将导致额外投资。竞争日益激烈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对前述挑

战，中国石油企业必须继续深化与东道国国有石油企业合作，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增加当地就业，为当地社会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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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气候变化政策与能源安全的关系———欧洲及其他地区

阿诺·贝伦斯

3$ ¡:

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是欧洲及其他地区能源政策的中心问题。全球大约

６０％的温室气体由化石燃料排放。与能源相关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的８０％左右。气候变化政策要达到严格的减排目标，全球能源体系必须进行深

刻变革。气候变化对能源决策的影响日渐增加。人类逐渐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

全球变暖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相互影响。欧洲和国际决策者在应对以上挑战方面

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制定政策，以最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保证

供应充足、稳定、价格合理的能源。

在气候变化方面，欧盟严格控制全球变暖，承诺全球气温最多比工业化前水

平高２℃。参照１９９０年的温度水平，这意味着到２０５０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应

至少减少５０％，工业化国家减排８０％至９５％。欧盟各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必须

承担减排的历史责任，起到表率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

体，导致气候变化。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欧盟于２００８年年末制定了能源与

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单方面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是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

排放量比１９９０年降低２０％。避免极端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事实上，欧盟２００４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总量的１１％左右，鉴于该比

例持续下降，欧盟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欧盟致力于在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２０年将ＣＯ２排放量减少２０％。到那时欧盟ＣＯ２减排量将仅为中国

２０２０年排放量的４０％。到２０３０年，即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都将温

室气体排放量降至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设），其他国家的排放量也会导致温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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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２℃以上（ＩＥＡ２００９）。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争取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此外，全球能源体系在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必须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在欧

洲，能源供应安全是指供应充足、稳定、价格合理的电能、热能和交通能源。欧洲

在评估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时还会考虑环境因素。但是就如何供应充足、稳定、价

格合理的能源存在不同意见。有些意见从经济角度出发过分强调市场规则及其

对供需的平衡能力，完全忽略了能源安全的概念。按照这种意见，全球与欧盟面

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严重，无须巩固国际合作框架，更不需要政府或军方干预。

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能源国有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能源

大国能源管理的政治化促使能源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认为，随着全球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能源消费国面临的挑战接踵而至，仅靠市场无法解决这些问

题。因此，解决能源安全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政府干预和军队控制。以上两种观

点都符合实际情况，但都未充分说明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事实上，经济和所谓的

政治原因是能源安全问题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两个要素相互补充，要全面理

解能源问题，保障欧洲安全的能源供应，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众所公认，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气候变化政策有利于解决能

源安全供应问题。但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能源安全风险与依赖进口存在很大关

系。诚然，欧盟能源进口依赖度正在上升，２０３０年可达到７０％，但在设计未来能

源体系时必须考虑众多其他供应风险。并非所有风险都来自外部。实际上，最近

多数能源供应问题都是由国内原因所导致，例如罢工、恶劣天气对能源体系的破

坏、缺少资本投资以及国内能源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评估低碳能源时必须充

分考虑复杂的供应风险。

H$ áøùNO

２００５年，可再生能源占欧盟能源消耗总量的８．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８）。欧盟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就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签订了协议，通过了

《可再生能源指令》，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设定了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占

欧盟能源消耗总量的２０％。欧盟通过了这项强制性目标，坚信可再生能源能够减

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此，欧盟决心加强能源安全供应策略，提高本

地区能源技术行业的竞争力，减少长期以来化石燃料的价格起伏不定，欧盟只能

随行就市的局面”（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另外，可再生能源“有助于促进

工业化国家农村和偏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能源需求”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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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安全、环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空气污染）以及稳定发展中国家经

济方面，可再生能源可发挥关键作用。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拥

有巨大潜力。２００６年，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主要是生物质和小型水力

发电机组）已占世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４３％（ＲＥＮ２１２００８）。例如，中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全球装机容量居世界首位，总装机容量高达５２吉瓦左右，占全球２５％，

是德国或美国的近两倍。中国２００６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投资仅次于

德国。

在电力生产、供暖、制冷和交通领域，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可大

幅减少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太阳能光伏发电、水力发电、生物能源和风能发电

都不会直接产生碳排放，其生命周期内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远远少于煤和天然气

的排放量，可与其他多种可再生能源（如地热和潮汐）混合发电，达到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欧盟可从本地区获得大量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和聚光式太阳能除外），

从而减小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但是，该措施是否有利于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

题取决于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是否威胁电力供应的充足性、稳定性和经济性。虽然

全球煤炭和石油市场相对开放，运转良好，但价格波动较大，这对能源供应安全的

威胁远远大于对进口的依赖带来的风险。天然气的价格主要受石油价格的影响

和制约，因此难以平衡供需。另外，欧盟天然气管道设施只铺设到本地区几家供

应商，因此面临天然气短缺的困境。如能在减少天然气进口量的同时增加可再生

能源供应量，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将会得到缓解。用可再生能源代替煤炭发电可更

加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尚未成熟（参见后面的内

容），无法满足电力的峰荷需量，但能够承担基本的电力负荷。据此，国际能源机

构认为可再生能源可按比例取代煤炭、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政策下的核能。

能源安全存在的更大风险是可再生能源供应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供应的

间歇性指不合理的、无法控制的产量变化（Ｓｉｎｄｅｎ２００５）。同时，可再生能源的输

送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很难根据需求量迅速增加或减少产量（ＫｕｎｔｚａｎｄＤａｗｅ

２００５）。当然，并非所有可再生能源都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大型水电站、生物能、地

热能、聚光太阳能“比传统的植物化石能源产能更加稳定”（ＩＥＡ２００７）。另一方

面，生物质能可储存并随时调用，因此基本能够做到持续供电。太阳能光伏应用、

风能、小型水电厂以及未来的潮汐能源供电相对不稳定（ＩＥＡ２００７）。当前，欧盟

电力系统较为稳定，因为具有间歇性特征的可再生能源仅占电能的很小部分（但

各成员国比例不同）。然而，尽管对于电网的间歇性供电问题的解决尚未得出一

致结论，但电网最终势必增加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供电量。具有间歇性特征的可

再生能源使用的最大限度或将取决于经济效益和成本因素，而非技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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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采取多种方法解决电力系统的间歇性问题，包括投资建设更加可靠的

基础设施，加强电网内部连接，混合使用不同生命周期的可再生能源。通常，可再

生能源短期内间歇频率越大，风险就越大，除非与不同生命周期的可再生能源结

合使用，或者有备用能源供应。在混合使用的能源组合中，具有间歇性特征的可

再生能源的稳定性越高，对备用能源的需求量就越小。例如，大型水力发电设施，

甚至氢能发电厂均可有效减少风能发电的不稳定性。然而，在电网中大量使用可

再生能源会导致电网产生不稳定性，因此需要投资建设备用供电与蓄电系统。同

样，需要制定合适的管理策略调节用电需求，例如通过价格激励和提高价格透明

度减少高峰期用电量。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６日，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ＩＲＥＮＡ）成立，该机构旨在降低可

再生能源带来的风险，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评价该机

构所起的作用为时尚早，但其在全球能源行业减少碳消耗量方面可传播能源知识

和技术，开展技术研究，提供政策咨询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同，国际可再生能

源机构的签约国不但包括工业化国家，还包括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

中国家，但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却尚未加入。若要在全球

范围内发挥作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还须争取这两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加入

（例如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南非、英国以及部分主要石油生产国）。国

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必须吸纳大多数成员国方能制定全球战略，集中解决全球可再

生能源问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推广可能会使某些发达国

家获益，带来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国家在相关领域（如风力涡轮机的设计和生产）

具有的领先技术优势将为其带来经济利益”（Ｓｉｏｓｈａｎｓｉ２００９）。一些新兴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已掌握清洁能源技术，能够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找到商

机，获取利益。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国（其中９８％用于

出口）。巴西是世界第二大乙醇生产国和第一大乙醇出口国。因此，将清洁能源

技术的转移仅仅作为南北贸易关系是种误解。假设市场机制可自行调节，新兴经

济体日益成熟的低碳生产技术将不断增加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流。

最后，应扩大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职权范围，使其成为覆盖所有低碳技术

的全球平台（核能方面因为有专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而排除在外）。如果国际可

再生能源机构能够同时关注能效问题和其他清洁能源（例如清洁煤），该机构将可

为全球能源体系减少碳消耗量做出更大贡献。

D$ úûR

天然气是煤炭和石油最重要的替代能源，单位天然气产生的ＣＯ２少于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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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石油，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小。因此，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大规模推向市场之前

可考虑暂时增加天然气供应量，以代替煤炭和石油，但是此举会增加对能源进口

的依赖程度。同时，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一些国家短期内可能会用煤炭和石油

代替天然气，结果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某些国家就采取了此类措施应对俄

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之争和２００９年１月俄罗斯减少天然气供应的局面。

天然气是欧盟第二大能源载体，占欧盟内陆能源消耗总量的２５％左右。同

时，欧盟消耗的天然气６０％来自进口，欧盟委员会预计到２０３０年，这一数字将上

升至８０％。欧盟天然气进口渠道非常有限，９０％集中来源于三个由政府严格控制

天然气市场的国家。因此对“天然气卡特尔”以及对将能源作为政治和经济武器

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接连不断，严重影响部

分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供应）。即使欧洲周边地区存在足够的天然气储备，在天

然气开采、生产和运输方面也存在资金短缺的风险（例如参见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７）。

目前的能源状况显示，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或节约能源均无法有效缓解对天

然气进口的依赖。这种情况不同于出口国家的多元化。如果非洲和中东的液化

天然气出口大幅度增加，那么欧洲在全球天然气市场中将会占据有利地位。液化

天然气的现货交易市场具有灵活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其发展有望缓解能源供应安

全的紧张局势。目前欧洲１０％的进口天然气是液化天然气。该比例到２０２０年可

能会翻一番。不过，液化天然气也存在一些问题，液化天然气技术非常敏感，面临

多重风险，出口国尚未在进口国内开展设施建设，导致许多再气化终端废弃。另

外，欧盟还面临美国等其他天然气进口国的激烈竞争（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７）。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面向欧洲的输送问题，规划在建的基础设施似乎无法满

足欧洲未来的输气需求。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天然气储备，对此必须鼓励外资投向

生产领域，密切关注天然气输送国的稳定情况。欧盟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现正处于

规划阶段，其中两个项目将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依赖（尽管减小了

天然气的输送风险），另外一个项目拓宽了天然气的进口渠道，主要包括里海和中

东地区（即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应当注意到，目前的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会

决定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因为欧洲无法摆脱碳密集型能源模式，从而无法达

到减排目标，最终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未来２０至５０年内（或更长），新建

的天然气管道将进一步增加欧洲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２０５０年在欧洲建立碳中和

能源体系的目标难以实现。

此外，碳价格将对未来天然气市场产生影响。迫于煤炭发电和核能发电的巨

大竞争压力，多数天然气公司在首次试水碳市场后纷纷降低天然气市场份额增长

的目标。然而，如果天然气无法主导发电领域，它将失去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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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甚至可能成为夕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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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其重要性仅次于石油。国际能源机构

（２００８）在《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３０年，全球煤炭消耗量将增长

６１％。未来十年，中国新增煤炭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整个欧洲现有规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欧电力生产逐渐用天然气取代煤炭，东欧完成了经济转

型，欧洲对煤炭的需求量明显减少，这一趋势将继续保持，预计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３０

年，煤炭需求量将下降２０％左右。同样，欧盟２７个成员国的煤炭产量将继续减

少，２００６年占煤炭消耗量的５９％，２０３０年将降至４８％。尽管欧盟拥有全球３．５％

的煤炭储量，但却愈加依赖进口。

煤炭比天然气拥有更广泛的进口渠道，例如大部分煤炭出口国都是稳定的民

主国家，与欧盟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与政治原则。另外，与石油输出国组织一家

独霸的石油市场不同，煤炭市场拥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是真正开放的全球性市场。

同时，全球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巨大，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足够再使用１３３年（ＢＰ

２００８）。最后，煤炭运输和储存比较安全。海运和铁路均可提供快捷的煤炭运输，

无须在基础设施、运输和安全领域进行长期巨额投资。综合以上因素，欧洲对煤

炭进口的依赖不会增加长期煤炭供应的风险（但短期内可能带来风险，因为煤炭

生产国会受天气和其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对煤炭的需求量也

在不断增加）。

依赖进口不是造成煤炭供应长期风险的主要因素，不过仍须考虑其他风险因

素。长期使用煤炭会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最大的环境威胁。煤电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超过其他所有能源。欧盟２７个成员国消耗的电能中，煤炭占２８％，仅

次于核能（３０％），而其他部分国家的煤炭消耗比例甚至更大，如波兰（９１％）、爱沙

尼亚（９１％）、捷克（５９％）、希腊（５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８）。欧洲已在能

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设定了宏远目标，有鉴于此，必须加快发展清洁煤炭技术才能

使煤炭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也是如此，因为中国大约７０％

的能源来自煤炭。

如本章引言所述，为了达到２０５０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降至１９９０年５０％的目

标，工业化国家必须减排８０％—９５％。目前，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均以碳密集的化石

燃料为主，此类燃料２００５年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７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２００８），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未来可能还会增加煤炭使用量，这使欧盟的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更加遥不可及。针对煤电和其他化石能源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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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以及该行业本身的碳排放问题，欧盟必须大力发展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ＣＣＳ）。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可捕获ＣＯ２排放量的８５％左

右。然而，该技术会导致发电厂的热效率下降８％—１２％（ＩＥＡ２００８），因此需要消

耗更多煤炭。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示范阶段是否成功，公众是

否接受，欧盟能否快速通过立法提供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否建立欧盟排放交易体

系及碳价格机制等。通过研发改良现有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使之应用于大型发电

厂，开展短期和中期示范项目，可有效增强企业责任感，节省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成

本。欧盟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决定为这些商业示范项目筹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将从２０１３年起提供３亿欧元碳补贴，以每吨ＣＯ２３０欧元计算，折合９０亿欧元。

欧盟将这笔款项用于商业示范项目。欧盟还须加强国内研究，参与国际合作，例

如与中国开展合作。毕竟，碳捕获与封存不仅为欧盟提供煤炭优势和经济利益，

也为中国创造了清洁电能及出口相关技术的机会。

�$ $N

核能是欧盟目前最重要的低碳电力能源，２００７年占欧盟能源供应总量的

１４％，发电量占欧盟总发电量的３１％。欧盟拥有１４５座核电站，分布在１５个成员

国（大部分建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另有四座核电站正在建设中。欧盟成员国

的核能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即使部分成员国规划了多座新核电站，仍难以达到“核

能复兴”的目标。如果陆续淘汰德国正在运行的１７座核电站，即使欧洲目前规划

的核电站全部建成，也难以替换老化的核电设施，更无法增加发电量，更不能淘汰

德国正在运行的１７座核电站。

一些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核能可加强欧洲能源供应安全，有助于达到欧盟

气候变化目标。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由于核能燃料及其生产与

维护成本不断下降，大部分核电站已完成投资（Ｗｏｒｌ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其核电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应该注意到新的核电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受

目前的金融危机影响，即使短期资金也很难供应。另外，石油价格下跌降低了核

电项目的竞争力（至少短期内如此）。其次，核电在国内生产可规避依赖进口的风

险。中东欧国家大力支持核电不足为奇，这些国家高度依赖进口自俄罗斯的天然

气。欧盟需要从国外进口几乎所有的铀，其中４５％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

不会产生对依赖进口的担忧。第三个原因是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核能是最低碳

的能源之一。支持核能者常常用这种观点来说明在目前的能耗水平下，核能有助

于达到气候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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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盟多个国家宣布要开发新的核能项目，仍有一些人士对核能在欧洲的

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替换老化的核设施并建设新的

核电站，欧洲的核电产能不但无法增加，反而会萎缩。国际能源机构预计，到２０２０

年，核能发电比例将由３１％下降到２１％（ＩＥＡ２００８）。核电产业停滞与衰退的主

要原因是成本问题，例如缺乏启动资金、设备拆除和废料处理等。其他重要原因

包括安全问题（欧盟缺乏一致的安全标准）、公众意见和看法、垃圾与扩散问题

（ＭＩＴ２００３）。另外，核电行业面临关键设备和人员的老化问题，普遍缺乏合格劳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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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已成为欧盟委员会能源政策的基石。欧盟为本地区确立了非约束

性目标，即通过提高能效到２０２０年节省２０％的能耗，此举每年可节省１０００亿欧

元资金和大约８亿吨碳排放（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８）。根据欧盟《能源效率

行动计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６），成本最低、节能潜力最大的是家用行业

和第三产业，可分别节能２７％和３０％。制造业预计可节能２５％左右，运输

业２６％。

从全球范围来看，提高能效可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量，节约能源生产成本。麦肯锡最近一项研究（２００９）表明，提高能效可创造商

业利益，６５％的盈利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潜力最大（全球２２％的盈利机会），

接下来是中东（１０％）、东欧（１０％）、拉丁美洲（８％）及印度（７％）。东南亚和非洲

的全球最贫穷国家通过提高能效盈利的机会最少，分别只有５％和４％。

降低能源需求可提高能效，提高整个能源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换言

之，如果灵活解决能源供应的间断性问题是满足能源总体需求的一部分，那么只

要减少整体能源需求就可使能源供应更加安全（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ａｎｄＬｅｇｇｅ２００１）。

但是，欧洲等地区对于提高能效能否缓解进口依赖尚存在一定疑问。根据国

际能源机构（２００８）的报告，欧洲能效持续提高：１９７０年节省的能源消耗量为１２亿

吨油当量，１９９０年为２０亿吨油当量，２００５年为２８亿吨油当量。但是，与之相比，

欧洲总体初级能源进口量却不断增加：欧洲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从１９９０年的

４２％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２％（ＩＥＡ２００８）。假设欧盟所有节能计划都能够付诸实

施，欧盟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仍会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７．２％ 上升到２０３０年的６５．５％。

由于能源需求量下降速度快于内部能源生产速度，欧盟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０年对能源

进口的依赖程度将低于２０００年水平。从长期来看（到２０３０年），由于对核电与本

地固体燃料发电需求的减少，欧洲能源开采量也会随之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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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了初级能源的消耗量。因此，尽管能效有所提高，到２０３０年对能源进口的

依赖程度仍将略高于基础值（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６）。

以下几个原因也可解释为何能效的提高无法改善能源进口和能源安全问题。

第一是欧洲本土资源特别是石油与天然气的消耗。第二是所谓的“能效回弹效

应”。提高能效可降低能源服务（例如供暖和交通）成本，使能源得到更加充分

的利用。但是这可能会增加整体能耗（尽管能源需求最初可能会减少）。能效

回弹难以衡量，对各行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能效回弹效应产生的

影响已超出预估。在工业化国家，每次能效提高都会产生至少１０％的回弹（最

高达５０％）。这意味着能耗的实际减少量少于预期的能源节约量（ＵＫ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７）。

能效措施是国际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预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对能源

需求的强劲增长将抵消欧盟能效提高对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减少ＣＯ２排放量的

积极作用（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ａｎｄＬｅｇｇｅ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３０年，欧盟对初级能源的需

求预计将增长４．５％，而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增长

１００％（ＩＥＡ２００８）。这意味着如果欧盟节省２０％的能耗，中国一个国家对能源需

求的增长就会大于这个数字。换言之，中国会使欧盟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

的努力毫无意义。如果加上印度等其他新兴国家或转型国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

结果或许更加糟糕。因此，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在提高能效或节能方面采取的

措施更加有益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减排。因此，欧盟主张与第三方国家开

展合作，目的是建立多边伙伴关系，提高能效，首要合作目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成员国，未来或将与更多国家开展合作。合作协议可涉及多个领域，例如监管

合作、节能策略信息交换、评估方法、有关能效技术的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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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要达到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１９９０年减少２０％的目标，就必须发挥

电力的重要作用。欧洲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三分之一来自电力部门，

减排空间很大。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策略包括提高用电效率，提高能量转换

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以及碳捕获与封存等新技术。

除了缓解气候变化以外，电力部门还须应对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用电安全与电

力供应中断的问题（关于欧洲电力部门适应性对策的详细分析，请见Ｅｓｋｅｌａｎｄ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全球变暖严重影响了欧盟稳定持久供电的能力。南部国家的供暖

需求将减少，但是制冷需求会明显增加。这些国家可能还会蒙受水电领域的损

失，同时面临热电厂的制冷问题。北部国家同样会降低供暖需求，水力发电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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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同时，他们必须应对恶劣天气与强降雨的自然条件，无论南部还是北部，电

力供应都会受到暴风雨、洪水和热浪的严重影响。为了避免电力用户蒙受损失，

需要采用分散式独立发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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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认为，包含宏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能源供应安全大有

裨益。可再生能源、能效、清洁的煤炭、核能及创新驱动力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然

而，多数能源供应安全的利益短期内无法体现。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会带来不同

程度的能源安全问题。虽然提高能效可缓解中短期内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但效果

并不明显，因为目前欧盟的能源体系不存在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核能本身存在

安全隐患。由于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尚未用于大型商业示范项目，清洁的煤炭目前

只是设想。

众所公认，气候变化政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能源供应安全，但反之未

必亦然。特别是天然气管道设施导致了一系列政治较量。现有管道基础设施及

液化天然气设备如果得到合理维护，可保证未来２０至５０年的天然气供应。换言

之，如果没有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天然气供应多元化将导致能源消费国无法达到

温室气体减排要求，最终蒙受恶劣气候造成的损失。但是，与煤炭相比，天然气是

实现减排的最直接有效的替代能源。其他以导致气候变化为代价的能源安全技

术，如含油沙、油页岩、煤炭或煤炭液化等，未来必须淘汰。

国际合作在建立清洁、安全的全球能源体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一些新兴经

济体不但是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生产国。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已

经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必须争取所有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的参

与。另外，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还须扩大职权范围，大力发展包括提高能效在内

的其他清洁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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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欧盟、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中的能源安全和气候

变化问题：主要挑战与国际合作领域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西瓦·帕雷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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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能源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筹码。更进一步来

说，全球变暖对地球的未来构成了重大威胁；它同工业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及

能源消费直接相关。在过去，只有环保主义者或其他专家才会讨论气候变化；如

今，它日渐成为事关人类生存的政治议题。在环保和能源问题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国家（ＬＡＣ）已经突破了它们同发达世界传统上的短缺和依赖关系。现在，

在这两个话题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有很大的话语权。

本章将首先概括介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环境和能源资源，帮助读者熟悉该

地区的形势；接着讨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内部的对话和合作，以及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同欧盟和中国的对话和合作。最后，本章将探讨在全球多边主义框架下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关心什么、全球法规机制又有哪些相应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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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能源安全领域有一些共同目标和挑战，如发电形式多样

化、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国家独立的重要因素、采用可持续能源战略等等。所有这

些都会增强该地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环境和能源资源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它是地球上生

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动植物种类占到了世界总量的４０％，淡水资源丰沛，

土地广袤肥沃，化石燃料储藏丰富。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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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地热、水力、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该地区有大片土地休耕，每公顷产出低，

有利于生物质能（甘蔗、大豆、棕榈树）的单一种植，还可以进行第二代生物燃料的

初步开发（未来十年左右还不能商业化）。

（!）óôõÝä|\óôõÝä7ö÷
在建设全球生物燃料市场这一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参与

方式各个不同，而巴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不过，人们并不认为生物燃料

能解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能源需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生物燃料的宣传热

情不如欧盟。它们被认为同其他燃料，如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甚

至有争议的核能等形成互补关系。此外，生物燃料的生产本身就有争议，因为它威

胁到食品安全，可能导致弱势人群的饥饿问题。

至于不可再生能源，有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建立在天然气和石油生产的基础

上，特别是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不过，据估计，石油产量将在２０１０年触顶，然后

开始下滑（Ｓｏｈｒ２００９：２２—２３）。但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高过沙特阿拉伯，其天然

气储量位居南美第一。由于效率低下，缺乏外部投资，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的石油产量早已下滑。２００７年，玻利维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４１％，厄瓜多尔的

外国直接投资减少３４％（ＷＷＣ／ＦＬＡＣＳＯ２００８：２—３）。这说明大多数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还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储量未明的海上轻质油田，特别是巴西海域（卡里奥卡和图

皮）的轻质油田，或许足以抵消这些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拉美国家还有许多地表油

田没开采。就算开采完了，还可以转产Ｉ　Ｉ型石油，也就是要有较大投资才具备近期

开采可能性的石油。显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石油问题”远远没有结束。

此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甚至在美洲国家组织（ＯＡＳ）框架内———将核能

视为一个可行的能源选项，因为该地区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根据美洲

开发银行（ＩＡＤＢ）的估算，到２０３０年，该地区的能源需求将增加７５％（Ｃｒｕｚ２００８：

２０）。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因而相比化石燃料，核能成本低、污

染少。但这一点仍存在争议。

（+）%&'(7ø²
就能源来说，拉丁美洲是西半球唯一能源自给的地区。从该意义上看，拉美

是唯一的“主权地区”，因为它不依赖外部供应。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拉美既有大

量的化石燃料储藏，又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拉美的农业生产在种植种类和每公

顷产量方面均有很大潜力可挖。此外，截至２０５０年，拉美的生物质能潜力可占全

球能源的１７％—２６％，高于世界其他地区（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７：１２）。拉美国家的一个

主要优势就是拥有大量适耕土地，同时水资源丰沛，气温高，坐落于潮湿的热带地

区，这些都是生物燃料生产的关键原料（如甘蔗和棕榈树）高产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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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ù²
丰富的自然资源一方面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它的

“阿基里斯之踵”，因为这些自然资源极易受全球变暖造成的生态系统改变的影

响。事实上，拉美是世界上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目前就饱受沙漠化、

旱灾、水灾、冰雪融化、淡水供应量减少、热带病蔓延等问题之苦。更糟糕的是，拉

美和加勒比经济大都依赖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及消费。

虽说ＬＡＣ地区能源自给，但该地区大约１２％的人口还没用上电，３３％的人口

还没喝上符合饮用标准的水（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５８）。还有，该地区的能效低

下———欧盟用于生产的能源仅为其一半，而且各国无法设立共同目标、形成共同

长期政策、打造协调有序的能源市场。各国利用能源资源为自己争取好处，却忽

视环境的恶化。更令人不安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各国人民的绿色环保意识不够。

（?）Ýä7z�W�úû
正如前文所言，能源是促进拉美“独立”的因素之一，因为拉美不需要外部资

源。与此同时，能源也是促进政治结构重组的因素之一。拉美和加勒比各国可根

据能源实力划分成“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玻利

维亚和厄瓜多尔是能源生产国，智利是净消费国。许多其他国家则试图在这两个

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此外，一种新型的“能源民族主义”正在石油生产国兴

起，这些国家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建立一种新的地区力量平衡。

D$ {|K()FG¢34x5CD~67

（!）%'7üýw
要理解拉丁美洲，可以先把它看成一个由不同的碎片拼成的拼图，有的碎片

之间相互格格不入。不能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想成铁板一块，而且还必须考虑

它与地区外的对话。事实上，拉美是一个由不同次地区组成的地区。

从地理上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由四个次地区及两个未能列入上述四个次地

区的国家组成。它们从北到南分别是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

中美洲国家组成了中美洲一体化体系（ＳＩＣＡ），加勒比海国家组成了加勒比共同

体（ＣＡＲＩＣＯＭ）。南美洲则有安第斯共同体（ＣＡＮ）和沿大西洋国家组成的南方

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这两个南美洲体系目前又创立了一个新机制，叫做南美

国家联盟（ＵＮＡＳＵＲ）。智利孤零零地呆在地图的最下端。

上述次地区各有特点，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分析和响应也各个不同。每一个次

地区都有自己的环境机制及各种次地区或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先考虑事项和战略。

这就说明，在拉美和加勒比各子体系中，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关注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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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 主要特点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由七个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一个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组成，

石油和天然气依赖程度高。半数国家加入了委内瑞拉发起的“加勒比石油计划”。

●犛犐犆犃的特别地区机制

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ＣＣＡＤ）成立于１９８９年。它把各国的环境部都

组织到一起，形成了多个机构，如ＰＲＥＶＤＡ（自然灾害预防）和ＰＲＥＳＡＮＣＡ

（食品安全）。

● 主要目标

ＣＣＡＤ的宗旨是“为中美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加强环境管理的合作

和一体化制度”。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制定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中美洲地区环境计划》，

其中有两大主要任务：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在该框架下，ＣＣＡＤ于２００７年设计了截至２０２０年的《可持续能源战略》，

意在降低对原油炼化产品的需求、降低能源依赖性、增加可再生资源、提高能

效、将新技术和污染较少的能源资源结合起来明智地利用能源、扩大低收入和

偏远人群的能源服务覆盖、减轻能源使用和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发展同环境及

人居相宜的能源项目。此战略在随后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地区峰会上有所跟进。

资料来源：ｗｗｗ．ｓｉｃａ．ｉｎｔ／ｃｃａｄ．

安第斯共同体

● 主要特点

安第斯共同体（ＣＡＮ）由四个安第斯国家组成（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

玻利维亚）。它们都能够实现能源自给，并且是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国，２８％的能

源为清洁能源（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５：５）。加上委内瑞拉，它们为全球生态多样性做出

了高达２５％的贡献。但是，它们极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该地区的气温上升幅

度比全球平均值高７０％，对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例如，在过去３５年间，秘

鲁的冰川减少了２２％，影响水供应）（ＳＧＣＡＮ２００８：９，１４，１７）。

●犆犃犖的特别地区机制

安第斯一体化体系的官方协调机制有：安第斯能源联盟，安第斯环境议程。

● 主要目标

在能源领域，ＣＡＮ关注成员国间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的互联互通、建立能源

聚集带、发展可再生能源。上述各项均同一体化社会发展计划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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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领域，安第斯议程（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包括四项内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水资源管理和自然灾害预防。各成员国的相关当局还在清洁发展机制（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框架下进行区域协调，以缓解温室气体造成的影响。

资料来源：ｗｗｗ．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ａｎｄｉｎａ．ｏｒｇ．

南方共同市场

● 主要特点

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由南美洲东部五国组成，包括石油生产大国

（委内瑞拉）、生物燃料生产大国（巴西）、世界最大农业国之一（阿根廷）和两个

依赖他国能源的小国（乌拉圭和巴拉圭）。该地区具有丰富的适耕地和地下水

资源（１１９００００ｋｍ２）。

● 犕犈犚犆犗犛犝犚的特别地区机制

无。

● 主要目标

各国目标不尽相同，但在环境方面意见一致，包括生物多样性、生物安全和

生态旅游，还采取针对沙漠化、土壤退化、旱灾和空气质量恶化的具体行动。

２００７年，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形成共同政策，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开展这两个

领域的合作，希望能够开启“改善生产过程的环境表现及效率的计划，携手开展

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实践，提高竞争力，减低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ＭＥＲＣＯ

ＳＵＲ／ＣＭＣ２００７：Ａｒｔ．２°）。

拉美三大次地区的制度和政策发展情况表明，它们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方

法是有差别的。不过，最近这三大次地区出现趋同，如在生物燃料生产方面的中

美洲一体化体系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趋同就可见一斑（主要由巴西和危地马拉推

动）。２００７年，南美国家在玛格丽塔岛上举行峰会，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和南方共同

市场达成共识，１２个南美国家组成南美国家联盟，这为地区能源一体化战略奠定

了基础。２００８年５月成立了南美洲能源理事会，以便起草地区能源协议，解决同

石油、天然气、节能和替代能源（生物燃料、风能、太阳能和水力）有关的问题。两

年后的２０１０年的５月，南美洲能源战略指南、行动计划和能源协议的初稿获批。

预计到２０１１年，南美洲将会正式出台第一个地区能源协议。

尽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整体来看是石油净出口地区，但该地区有三个国家占到

了石油生产总量的近８０％及石油储量的９０％还多（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另一

方面，该地区的大部分较小国家均依赖他国石油（ＯＬＡＤＥ２００８：２１—２２）。因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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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能源方面贫富不均，缺乏共同话语。各国利益点不同———差异主

要体现在产油国和农业国之间，它们的法律和政治愿景有别（委内瑞拉和巴西这

两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意见相左），且能源关系政治化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冲

突。上述多样性从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体的生物燃料数据中可见一斑。

表１　燃料市场上的拉美中小国家

特　点 生物质能生产国

和石油出口国

生物质能生产国

和石油进口国

生物质能出口国

和石油出口国

生物质能出口国

和石油进口国

国　家 墨西哥

委内瑞拉

智　利

多米尼加共和国

尼加拉瓜

巴拿马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　鲁

巴拉圭

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资料来源：ＩＡＤＢ２００７。

表２　拉美国家的生物质能目标

国　　家 生物乙醇 生物柴油

阿根廷 ５％—２０１０ ５％—２０１０

玻利维亚 — ２，５％—２００７，２０％—２０１５

巴　西 ２２％，２５％—２００１ ５％—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

哥伦比亚 １０％—２００６（按地区） ５％—２００８

哥斯达黎加 ７％，５％—２０１０ ２％

厄瓜多尔 ２０％—２０２０

洪都拉斯 ３０％

墨西哥 ２０１０年前仍处于测试状态

巴拿马，尼加拉瓜，萨

尔瓦多，危地马拉

替换１５％ 的化石燃料

巴拉圭 １８％ １％—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８，５％—２００９

秘　鲁 ７％至８％—２００６（按地区，循

序渐进）
５％—２００８（按地区，循序渐进）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５％—２０１５ ２％—２０１５

乌拉圭 ５％—２０１４ ２％—２０１１，５％—２０１２

资料来源：ＩＩＣＡ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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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拉美国家的生物燃料立法

国　　家 允许建立乙醇企业的

法律

激励乙醇生产的法律 界定乙醇质量的法律

法规

阿根廷 有 有 有

巴　西 有 有 有

哥伦比亚 有 有 有

哥斯达黎加 有 无 无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无 无 无

萨尔瓦多 无 有 无

瓜地马拉 有 无 无

牙买加 无 无 无

墨西哥 无 无 无

巴拉圭 有 有 无

秘　鲁 有 无 无

资料来源：ＩＩＣＡ２００７．

（+）%'\þ¡ÌÍ
拉美中小型国家之间有差别，拉美次地区间有差别，巴西同该地区其他国家

也有差别。在大多数与区域外的对话（美国、二十国集团、五国集团等等）中，巴西

越来越表现得像是拉丁美洲的代表。然而，在环境和能源问题上，必须注意巴西

的独特性。巴西致力于发展生物燃料生产，它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经过３０年

的发展，巴西已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生物乙醇出口国（ＯＬＡＤＥ２００８：８４）。它

具有必要的技术能力、巩固的制度和政府政策，还有辽阔的国土。不过，虽然巴西

在多边机制中的参与日增，但拉美的影响力还是很弱。

（<）%'\ÿV�©!7s"ì#
拉美受到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成为工业化经济体能源

滥用的牺牲品。拉美排放的温室气体只有全球总量的大约１０％（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９：

１０９），而与此同时，它被要求按清洁标准来生产，并且承担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平

均成本。此外，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主要集中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上。这个市场

让发展中国家购买“污染权”。

热带雨林砍伐是温室气体的一个主要排放源，因为森林能将碳固定在植物、

树木和土壤中。热带雨林能吸收１８％的二氧化碳，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免费礼

物”。但拉美的热带雨林砍伐现象十分严重，砍伐率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例如，

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中美洲砍伐了２３．３％的森林（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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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球变暖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对某些地区不利，但对其

他地区却有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就全球变暖影响的分

布和脆弱性明确表示：“各地区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经济实力弱的地区往往最容

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常常蒙受同气候相关的破坏。”（ＵＮ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６５）

因此，气候原本温暖的地区几乎无法承担气温上升一度的后果，而对处于地区北

方的国家来说，气温提高三度还能促进农业生产、减少冬季能源消费。

气候变化会导致拉美地区的饥荒，因为谷物（主要是玉米、大米和咖啡）是最

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农作物。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到

２０５０年，巴西和墨西哥的谷物将减产７０％。然而，问题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持

续抽取地下水会让水资源到２０３０年变得吃紧。

V$ %&=()XNO=��¼.8CFG

欧盟和拉美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对话。２００８年的欧拉峰会上，既讨论了贫穷

和社会凝聚问题，也讨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２０１０年的马德里峰会则从技术和创

新的角度讨论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有三个话题特别重要：环境、气候变化和能

源。欧拉对话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全球环境和能源契约。

拉美同欧盟在环境和能源问题上的关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拉美是供给方，

而欧盟是需求方。在能源市场上，这一关系赋予拉美很大优势：欧盟依赖外部能

源，而拉美地区能源自给；欧盟的农业生物质能开发有限，而拉美具有可再生及化

石能源生产的巨大产能。

与拉美地区不同的是，欧盟有共同的能源政策，还有一个到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

排放比１９９０年低２０％、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２０％、能源消耗降低２０％的“２０／２０／

２０计划”。到２０２０年，生物燃料将占到欧盟总体能源消费的１０％。为此，欧盟必

须从南方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进口大量生物质能（Ｆｒｉｔｚ２００８：４）。拉美是西半

球唯一一个第一代生物燃料自给的地区，而欧盟———还有美国———将面临严重短

缺（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８：２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盟需要拉美地区的帮助才能实现

目标。

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ＥＣＬＡＣ）称，２００５年，欧盟已经把

６０％的土地用在生物柴油作物的生产上，而为了满足２０２０年的需求，用地量还得

多两倍。欧盟的非食用作物生产用地目前约为８２０万公顷，差不多还有８２０万公

顷休耕。但为了实现２０２０年目标，欧盟需要２３００万公顷土地，所以必须到外部

寻找可耕作的土地。拉美地区９％的可耕地尽可满足自身２０２０年的生物燃料需

求，所以还大有种植潜力可挖。因此，拉美的需求预计将会增加，可能影响到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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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农村环境（ＣＥＰＡＬ２００８：２１—２２）。因而，欧盟制定了生物燃料战略的三大

主要目标，其中两大目标着眼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生物燃料生产。与此同时，欧

盟还表达了对可持续发展和维持自身竞争力的承诺（ＥＣ２００６：４）。

２００７年，欧盟效仿美国，同巴西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合作内容之一就是可再生

能源，特别是生物燃料、低碳排放技术和节能方面的合作。巴西是拉美向欧盟出

口能源的头号大国，其后是危地马拉和秘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交流，两地区还各有打算。欧盟首要关注的是能源

供应安全、提高能效和完善内部能源市场。拉美地区关注气候变化减缓、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和自然灾害的预防。这些不同的视角将使双方的合作富有成果。

�$ "#=()XNO=��¼.8CFG

虽然中国和拉美地区国家在名义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它们明显不同。

此外，中国和欧盟一样，是拉丁美洲的援助者、投资者和产品供应者。在这方面，

中国认为，同拉美发展关系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

２００８）。这跟欧盟以及最近美国的目标保持一致。贸易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过

去十年间，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增加了９倍，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５．９５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９６．１亿美元（ＳＥＬＡ２０１０：２１）。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国和拉美国家每

年举办商业领导人峰会，促进贸易和投资。

２００８年，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个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策文件。在该

文件中，中国勾勒了同该地区在四大领域的关系：（１）政治，（２）经济，（３）文化和社

会政策，（４）和平、安全和法律事务。中国提出了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关系的３４

点战略，其中有一点是针对经济领域的，要致力于“资源和能源合作”。不过，这一

点只是轻轻一笔带过，声称“中方希望扩大和深化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

在双边合作框架下的资源和能源互利合作”（中国政府２００８）。在能源领域，中国

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矿产资源、碳、天然气和石油方面既有结

盟，又有贷款和投资，而且主要集中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然而，环境问题尚未列入

双边日程。

中国已成为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世界大国。它现在得决定要做什么样的大

国。无疑，中国将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挥作用，但同时它也需要在新兴地区建

立正面形象，加强国家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已成为美洲开发

银行的第４８个成员，同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同阿根廷

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使其不必通过美元，直接进行人民币商业结算，扩大了对拉

美矿业（铜、铝和铁矿石）及能源业（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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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全球或三边协议都必须考虑拉美地区的异质性，例如巴西的能源状况有

别于其他拉美国家，拉美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多却遭受最大的影响，等等。无

论如何，拉美同外部的能源和环境对话必须建立一些基本原则，例如承认国家或

次地区之间的不对称性、需求和要求不同、强调可持续发展，等等。

（!）$�J%&
考虑到三边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拉美地区应在国际协议中享受最惠待遇。拉

美在做出承诺时必须认识到可能给该地区造成的损害和其他两方的责任。换句

话说，正如欧洲委员会所建议的那样，承诺必须基于责任或能力（排放或国内生产

总值）。

与此同时，由于不对称性的存在，拉美国家需要更多的支出和外国投资，以便

发展清洁技术、建设基础设施、支持开采活动，这样才能更有竞争力。此外，研究

投资也必须放在首位。

（+）¡7'(7ij
除巴西外，拉美其他国家虽然土地资源丰富，但没有能源可持续发展所需的

资本、技术、制度能力、政治和立法框架。拉美在与外部的合作中首先必须注重如

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帮助防止气候变化的负面后果，如生物多样

性受损或森林被砍伐。中美洲和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的继续存活是减少碳排放

的关键，但对生物燃料生产需求的增加带来了对可耕作土地需求的增加，这部分

威胁到热带雨林的面积。

合作中要关注的第二点是寻找可再生能源，保护好自然遗产，保证食品安全，

并考虑各国和各次地区的特殊性。欧盟是此类合作的楷模，一贯支持可再生能源

项目———例如，芬兰和奥地利共同出资与中美洲建立能源和环境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从能源结构多元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只关注生物

能源，否则可能危及拉美的发展。

２００８年在利马举行的第五届欧盟—拉美峰会上通过了旨在制止气候变化的

欧盟—利马倡议。诸如此类的计划是地区间双边合作的良好开端，但仍需深入，

否则无法产生真正影响。２０１０年５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最新一届欧盟—拉美峰会

通过了“马德里行动计划”，朝这一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

（<）!�xå)�
从商业角度来看，拉美地区能在碳汇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碳市场不一

定是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它解除了其他地区对温室气体排放应负的责任，而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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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必须增加。应当对一些贸易壁垒进行仔细分析，因为它们影响拉美地区在

能源和绿色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的壁垒有欧盟的农产品补贴、环保标签、燃料税

和民航政策。谈到投资，希望能发展符合清洁标准的行业，这样才能在拉美国家

推广好的做法。

至于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必须考虑几个点，如减少农产品补贴以鼓励公平

竞争、生物质能生产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土地和水源使用的良好平衡。在发展

生物质能基地的同时必须考虑食品安全，这样拉美国家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诸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ＥＣＬＡＣ）这样的地区性组织或联合国

粮农组织能帮助形成共识。生态技术转让也是低碳发展所必需的。这会帮助拉

美地区提高能效，同时为工业化国家打开清洁能源产品的新市场（太阳能电池、风

力发电机等）。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单靠政府、区域性或多边机构减缓不了气候

变化。社会及个人必须改变行为。我们迫切需要举办宣传活动，形成“绿色公众

意见”。在这个方面，欧盟是一个良好楷模，也可以成为拉美的合作伙伴。

Ö$ <E¤�"C%&$"#=()÷�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１５个多边环境协议，涉及各个重要话题：湿地、自然文化

遗产、濒危物种、迁移物种、海洋、臭氧层、危险废物、化肥和农药、有机污染物、生

物多样性、沙漠化和生物技术。不过在能源领域只有寥寥几个双边或区域性协

议———如欧亚地区的《能源宪章条约》和“加勒比石油计划”框架下的《能源安全条

约》，因为能源主要被看作是一个战略经济问题，而不是环境问题。

能源安全———简单的理解就是保证能源供应———不能仅仅被当作经济问题。

它具有多个维度。如果听凭市场力量来主导这一重大事项，或者让某些而不是全

部利益相关者来进行能源对话，那么能源安全全球监控系统就会失灵。在能源安

全和气候变化减缓这两个议题上，惟有多边协调才能取得成功。对拉美地区来

说，能源安全不止是能源的低价稳定供应那么简单。其他一些因素也很关键，如

环境保护、社会条件等。任何全球协议都必须体现这些维度。

《京都议定书》是气候变化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多边承诺，目前需要更新。最近

一次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会议（ＣＯＰ１５）未能形成全球

共识，但２０１０年年底的坎昆会议（ＣＯＰ１６）上还有一次机会。不过，虽然欧盟和中

国都有意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采取预防性措施———也即减排力度超过京

都议定书中的承诺，但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否能实施一个有效的全球契约。预计美

国目前的国会议员组成情况会阻挠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国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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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全球变暖影响的努力如果要见效，所有各方———主要是欧盟、中国、美国

和印度———必须步调一致。这就意味着，较大的经济体应当作出更多努力，并帮

助较小的经济体参与到这一共同行动中，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创新的融资机制来支

持全球绿色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及相关协议最好能同其他论坛互为补充，互相协调，

例如“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或称“碳契约”。２００８年中国加入其中，美

国和印度也是成员。的确，现在已经有一些被广泛认可的机构（如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可以提供实际指导。但是要记住，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不

仅局限于专门的论坛，商业、军事、政治和其他领域都大有可为。例如，ＷＴＯ协议

中就需要一个对生物燃料的标准分类：目前，生物柴油被认为是工业投入要素，而

生物乙醇是一种化学产品，结果只有生物乙醇能被包含到农业协议中。

此外，为了形成像《京都议定书》这样强有力的多边工具协议，我们必须审视

先前的成功案例。旨在包含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多边协调行动

的良好楷模。该多边工具已有２０年历史，１９１个国家签约，它的意义在于采用了

一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允许发展中国家用更长的时间来实现目标，它还建立了一

个特别基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议定书中规定的目标。所有签约国都有义务

通过年度报告的形式来监控进展，如有不达标，跟进系统会设定特别计划来纠偏。

â$ =>?@AB6¤C

为了保护好我们的星球，我们需要具有代表性的新多边机构。虽然现有的许

多机构都很重要，但它们中有很多都是建立在２０世纪的观念基础上，要么就是代

表性不足。例如，国际能源署（ＩＥＡ）只有来自经合组织的成员，而世界能源委员会

的９３个成员中只有七个来自拉美地区。

在这种背景下，２００９年１月成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ＩＲＥＮＡ）是一个既

包括了工业化国家又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现代机制。ＩＲＥＮＡ的愿景是建

立“一个所有国家都用上现代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的世界，而且可再生能源是主

要的能源之一”。事实上，１４８个国家和欧盟已经是ＩＲＥＮＡ的成员，其中１７个

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不过，像巴西和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还没有签约

（ｗｗｗ．ｉｒｅｎａ．ｏｒｇ）。

ＩＲＥＮＡ会加大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对环境和气候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凝

聚（含减贫和代际公平）的贡献。它既考虑各国的首要关注事项，也试图实现节能

措施的采用。这正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要求的，因为两者都能降低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气候变化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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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全球变暖的减缓和能源安全涉及代际公平。既然能源丰沛、唾手可得

的时代看起来已经终结，那么国际社会应当找到一种平衡的、相互尊重的创新型

方法来保证能源供应、保护环境。因此，一个稳健的中国、欧盟及拉美战略伙伴关

系应该以上述原则为基础。我们不但要让世界更美好，还要让后代继续生存。

wxyz

ＣＥＰＡＬ／ＥＣＬＡＣａｎｄＬｕｉｚＨｏｒｔａＮｏｇｕｅｉｒａ（２００５），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犪狊犱犲狊狅狊狋犲狀犻犫犻犾犻犱犪犱犲狀犲狉犵é狋犻犮犪犲狀犾狅狊

狆犪í狊犲狊犱犲犾犪犆狅犿狌狀犻犱犪犱犃狀犱犻狀犪，ＳｅｒｉｅＲｅｃｕｒｓｏ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ｓｅ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８３，Ａｐｒｉｌ，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ＣＥＰＡＬ．

ＣＥＰＡＬ／ＥＣＬＡＣ（２００７），犘狉狅犱狌犮犮犻ó狀犱犲犫犻狅犿犪狊犪狆犪狉犪犫犻狅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犫犾犲狊犾í狇狌犻犱狅狊：犲犾狆狅狋犲狀犮犻犪犾

犱犲犃犿é狉犻犮犪犔犪狋犻狀犪狔犲犾犆犪狉犻犫犲，Ｓｅｒｉｅ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ｏ，１８１，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Ｕｎｉｄａｄ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Ａｇｒíｃｏｌａ．

ＣＥＰＡＬ／ＥＣＬＡＣ，ＨéｃｔｏｒＰｉｓｔｏｎｅｓｉ，ＧｕｓｔａｖｏＮａｄａｌ，ＶíｃｔｏｒＢｒａｖｏ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Ｂｏｕｉｌｌｅ（２００８），

犜犺犲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犅犻狅犳狌犲犾狊狋狅狋犺犲犛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狀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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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重新审视欧盟、中国与拉美的三边关系

江时学

"# $%

根据欧盟的一份文件，作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欧盟需巩固与其合作

伙伴的关系以应对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新威胁与新机遇，拉美是欧盟的合作伙

伴之一。对欧洲而言，拉美是其战略伙伴，拉美与欧洲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

源。世界其他地区鲜有像欧洲与拉美这样真正的同盟关系（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２００６）。

对中国而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第三世界的重要成员，也是国际事务中的

主要力量之一。新环境下，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发展将出现许多新机

遇”（中国政府２００８）。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得到

迅速发展。

美国对中国在西半球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感到不安。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尤

其是西班牙，希望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与拉美之间的关系。本章诠释了两类双边关

系：欧洲—拉美关系以及中国—拉美关系。同时，本章还对两类双边关系做了对比。

最后，本章针对欧盟（和西班牙）能否以及如何在这方面帮助中国做了阐述。

&# '()*+,

１８２３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警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不要在西半

球扩展势力。该宣言强调欧洲国家不应把美洲大陆视为未来殖民目标（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６：２０）。事实上，１９世纪的美国并不具备实施该宣言的实力。例如，法国在

１８６４年至１８６７年期间在墨西哥建立了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法国甚至企图将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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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法兰西美洲”。英国也未对《门罗宣言》给予重视。１９世纪，英国继续向拉

美提供大量资金及技术。英国公司在部分拉美国家修建铁路、电报以及电话系

统，投资采矿业并建立生产工厂（Ｈｉｌｌｍａｎ１９９７：１５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忙于经济重建与整合，因此未能足够重视发展

与拉美之间的关系。欧洲善意的忽视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结束。１９７５年２月，欧共

体与一些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签署了第一个《洛美协定》，该协定于１９７６年

４月生效，旨在建立欧共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尤其是前英国、荷兰、比

利时及法国殖民地）之间的合作框架。欧共体还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以及乌拉

圭签署了非优惠性的短期贸易协定（Ｂｌａｃｋ１９９１：２６６）。

然而，欧洲与拉美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欧共体的《共同

农业政策》导致拉美国家的农产品难以进入欧洲。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将前苏联

确定为该国小麦产品的主要买主。此外，葡萄牙和西班牙１９８６年加入欧盟也未

实现拉美对其寄予的厚望。

１９８２年英阿马岛战争给欧洲—拉美关系造成很大压力。欧共体站在英国一

边，甚至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制裁。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则对阿根廷表示同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美洲内部的冲突为欧洲拉近同拉美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

机会。中美洲内战时常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头条。欧共体与联合国以及美洲国

家组织一道为促进中美洲和平进程作出了杰出贡献。例如，欧共体大力支持孔塔

多拉集团成员国所做的努力。１９８４年，欧共体与拉美国家进行了圣何塞对话，旨

在通过谈判解决武装冲突。１９８５年，欧共体与中美洲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

进入９０年代后，拉美开始经历重大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与转型。通过与美

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进步。欧盟

注意到其政策变化，并抓住机会加强与拉美之间的关系。西班牙积极参与了该地

区的私有化进程。

１９９５年，欧盟发布了名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欧拉建立伙伴关系的现实与前景》

的文件，表明其对加强双边关系的浓厚兴趣。该文件承认两个地区在此前十年发

生的重大变化，并指出双方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挑战时的共同利益。该文件还强调

根据特定国情及次区域状况对拉美采取不同办法。

欧洲与拉美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成果是１９９９年６月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首届欧盟—拉美峰会。该峰会旨在通过促进两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了解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领域，双方同意加强两个地区之间

的制度对话，维护民主，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权，携手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威胁。在经济领域，各方领导人宣布将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和开放型区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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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强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双方的目的包括推动贸易自由化，以此促进繁

荣、应对不稳定资金流产生的波动，重点关注、支持并激励对小国的生产投资。在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及人文领域，双方亦热衷于恢复和保护两个地区的大

量文化遗产，普及教育并鼓励文化多样性（ＥＵ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１９９９）。首

届峰会宣布欧盟与拉美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将建立在双方共

同文化渊源及价值观的基础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紧密合作。此

后历届欧盟—拉美峰会进一步加强了两个地区之间的双边伙伴关系。

最近一届（第六届）峰会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主题

是“战略伙伴：创新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包融”。在开幕致辞中，西班牙

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表示，两个大洲过去十年间的关系进

展促使双方成为“应对全球挑战的伙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欧盟发布了一份名为《欧洲与拉美的十年战略伙伴关系》

的新闻稿，该新闻稿对欧洲与拉美的双边关系表示满意。该新闻稿表示：“在欧盟

委员会等机构的有力支持下，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在过去十年间显著

加强。”从１９９９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首届峰会开始，双方举办了一系列跨区域、

双边、多边及行业论坛，探讨了研究、科学、技术及社会凝聚等话题。过去十年间，

欧盟委员会资助了４５０多个项目和计划，总额超过３０亿欧元（ＥＵ２００９ａ）。

除政治谈判外，欧盟和拉美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上亦取得了双赢成果。例

如，欧盟和拉美国家的大使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日内瓦世贸组织会议上同意结

束长达１５年的欧盟香蕉进口争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欧盟将把香蕉进口关税

从当时的１７６欧元／吨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１４欧元／吨。首次关税削减幅度最大，一旦

各方签订协议，欧盟将把关税削减２８欧元／吨，降至１４８欧元／吨；作为回报，拉美

国家将不再要求进一步削减关税，并在世贸组织放弃对欧盟的申诉（其中部分申

诉可追溯至１９９３年）（ＥＵ２００９ｂ）。

在评价该协议时，欧盟贸易专员贝妮塔·费雷罗 瓦尔德纳表示：“对世界各

地的香蕉生产商及消费者而言，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

‘历史上为期最长的贸易争端’。经过多年冗长乏味的谈判后终于达成协议，这对

开展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完善多边贸易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ＥＵ２００９ｂ）

;# -.C)*+,

无论谁先登上美洲大陆，中国与拉美的交往可追溯至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当时

中国与拉美已开始大量横跨太平洋的贸易往来１。中国经马尼拉向墨西哥和秘鲁

出口丝绸、瓷器及棉纱，以换取银币及其他物品。１９世纪中叶，中国南部的农民以



１６０　　 -.#'(/)*01234/5678

“契约劳工”的身份前往南美和加勒比国家从事采矿与种植活动。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拉美国家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

由于美国的阻挠，这些国家的努力无果而终。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获得

了中国的道义和政治支持。古巴是拉美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因此，中

国愿意为古巴提供支持。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对菲德尔·卡斯特罗表

示：“若有必要，中国将向古巴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帮助其开展争取自由的

斗争。”（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５：９１）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智利成为拉美第五个与中国建交的

国家。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访问后，众多拉美国家开始改变对中国的

态度，并表示愿与中国建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与十多个拉美国家建交。在邓

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于１９７８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拉美对中国的印象迅速

改变。２０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又有１０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建交。拉美与中国在经

济、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合作交流稳步发展。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随后，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于２００５年初出访拉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中国领导人再度频繁访问拉美，胡锦

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分别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９年出访拉美。在当代国际关

系中，没有其他国家元首以如此高的频率访问拉美。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１０倍。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中国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事实上，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的国家。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国与秘鲁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２００９年

年初，中国与哥斯达黎加正式启动首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经过１５年的努力，美洲开发银行成员国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通过投票批准

中国加入该组织。２００９年年初，中国正式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成为该组织第４８个

成员国，并向该组织多个项目捐资３．５亿美元。南斯拉夫解体后，美洲开发银行

的股份开始可供选购，中国购买了美洲开发银行１８４股股票，占该组织普通股本

的０．００４％。

中国和巴西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以及２００７年共同发射了三颗遥感卫星。两国

之间的合作被视为高科技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国将委内瑞拉

一颗通信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该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制造，寿命为１５

年，是委内瑞拉第一颗通信卫星，用于广播、远程教育及医疗服务。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中国９５名防暴警察被派往海地执行联合国在当地的维和任

务，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防暴警察执行海外维和任务。派往海地的防暴警察的任

务是协助国际维和力量及当地警察开展执法工作，处理大规模公共安全紧急事

件，担任重要公共场合的保安，并组织、培训当地防暴警察。最后，该任务圆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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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２００５年１月，中国维和人员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以表彰其在这个危机四

伏国家的杰出表现。

中国和拉美还在开展非政府和民间联系与交往。双方已有１００多个省和城

市结对。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国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概括了３５

个合作领域。中国政府首次表示希望“从战略角度审视其与拉美和加勒比的关

系”。同时，中国政府还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并表示该政策是中国与拉美、

加勒比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石。２

D# EFGH+,

对比欧盟与拉美以及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相对中国而言，欧洲与拉美在历史、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关系更加紧密。

（２）与中国相比，欧洲与拉美关系发展要早得多。实际上，中国数年前才开始

接近拉美。中国—拉美关系仍处于初级阶段，而欧盟—拉美关系则处于成熟发

展期。

（３）与中国相比，欧洲与拉美关系的制度化特征更加明显，除了欧盟—拉美峰

会，双方还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峰会及其他对话机制。而召开中国—拉美峰

会的概率很低。此外，相对中国而言，欧盟针对拉美出台了更多政策文件。

（４）中国—拉美关系还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在其后院的势力存在表

示关注。美国国会议员丹·伯顿（ＤａｎＢｕｒｔｏｎ）表示：“中国在西半球日益增强的

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将在未来几年内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我认为我们应

保持谨慎，并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作一股需要抗衡或遏制的力量。若有可能，我们

应将中国在拉美的行为视作霸权国家染指西半球的企图。”（Ｂｕｒｔｏｎ２００５）而欧

洲—拉美关系对美国而言不是敏感问题。

（５）与中国相比，欧盟与拉美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２００８年，欧盟与拉美贸

易额高达１８９０亿美元，中国与拉美贸易额为１４５０亿美元（尽管过去几年间该数

字迅速增长）。２００８年，欧盟对拉美地区投资额高达２２８０亿美元，而中国这一数

字仅为２５０亿美元（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２０１０）。

（６）欧洲已与拉美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仅与几个拉美国家建立了类

似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巴西（１９９３年）、墨西哥（２００３年）、阿根廷（２００４年）和秘

鲁（２０１０年）。

（７）欧盟—拉美关系与中国—拉美关系的政治侧重点不同。欧洲似乎更加关

注拉美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中国则重视第三世界联合、世界格局多极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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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问题。

（８）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欧洲与拉美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远胜于中国与拉

美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中国与拉美缺乏相互了解。

（９）欧洲与中国都将拉美视为重要的自然资源来源地以及拥有５．６亿消费者的

市场。欧盟的一份重要文件指出：“拉美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与能源资源丰

富，拉美拥有独特的环境资源，特别是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亚马逊森林。”（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中国在其拉美政策文件中也表示愿意参与拉美地区资源开发。

（１０）欧洲与中国都重视拉美社会问题。中国的拉美政策文件宣称：“中国政

府将在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与拉美开展合作交流，并鼓励双方扶贫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以共享信息并共同开展研究工作。”（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对

欧洲而言，增强社会凝聚是欧盟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可有效消除贫困、不平等及

排外现象。此外，欧盟关于社会凝聚的观点已被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采纳，并以此作为该地区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ＥＣＬＡＣ２００７）。

I# '(／JKLMNOP-.QR/)*A+,S

美国对中国和拉美之间紧密的关系十分关心，欧洲则对此毫无顾虑，西班牙

甚至希望帮助中国发展与拉美的关系。西班牙—拉美—亚太三边关系研究是西

班牙政府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亚太框架计划》所采取的行动之一（Ｂｕｓｔｅｌｏ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年７月，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对中方领导人表示，西班牙

愿意充当中国与拉美发展双边关系的桥梁。２００５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西

班牙期间，中国与西班牙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愿意在全球范围内，尤其

是拉美地区展开合作。毋庸置疑，西班牙能够很好地充当中国与拉美之间的“桥

梁”角色。西班牙的优势包括历史联系、语言、文化相通及其在拉美的强大经济

影响。

２００９年２月底，在中国向欧洲派遣贸易代表团之前，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卡洛

斯·布拉斯科·比利亚对中国《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西班牙乐意看到中国投资

拉美。当被问及中国与拉美愈加密切的关系是否会与西班牙的利益产生冲突时，

比利亚回答：“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与拉美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后，双方会继续

合作。中国将加大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力度。”这位大使还表示：“西班牙将建议拉

美不要过分依赖美国和欧盟。”他甚至提到一个三边合作的典范：“华为和中兴向

西班牙公司出售设备，西班牙公司使用这些设备在拉美建造通信塔”（Ｙｕａｎ

２００９）。现在的问题是欧盟／西班牙能否以及如何帮助中国发展与拉美的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中国想要在拉美实施或者与拉美采取哪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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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根据中国的拉美政策文件，双方有３５个合作领域。欧盟／西班牙仅可能在部

分领域提供帮助。

表１　欧盟／西班牙可能提供帮助的中拉合作领域

合 作 领 域 可能性 理　　　　由

高层互访 低 高层互访安排涉及外交秘密及其他问题，这些无

须第三方帮助。

立法机关交往 低 中国可直接联系拉美立法机构，在此方面没有任

何困难。

政党交往 低 中国共产党在与外国政党建立关系方面有自己的

方法。

磋商机制 低 若第三方介入此类双边机制，情况将更加复杂。

国际事务合作，如联合国改革 高 国际事务的全球化特征愈加明显。有必要开展多

边对话与磋商，出现僵局时尤其如此。

地方政府交往 高 该类交往主要包括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以及缔

结姐妹省份或姐妹城市。欧盟／西班牙在这方面

可提供专业知识。

贸易 高 欧盟／西班牙拥有完备的营销网络，对中国商人，

特别是不了解拉美市场行情的商人非常宝贵。

投资合作 高 中国政府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该战略鼓励对拉

美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欧盟／西班牙可

帮助中国获得投资机会甚至建立联合投资基金。

金融合作 高 中国的银行希望开拓拉美市场，西班牙银行在当

地势力雄厚。

农业合作，如技术培训 高 欧盟／西班牙在这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及丰富的

经验。

产业合作 高 欧盟／西班牙在这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及丰富的

经验。

基础设施建设 高 中国和欧盟／西班牙可合作投资拉美地区落后的

基础设施。

资源及能源合作 中等 该领域发展机遇众多，不过中国和欧盟／西班牙都

想开发拉美资源及能源。因此，某些情况下可能

会出现竞争。

海关合作 低 涉及国家主权及法律问题。

质量检测合作 低 涉及非关税壁垒，有时涉及主权。

旅游合作 高 许多中国人希望去拉美旅游，但中国的旅游业没

有欧盟／西班牙发达。

债务减免 低 作为债权国，中国在该问题上可自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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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合 作 领 域 可能性 理　　　　由

经济技术援助 高 欧盟／西班牙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贸易、金融机构及体制领域

的多边合作

高 该地区涉及全球问题，需要进行多边协调与磋商。

商会合作 高 与第三方合作可促进市场信息交流。

文体交流 高 欧盟／西班牙擅长促进与拉美之间的文体交流。

科学、技术及教育合作 高 欧盟／西班牙在该领域占有优势，积累了丰富经

验，知道如何与拉美国家进行合作。

医疗保健合作 高 共同行动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领事合作和人员交流 低 经常涉及国家主权。

媒体合作 低 中国对媒体有自己的处理方法。

民间交往 高 第三方的加入可促进相互了解。

环保合作 高 该问题需要全球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 高 该问题涉及多边谈判及协调。

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合作 高 欧盟／西班牙可向中国和拉美提供相关知识技术、

经验及教训。

减灾、赈灾及人道主义援助 高 多边行动更有助于解决问题。

扶贫合作 高 扶贫也需要多边行动。

军事交往与合作 低 涉及军事机密和国家主权。

司法及警务合作 低 涉及敏感话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 低 部分问题需要全球行动，但有些问题涉及国家主权。

　　总之，欧盟／西班牙可在某些领域（并非所有领域）充当中国与拉美发展双边

关系的“桥梁”。一般而言，欧盟／西班牙在经济、文化及社会领域对中国的帮助尤

为显著。

T# UV

从全球角度来看，世界正在朝多边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拉美关系时

常受三边甚至多边影响。尽管欧洲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持批评，有时甚至是否定

的态度，但仍希望帮助加强中国与拉美的关系。这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态度，三

方应携手共进，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三边关系。

从中国立场上看，欧盟／西班牙能否以及如何帮助中国发展其与拉美的关系

取决于中国与拉美、欧洲／西班牙的未来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若中国与拉美的关



9:;<!=>?@'(#-./)*A;B+, １６５　　

系进一步发展，欧盟／西班牙作为中国与拉美之间“桥梁”角色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由于历史及文化因素，欧洲与拉美之间关系紧密，而中国最近才开始发展与拉美

之间的关系，欧洲在某些方面可充当中国的范例。

美国将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视作对其“后院”的威胁。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

西班牙希望充当中国与拉美发展关系的“桥梁”。这一善意的目的深受欢迎且颇

具建设性。然而，考虑到拉美与中国及欧洲关系的不同之处，不应夸大欧盟／西班

牙的作用。在某些领域，“桥梁”能够起到作用，但在其他领域，例如涉及国家主权

领域及其他敏感问题时，“桥梁”则无用武之地，甚至会产生“交易成本”。

WX

１．１７６１年，法国汉学家金勒·吉尼表示新世界是由中国人而非哥伦布发现。中国学者后来

发现，早在５世纪，一位名叫慧深的中国和尚到达今天被称为墨西哥的地方，并将该地称

为扶桑。英国作家凯文·孟席斯在其著作《１４２１：中国发现美洲》（２００３）中表示，中国古代

航海家郑和比哥伦布早７０年“发现”美洲。

２．２３个国家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包括１２个拉美国家）。

YZ[\

Ｂｌａｃｋ，ＪａｎＫｎｉｐｐｅｒｓ（ｅｄ．）（１９９１），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牶犐狋狊犘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狀犱犐狋狊犘狉狅犿犻狊犲，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

Ｂｕｒｔｏｎ，Ｄａｎ（２００５），犆犺犻狀犪狊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犎犲犿犻狊狆犺犲狉犲，犗狆犲狀犻狀犵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犪狋

狋犺犲犛狌犫犮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狀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犎犲犿犻狊狆犺犲狉犲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６Ａｐｒｉｌ，

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１０９／ｂｕｒ０４０６０５．ｐｄｆ．

Ｂｕｓｔｅｌｏ，Ｐａｂｌｏ（２００２），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狊犳狅狉犛狆犪犻狀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犃狊犻犪犘犪犮犻犳犻犮犜狉犻犪狀犵狌犾犪狋犻狅狀，

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ｅｌｃａｎｏ．ｏｒｇ／ｗｐｓ／ｐｏｒｔａｌ／ｒｉｅｌｃａｎｏ＿ｅ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ＣＭ＿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ｌｃａｎｏ／ｅｌｃａｎｏ＿ｉｎ／ｚｏｎａ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ｒｉ＋１２３２００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犆犺犻狀犪狊犘狅犾犻犮狔犘犪狆犲狉狅狀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犪狀犱狋犺犲犆犪狉犻犫犫犲犪狀，

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１１／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１７９４８８．ｈｔ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２０１０），犐犿狆狅狉狋狊犪狀犱犈狓狆狅狉狋狊，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ｈｔｍｌ．

ＥＣＬＡＣ（２００７），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犺犲狊犻狅狀牶犐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犪狀犱犪犛犲狀狊犲狅犳犅犲犾狅狀犵犻狀犵犻狀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犪狀犱

狋犺犲犆犪狉犻犫犫犲犪狀，Ｍａｙ，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ｄｅＣｈｉｌｅ．

ＥＵ（２００９ａ），犈犝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牶１０狔犲犪狉狊狅犳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ＭＯ／０９／４２６＆ｆｏｒｍａｔ＝ＨＴＭＬ＆ａｇｅｄ

＝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ｇｕｉ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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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２００９ｂ），犈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犔狅狀犵犲狊狋犜狉犪犱犲犇犻狊狆狌狋犲犻狀犎犻狊狋狅狉狔牶犈犝犐狀犻狋犻犪犾狊犇犲犪犾狅狀犅犪狀犪狀犪狊

狑犻狋犺 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Ｐ／０９／１９３８．

ＥＵ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１９９９），犜犺犲犚犻狅犛狌犿犿犻狋，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ｃ／ｒｉｏ／ｒｉｏ＿１９９９＿ｅｎ．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牶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犘狉狅犵狉犪犿犿犻狀犵，Ａｐｒｉｌ，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ｒｓｐ／０２＿０６＿

ｅｎ．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６），犛狋狉狅狀犵犲狉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犪狀犱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牶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犪狀犱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犘犪狉犾犻犪犿犲狀狋，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ｄｏｃｓ／ｃｏｍ０５＿６３６＿

ｅｎ．ｐｄｆ．

Ｈｉｌｌｍ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ｄ．）（１９９７），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Ｂｏｕｌｄｅｒ：

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Ｓｍｉｔｈ，ＰｅｔｅｒＨ．（１９９６），犜犪犾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犈犪犵犾犲牶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犝犛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Ｙｕａｎ，Ｘｕｅ（２００９），犛狆犪狀犻狊犺犃犿犫犪狊狊犪犱狅狉狋狅犆犺犻狀犪犠犲犾犮狅犿犲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犻狀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ｒｊ．ｃｏｍ．ｃｎ／ｐｅｏｐｌｅ／２００９／０２／１１００５５３５３６５５８．ｓｈｔｍｌ．

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１９９５），犣犺狅狀犵犵狌狅犱犲狑犪犻犼犻犪狅狕犺犲狀犵犮犲（犆犺犻狀犪狊犳狅狉犲犻犵狀狆狅犾犻犮犻犲狊），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Ｚｈｉｓｈｉ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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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欧拉三边关系：经验不多却潜力巨大

卡尔·巴克

"# ]%

近年来，我们面临的挑战具有全球性，各国命运息息相关。无论居住在世界

哪个地方，我们都不免为当今全球秩序的成功和失败而触动。然而，对全球性问

题的反应大相径庭，这不仅是利益竞争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透

过不同的文化镜片来看待全球性挑战。文化多样性未必是冲突的源泉。跨文化

遭遇常常带来富有新意的变化。与过去意识形态上的南北对峙相比，笔者发现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出现了更多针对问题而形成的灵活联盟。跨境协作的加强

主要体现在商业和经济活动领域。用于创新、生产和流通目的的协作网络正在成

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塑造者。

信任是社会协作的重要基础。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应对经济繁荣、政治关系和

社会安定等全球性挑战，是因为各国和各种文化能够在国际间维持的信任程度成

就了这种成功。无论是巴西生物乙醇生产对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实际影响，还是欧

洲共同农业政策对全球贸易的实际影响，对话均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因此，

对话推动陌生的双方相互了解，在以平等、尊重为前提的共同愿景下寻求共同

立场。

我们在三角合作方面经验甚少，在项目级别上的能力也不容乐观。然而，

恰恰相反，没有理由不考虑其潜力。当合作伙伴不仅有一定实力，而且有意愿

以及合作方法时，三边合作或许能够实现（尤其是全球性问题方面）。所谓“实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应被视为欧盟理事会或其任何官员的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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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未必是物质实力的大小，也可以是足以超越他人的精神力量。当其他方面

认为核心参与者对问题或价值推动具有说服力（尤其在项目级别上），当三边合

作通过参与者的比较优势使降低政治成本或真实成本成为可能，三边合作的意

义便显现出来。

三边合作可出现在各个级别，也可呈现不同的范式和紧密度：从交流观点、对

话、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到行业对话、国际协作、联合宣传，最终到共同努力创造

出一个活跃、有效并且更加合理的代表全球的国际制度架构（或为此类架构设定

规范）。此类合作的场所包括设在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联合国论坛，但国际会

议和使团也同样重要。

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国际体系自身的不确定性为创新型外交提供

了独特机会。国际新秩序的另一种状况是混乱”。正如其他走向强国之路的合作

伙伴那样，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过去十年中，民族国家力量减弱，但并未被足够

有效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在某些区域，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

的认识本身便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步，有利于不同潜力的合作伙伴之间构筑共同

利益。多边发展规范、目标、程序和政策的建立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如千年发展目

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ＤＡＣ）或巴黎议程等，它们增强

了受惠国的“主导权”以及协调了援助方的政策。设计讨论内容时，西方国家的早

期外交已受到了侵蚀，崛起的新合作伙伴在政策、贸易、援助和投资中正扮演着活

跃的角色。因此现在有了更多资金，且援助来源也更加多元。

&# ^^78A_`abc

中国、拉丁美洲和欧盟已形成一些双边和两个地区间的合作形式，并且在改

变世界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利益。近期，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ＬＡＣ）之间的政

治、经济和金融关系得到显著加强。

所有三方的影响范围都超出了其近邻，南南关系与合作也向前推进，无论在

经济还是政治方面，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更多三边合作的良好基础。经济合作和发

展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甚至欧盟或国家行动计划

（例如英国和德国的行动计划），均为三边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援助方中就

项目方式而进行的对话应为具体的三边项目奠定基础。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南南之间的外国直接

投资已达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１２％，而南南之间的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所

占比例达２０％。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苏巴齐（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２００９年２

月初在国际合作、南南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专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所称的，“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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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贸易和投资流、从而支持工业化和强化服务业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近

年来，发展中国家对相互合作产生了新的兴趣，它们在贸易、投资、金融以及卫生、

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双边协议和区域性协议不断增加”。

发展中国家之间强劲增长的贸易流驱动了这种趋势。１９９５年以来，南南贸易

额的增长速度比其他贸易流更快，年均增长率高达１３％，而全球平均增长率仅为

９％，发达国家为１０％。有关贸易额的数据同样十分可观。例如，２００７年的南南

商品贸易额达到２．４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额的２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外国直

接投资流开始在南方国家的跨国合作中出现，南南外国直接投资在贸易流量中的

比例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５％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２％。但是，正如苏巴齐所言，南

南合作并不能替代南北合作（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９）。

在传统的南北合作之外出现更多的南南合作，这一状况为三边合作创造了空

间。这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以及关系的多样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新兴”援助

者在援助工作中绝非新人。中国、阿拉伯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在过去５０年中一直

表现活跃，巴西、墨西哥、智利和委内瑞拉等部分拉美合作伙伴亦是如此。他们拥

有大量外汇储备作为缓冲，同时拥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因此帮助了许多人。

两极世界的结束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减少，并且更加倾向于针对具

体问题（也可能存在例外），由此也变得更加“可协商”（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０８；Ｓｃｈｍｉｔｚａｎｄ

Ｍｅｓｓｎｅｒ２００８）。拉丁美洲和欧盟之间的三边合作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拉

美国家邀请欧盟进行合作，以此终止中美洲内战，内战的促成因素不但包括令人

震惊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还涉及两个超级大国———它们谁都无法全身而退。拉美

和欧洲国家都未被当成军事威胁，正是这样的事实促使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并重

建陷入混乱的社会。

欧盟对三边合作的条件、方法和程序有若干看法。经初步观察，应该说在技

术层次上，欧盟对三边合作与三角合作存在不成文的区分。“三边”意味着共同出

资，例如由欧盟和墨西哥共同为一个位于中美洲的项目出资，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而“三角”的含义意味着欧盟利用和资助如智利的水利专家或古巴的卫生专家（建

议在未来可实施），让其为津巴布韦境内的项目工作，从而发挥非欧盟专家特有的

便利性、专业技术和较低成本。这对于促进地区内部解决方案也有所帮助。

;# 78mn

（!）"#$%&'()*+,(-.(/0123456
笔者认为，与只有一、两个超级大国做出单方决策相比，欧盟、中国和拉美更

乐见一个“极间”（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ｒ）系统（Ｇｒｅｖｉ，２００９），让强国在可能的情况下遵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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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最广泛的国际法规开展相互合作并做出决策，从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或

防止和应对危机。随着全球化缩短彼此距离，问题的相互关联性愈发紧密，有效

的联合国系统具有的比较优势愈加明显。与过去的两极世界相比，极间合作很可

能冲突更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独立性；但其政治意愿是支持强大、更具代

表性和更加高效的国际机构，使其实现“全球治理”（Ｇｒｅｖｉａｎｄｄｅ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２００９；ＭＧＩ，２００８；Ｐｈｉｌｉｐｓ，２００８）。若不进行改革，这些机构便不会（重新）获得

其行动所需的合法性。只有在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它们才

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主要合作伙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参与情况令人鼓舞。

欧盟２７国在联合国大会中掌握有八分之一选票，欧盟和拉美国家掌握的选

票达到三分之一。欧盟成员国通常做出一致表决（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以来为９７％），它

们提供了３９％的联合国常规预算，欧盟及其成员国是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占

据５５％的份额。欧盟成员国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资助者，在２００７年的维

和行动中约占４０％的份额。它们为联合国资金和项目提供了一半预算（Ｇｏｗａｎ

ａｎｄＢｒａｎｔｎｅｒ２００８）。

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对联合国系统和国际金融架构进行全面改革和复兴。这

对于强化其民主本质、透明度、责任性、效率及其对应于当今世界（而非对应１９４５

年的世界）的代表性颇有必要。笔者还认为否决权已经过时，同时为某些“改革

后”机构无建设性的行为感到遗憾。另一方面，改变投票权并不能保证效率的提

高，世界贸易组织和新的人权理事会便是例证。

无论是１９９７年还是现在，中国在应对其他地方的金融危机方面都扮演了积

极的角色。１９７７年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从２１个增加到５０个，参加的国际

非政府组织（ＩＮＧＯ）从７１个增加到约１３００个。巴西促进了拉美内部和其他地区

的合作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ＵＮＡＳＵＲ）、南美防务委员会和印度—巴西—南

非对话论坛（ＩＢＳＡ）均对地区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无疑具有高度非对称和非均质特征，但它提供了各地区具有多种族、多元文化社

会的中等实力国家进行对话／交涉／冲突和平解决方案方面的经验，因此该论坛的

潜力相当可观。巴西还凭借其出色的工作实践将影响扩展到葡语国家和加勒比

地区，例如在艾滋病领域。墨西哥不但是拉美地区的领先经济体而且是北美自由

贸易区（ＮＡＦＴＡ）成员，也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欧洲委员会观察员、联合

国预算中最大的拉美国家援助者以及世界各地４０个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的合作

伙伴。墨西哥已实施多个计划，并且起草了联合国论坛上采纳和实施的多个重要

决议和协定（常常在欧洲的支持下得以实施）。该国的合作伙伴主要集中在周边



9:D<!-');B+,0defghijkl １７１　　

地区，尤其是通过“ＰＰＰ计划”（ＰｌａｎＰｕｅｂｌａＰａｎａｍ）促进中美洲发展。拉美各国

经常参与国际维和任务，智利参与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欧盟危机管理任

务，并在近期欧盟—智利发展和创新联盟框架内开展了地区联合行动。这些拉美

国家在地位及愿景方面的趋同不应被忽视，在解决贸易冲突问题方面也不容忽

视。智利和墨西哥都有与重要援助国，如日本、加拿大、欧盟成员国、美洲开发银

行（ＩＡＤＢ）、粮农组织（Ａ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等开展三边合作的经验。

太平洋两岸的协作也在增强，如近期得到巩固的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和拉美太

平洋弧（Ａｒｃ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ｏ）。委内瑞拉通过提供价格优惠的石油、促进拉美国家脱离

国际金融机构以增强金融独立性以及同古巴合作开展三边人道和社会活动，得到

该地区的感激。我们从扶贫和社会融合等大量经历中将会获益，但同时我们应信

守欧盟—拉美协议中的诸多承诺，其中存在不少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7）89:;<
点菜式（ｌａｃａｒｔｅ）的多边主义仅是次优选择。许多情况下，国际规范比双边

协议更为有利，因为它们反映了更广泛的利益。这不仅是软实力和“老好人”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ｈｅａｒｔｓ）的问题。我们确信，经济越发展和产品系列越丰富会导致更多

注意力投向有利于自身民族／区域利益的普遍公认的规范。

因此，欧盟推动联合国或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制定关于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公

约，并要求批准和有效实施此类协定，以此作为自身单方面提供给落后国家的普

遍优惠方案。笔者注意到，在推动最低劳工和社会标准的协议方面，各国存在共

同的兴趣。葡萄牙和墨西哥失去了竞争力，近期中国也在失去竞争力，并因而使

工作机会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是为了所有人的长期利益：越多非洲、拉美

等地区成为中国产品的市场，中国和这些未来消费者的利益关系就越大。

我们都想卖出商品，因此应携手促进此类社会发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

欧洲期间回想起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论》时曾强调，如果经济发展的果实不

能让所有民众分享，那便是“道德不健全”，是对稳定的威胁。因此，中国、拉美和

欧盟可相互合作，交换加强社会融合的经验，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交换可持续发

展的经验。

与部分国家类似（尤其是七十七国集团国家），中国一直特别关注主权问题，

大力维护不干涉原则，避免向其他政府施加道德说教。然而，我们认为强调国家

主权和不干涉内部事务并不足够；欧盟大力宣扬民众有权利而政府有“保护责任”

（Ｒ２Ｐ）的观点。该观点在２００５年欧盟峰会上被采纳，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众与国家

放到了同一层次上。

公众期望得到保护，政治家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不得滥用豁免权，在涉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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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责任”针对的严重罪行时，不能以不干涉为名而进行豁免。例如，在皮诺切特

（智利前军政府领导人）事件中，英国高级法院用一句简单的话强调了这一点：“政

治家的职能不包括折磨其公民”。欧盟相信“保护责任”的“狭义但深刻”的内涵：

四宗罪和三大支柱。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预防措施及援助以培养其能力的方式

确保“保护责任”至关重要。该概念并不侵犯国家主权，因为其事实上是一种预

防，而非干涉。“保护责任”使联合国安理会对第七章的运用更加困难。由此，欧

盟认为对“保护责任”原则的接受是一种加强冲突预防的手段。

大部分拉美国家认可“欧洲安全策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形成的观点：“对

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形成一个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

“传播良好治理，支持社会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和权力滥用，制订法规以及保护

人权，这些是巩固国际秩序的最佳途径。”形成这种理念的背景是欧盟自身的近代

历史。

中国在重新定义国际关系时重申了某些熟悉的立场，同时表达了其愿意在

“世界内政”管理中参与全球治理中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的意愿。力量越强大责任

也应越多，反之亦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或与风险抗争关乎我们的利益———例

如，在非洲之角（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周围海域。亚洲国家坦率地批评缅甸形势

并参与其中，这一点令人鼓舞。中国已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即所有国家均须鼓励

朝民主前进，以防它危及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对于新的人权委员会（ＨＲＣ）或联合国反腐败协定，我们不应嘲笑在建设性学

习过程中进行的实践。近期的恶劣事件令人们质疑人权委员会是否是一个失败

的机制。同样糟糕的趋势出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以及对国家决议的明显

攻击。不过，还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事例：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欧盟欢迎东南亚国家

联盟（ＡＳＥＡＮ）为新的政府间人权委员会（ＡＩＣＨＲ）确定职权范围，为未来合作伙

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如有国家阻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将不会得到世界民众的理

解。腐败扭曲了用于选择公共政策的规范，由此损害了这些政策的效率、效果和

透明度。腐败会对每个公民都造成伤害，削弱了基本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强健、高

品质民主概念的核心。政治腐败在民主国家中的危害比其他政体更甚，因为它腐

蚀了民主政体的两大基本支柱：公民平等和决策公开。尽管腐败无所不在，但国

家越穷困，腐败的恶果越严重。为了全面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及其补充协议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们必须展开合作。

其他合作领域也值得一提，这些领域在三边或多边合作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显而易见，近来存在背离多边解决方案和协议的趋势，而欧盟作为规范制定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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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也有所下降。欧盟采用的增强软实力的“萝卜”策略也应被提及，它通过

“所有权”原则和协定的基金、计划、项目提供援助并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至于欧盟与中国之间在双方已存在或已订立的双边、行业和政策对话的基础

上再进行三边合作的巨大潜力的问题（目前为止有２４个行业对话），至于欧盟与

巴西以及欧盟与墨西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及其采取联合行动计划的问题，还有欧

盟与智利合作成立的发展和革新协会，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之间业已加强的对

话，以及欧盟领头、众多国家参与的人权对话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领域对

话的问题，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讨论这些问题。一些领域的双边合作发展得更

好，而其他领域———包括凝聚政策、大城市管理问题、城乡关系、民航、动植物卫生

检疫措施问题、环境、能源和信息技术———显然具有更大的三边甚至多边合作

潜力。

（=）>?@ABC561DEFG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性规范和程序越被广泛认同，其所具有的相比于双边

安排的优势就越明显。我们无法将自己限制在不断重复的、旨在重启多哈回合进

程的宣言中，例如“确认我们愿意达成一个雄心壮志的全面而平衡的协议，以便实

现该轮谈判的发展目标，大幅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工业品和服

务的贸易流以及促进有效的贸易规则”。这绝非易事。在多哈进程中，可清楚地

看到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动了解发展中国家最需要什么。过去，欧盟国家的农业补

贴受到严厉批评———然而，这种做法已经得到明显改正。巴西也意识到它曾号召

的完全自由化农业贸易被生产率低下的农业生产国视为威胁。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力（过于）强大，该国必须关注（也有人说是依赖）可

提高关系可预测性的行为和规则。协定达成的规范和程序正可以起到这样的作

用。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大力支持中国于２００１年年末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因。

欧盟开放的市场显然促进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长。２００４年，欧盟与中国建

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２００７年，欧盟与中国就适当的框架协议进行了双

边磋商。

如前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认为的那样，欧盟期望以市场准入、加强知识

产权和消费者安全等形式取得切实成果。中国或许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多

的国家。与国际标准差异明显的国家标准导致合规成本居高不下和大量延误。

欧盟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一样，意图降低中国市场准入门槛。

笔者并不认同有些人所担心的世界经济中心的明显转移会造成日后大难临

头的问题，笔者的观点更加乐观，更倾向于合作。显而易见，借用中国古语来说就

是“祸兮福之所倚”。欧洲和美国、甚至拉美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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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将这种现象仅仅视为单向进程。因为第一，我们掌握了长期以来获得的

技术能力。第二，技术转移可能直接或通过许可费为欧洲企业带来收入。第三，

亚洲和拉美的一般性发展和创造的知识技能将产生对欧洲某些行业的巨大需求，

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运输等，为研究提供了基础，因此可能进一步促进合作。

同时，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打入欧盟和拉美市场并构成威胁，显然主要是因为

中国拥有廉价劳动力。这对于那些至今尚未制定国家和地区发展及改革战略

的国家将具有警醒作用。中国强调要让拉美地区的穷人能够购买得起低价出

口产品，但是，要让穷人能够具有购买力，就得让他们有工作，而此类低价进口

却可能对其就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面临着只停留在低价值原料出

口国的风险（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０５：４３；ＯＥＣＤ２００６；ＩＡＢＤ，２００６；Ｂｕｃｋ，２００６；ｄｅ

ＦｒｅｉｔａｓＢａｒｂｏｓａ，２００７）。１

中国已明确表示将保护知识产权和保障产品安全。而一些生产商不负责任

的行为和其他因素一样对中国企业构成威胁。根据２００６年签署的一项协议，欧

盟将向中国当局传递有关危险货物的信息。尽管问题不断，但合作仍迅速改善，

对此我们应予以欢迎。此类合作还可延伸到其他伙伴。应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发

展迅速，中国现在也成为某些地方不公平交易和违法生产的受害者。２００９年４

月，德国法院首次保护一家中国公司免受一家德国公司的仿造侵害（尽管该德国

公司的所有者也是一名旅居德国的中国人）。

制定多方共同接受的平衡的方式来加强实施知识产权显然体现了双方的共

同利益，可为促进革新提供基础，也有助于形成客观对话以打击盗版和假冒行为。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０日，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海关合作行动计划，以应对盗版和假

冒，同时签署了一份有关药物前体细胞的协议。

中国同意讨论开放服务市场的问题；２００９年５月召开的讨论三角合作之优势

的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智利商业研讨会，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

的建立以及欧盟—拉美国家峰会中做出的类似承诺，这些都是其他领域迈出的充

满希望的步伐。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可能从中国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投资中受益，在这些地方修建的道路、矿山、交通设施和基础设

施虽然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建，但也有助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相互依赖，

而这两者始终都是增强稳定性的良好基础。

如前文所述，点菜式多边主义仅是次优选择，它们还有冲击规范性政策的危

险。以投资为例：中国越是希望加大对外投资，包括在动荡时期充分利用其巨大

的美元储备，则中国就越可能从接受国际标准、规则和行为准则中受益。中国已

签署了多个双边投资条约，从而加入了该领域日益发展的国际“意大利面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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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碗里的面条混杂和交织在一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大约１２０个国家签署了该协议，其中多数国家拥有大量储备。当然，存在一种风

险，即发展中国家将看到自己的管理自主权进一步减少，有些人就开始质疑中国

的行为是否与它一直宣称的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的言辞相一致（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８：

１８—２２）。另一方面，就这点而言，工业化国家并非无可指责：欧盟成员国满怀嫉

妒地试图维护其自身投资保护协议，而不遵循欧盟通用的一致方法。此外，借助

“重大国家利益”甚至“经济爱国主义”的轻巧借口，工业化国家对中国或拉美投资

关闭了经济的大门。

（H）IJ:KL
高等教育也是公共责任和公共资产。经济投资创造了工作机会、收入、进步

和附加值。投资于社会高等教育以及国际科学和教育交流也能实现这一目标。

但此类投资具有额外的长期价值：促进同类人群之间的理解、友谊和团结，对真正

牢固的伙伴关系具有关键作用。

国际对比分析显示，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与拉美国家的缓慢进步相比，东

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能够在发展方面迅速超越其他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大量投

资人力资本以及注重工业政策（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中国已是研发投入大国，

并且和巴西一样在科学刊物投稿量方面达到很高水平。中国每年增加５０万理

科、医药和工科研究生。而在拉美地区，人们仍偏爱律师及公证员等行业

（ＳｃｈｍｉｔｚａｎｄＭｅｓｓｎｅｒ，２００８：２８）。只有巴西、智利和古巴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划拨

了超过０．５％的份额用于科技开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７），而经济合作

和发展组织的平均值为２．４％，欧盟和中国的平均值为２％（２０２０年可望达到

２．５％）。同时，研究显示，投资教育往往也会伴随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的产

生———这是在多数社会比较普遍的情况（Ｇｒｅｖｉ２００９：１９）。中国政府近来强调社

会投资是该国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关键部分，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卫生和教育。

拉美各国已经为改善教育机会做出了大量努力，促进教育发展、研发以及学

生／教授交流也将是欧盟—拉美峰会承诺将重点开展的工作。正如１９９９年在里

约热内卢举办的首届欧盟—拉美峰会上所强调的，没有比发展人力资源更好的投

资，这既是对社会公正的承诺，也是长期经济发展的要求（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９９９）。欧盟和拉美计划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建立面向高等教育的更多共同合作空间。

在《联合行动计划》（ＪＡＰ）中，巴西和欧盟致力于建设一个以人为中心、无歧视

的发展型信息社会（如信息社会世界峰会（ＷＳＩＳ）所设想）；为全球互联网管理建

立一个多边、透明、民主、包含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机制。所有国家均认同信息和通

讯技术（ＩＣＴ）合作的重要性，也能从中受益，此类合作对于促进创新、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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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快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同时还能创造岗位、提高公共领域的效率。此外，信息

和通讯技术在促进数码共融和提升社会融合度方面可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有助于

提升生活品质，减少贫困。在所有相关国际论坛密切合作，从而推动信息社会世

界峰会成果的全面实施对于所有国家至关重要。欧盟—巴西《联合行动计划》建

议采用公开招标选择和资助研发项目，这一做法值得推行。

除了单纯的语言驱动型合作项目之外，欧盟可在其健全的大型学术交流框架

和研发框架项目内开展三边未来行动。用来为居住在国外的欧洲研究人员提供

网络工具的“Ｅｕｒａｘｅｓｓ”链接近来已延伸到中国（最初是美国和日本），可帮助促进

双边联系和合作之外的更多合作。

（M）NOPQRS"TU456
安全显然不止于军事和边界问题。与欧盟和拉美国家一样，中国已经采纳了

延伸的安全概念，包括毒品、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流行病。在这些新威胁

和挑战方面形成合作将成为可能（即使在传统军事问题上比较困难）。

拉美一个令人欣慰的趋势是，该地区乐于并有能力处理其自身安全问题，不

必向美洲国家组织（ＯＡＳ）求助。这个新现象已在危机预防和管理方面显示出良

好效果。最近成立的南美防务委员会（ＣＤＳ）并非沿袭北美条约组织的传统操作

型军事联盟，而是一种树立信心、维护和平、保证该地区平民优先于军事力量以及

加强防御政策合作的“方法”。南美防务委员会没有作战授权，但可协助联合军事

训练，也可输送联合部队参与处理地区紧急事件。

欧盟和拉美国家均不会相互视对方为军事威胁。它们和中国一道都有意愿

和能力维持和平、预防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管理。值得一提的是，性别观念对于在

该地区取得成功可能尤为重要。我们可以基于像在地震前的海地那样的经验，参

与国际社区中更广泛的对话，从而探讨如何改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源和方式。

毋庸置疑，打击恐怖主义和为此提供资金是我们共同的挑战。提高稳定性和预防

恐怖主义滋生紧急事态便关系到我们的利益，也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因此，应在

国际行动、策略和建议方面加强合作。

安全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灾难预防和管理。欧盟最近采纳了一项旨在支持

发展中国家降低灾难风险的策略，该策略将被整合到其发展政策中，也将整合到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和具体行动中。海地事件不但提供了长期机会，而且

代表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顾虑和民族利益的国际合作义务。与此相关的还有

全球气候变化行动（ＧＣＣＡ）和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２００９年６月第二届降低

灾害风险全球平台（ＤＲＲ）大会召开之前的合作和此届大会所达成协议中的合

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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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QR/opqrA;B78CCst

与中国和拉美共同开展工作和磋商关系到欧盟的利益，而对于促进那些欧盟

更易进入的地区或拥有特定经验和优势的地区（例如某些非洲国家）的发展同样

关系到其利益。越来越多的高层访问已凸显了这一点。传统的援助方—受援方、

慈善性的方式已经过时。在欧盟—巴西《联合行动计划》中，双方将携手落实“千

年发展目标”中的重点任务，并强调三角合作的作用。诚然，作为世界最大的援助

者，欧盟与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事务中的拉美合作伙伴一起，联合中国，将发展

技能和繁荣带给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和拉美主要国家可能必须承担更多

的援助。

根据欧盟内部文件汇报的联合国数据，中国在非洲参与了大量活动。目前，

中国已是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０６年的数据显示，非洲有８００多家中国投资企

业，约５００家合资企业，８万名中国工人，中国为３１个非洲国家取消的债务超过１０

亿美元，对来自赤贫国家的大量货物免除关税，为５０个国家提供１８０００个奖学金

名额，派遣１．６万名医疗人员为４７个国家的２．４亿病患提供治疗。从１９９９年起，

中国已先后派遣了７０００多名维和人员，包括军事观察员、军事工程师和民警，参

与了世界各地的２１项维和行动，比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总数还

多。目前，中国是维和部队的第十三大参与国。中国大部分维和人员被部署在所

有七个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中。

通过参加维和行动以及开展维和培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不仅是

参与者，还是活跃的组织者，与巴西在海地的作用相似。但追求国家利益是绝对

合情合理的。过去，中国的参与被一些阵营投以怀疑的目光；部分行动被指损害

了人们为改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和环境标准、透明度或责任性和良好治理所

做出的努力。与欧盟的援助不同的是，中国的援助与该国企业及劳动力相关———

这似乎复制了西方模式，而这种模式几十年前曾遭受谴责。因此，欧盟的援助倾

向于对三边行动开放。路易斯·米歇尔专员明确欢迎中国为非洲提供支持。如

果一项确定的日程具有互补性、比较优势和协同性，即使其中有些方式可能彼此

竞争，但接收国———以及欧洲———仍可从中得到更多好处。在这一方面，恶性竞

争对谁都没有好处。在确立国际规则以及援助管理的做法时有时未邀请中国或

中国未参与其中，因而不应要求未参与讨论规则制定事宜的人也遵守规则，这种

情况必须纠正。因此，对话是第一步。但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良好的意愿表达。我

们首先必须客观公正地了解彼此的策略和方式，然后再继续前进，在三边关系中

积累经验和信任。区域性三边合作将为全球事务中的策略性合作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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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拉美地区间关系或双边策略性伙伴关系和联合行动计划，以及欧盟—

中国的非洲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话，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合作可

以先着眼于在价值和目标上争议相对较小的领域，例如公共领域支持、基础设施

或卫生，尤其是在非洲。随着中国和巴西代表不时参与欧盟在西非的项目工作，

我们已在更多方面有了共同基础。我们还共同发起了负责任贸易的倡议，例如森

林保护和环境治理，以及资源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遗憾的是，非洲国家至今对

三边合作尚缺乏兴趣。当然，合作可能带来政治和社会影响，可能给某些领导人

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这些领导人宁愿选择不参与合作。

I# uUvwaxyz{

对于基于具体项目的三角合作，除了单纯的商业利益之外，我们还需要政治

引导。中国的政府部门近来采取了这类措施，不过其国有企业也应效仿。企业社

会责任日益重要，危机期间应大力宣传。

援助者之间的协调以及简化援助程序对于避免浪费和减轻受援方管理部门

的沉重负担十分重要。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巴黎声明》、阿克

拉会议议程和“欧洲发展共识”在这方面提供了帮助。国家“所有权”必须得到尊

重———也必须存在。目标是共同行动，在各个层次上制定适合当地的发展解决

方案。

在规划和实施可能的三角合作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和地区的决策系统均

应允许权力下放、地方政治自治、商业领域的自由，有时还要杜绝过度控制的问

题，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盟均是如此。谈及欧盟时，我们应提到强大的欧洲投资银

行（ＥＩＢ）及其详细和独立的规则。

三角合作导致协作趋于复杂，也可能导致更高的协作成本。这里可能存在过

度复杂的欧洲内部决策和责任性程序的相关问题。复杂的决策程序的建立本是

出于实现透明度的良好意愿，但它经常被批评会带来缓慢和迟钝的缺点。委内瑞

拉总统查韦斯在陪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会见玻利维亚农民时可以从口袋中

抽出支票给予援助；欧洲委员会则必须提交一定规模的项目供成员国批准（有时

还须由欧洲议会批准），与项目内的受益国协商接受，然后发起欧盟范围内的招

标，获得各个总司和委员会内各级别部门的签字，等等。

目前的危机反映了欧盟的弱点。因此，在三边合作中最好考虑到这些弱点，

同时要尝试消除它们，其中包括不仅仅影响新兴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如社会凝聚、

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管理文化和环境。从长期来看，减少在这些需要改革的领

域的投资将是十分危险的。而三边合作正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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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须促进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从而推动实施三边计划。根据笔者

在欧盟—拉美关系方面的经验，我必须强调我们从议会会议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磋商

中受益匪浅，这些宝贵的论坛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行动计划，促成与

选民的近距离接触，并巩固了我们的民主基础。正如联合国秘书长于２００５年提交

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所称的那样：“国家……无法单独完成此项任务……我们需要

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和生气勃勃的私人机构。显然，没有它们的参与，此处所勾

勒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正如基辛格曾建议的那样，“我们必须学会操作可实现的目标，并通过

逐步累积，做好准备来追求成果”。基辛格还强调，道德和其他目标必须与我们的

行动能力协调一致。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利于开展行动。政治上，单单“正确”是不

够的———任何情况下往往都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人们还需要做自己认为“正

确”东西的能力，并抓紧时间，不要耽于细节。

WX

１．更多关于加勒比地区的信息，请参见埃里克松（Ｅｒｉｋｓｏｎ２００９）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２００８）。

YZ[\

Ｂａｄｅｒ，Ｊｕｌｉａ （２００８），犐狀狀犲狀狆狅犾犻狋犻狊犮犺犲狉 犠犪狀犱犲犾 狌狀犱 狊犲犻狀犲 犃狌狊狑犻狉犽狌狀犵犲狀 犪狌犳 犱犻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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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８），犛狅狌狋犺犛狅狌狋犺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犠犺犲狉犲犠犲犛狋犪狀犱

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Ｄｏｃ．ＴＤ／Ｂ／Ｃ．ＩＩ／ＭＥＭ．２／２，２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９），犛狆犲犲犮犺狅犳狋犺犲犛犲犮狉犲狋犪狉狔犌犲狀犲狉犪犾狅犳犝犖犆犜犃犇犗狆犲狀犻狀犵狋犺犲犈狓狆犲狉狋

犕犲犲狋犻狀犵狅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犌犲狀犲狏犪，４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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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欧洲和拉美：三边关系以及多边主义的发展空间

马塞尔·福尔图纳·比亚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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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全球性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全球化的进程而言也

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潜在趋势。在一片经济衰退、贸易低迷和信贷紧缩的明显迹象

中，国际性衰退反而凸显了在应对真正系统性问题时开展协作和对话的重要意

义。各国因狭隘的自身利益而变得盲目，他们各行其道，并试图孤军奋战地应对

经济困境，随着保护主义的抬头，这种风险已然显而易见。正因如此，近期在金

融、货币和贸易等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合作行动，其规模堪称史无前例，

譬如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

但是，由于对此次危机性质和深度的看法迥异，复兴之路仍然障碍重重，因此

就需要开展更大规模、更加灵活的多边协作。在２００９年６月的联合国金融危机

会议上，联合国大会主席在会上所发出的呼吁再次表明：如想成功应对全球所面

对的错综复杂的挑战，就必须具备更加综合、全局的观念。

毫无疑问，多边主义是答案的一个关键部分，因为各国各界都在努力消除对

“各类国际机构是否有用”的疑虑。多边决策机制本身所存在的笨拙本性，促使人

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应对全球挑战的紧迫感。但是，既然全球性机构依然无法

取代，那么我们就只能思索，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各国间的对话机制和合作渠道，来

确保全球化实现其承诺的美好愿景？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加强三边关系。这种观点鼓

励各国、各地区积极发挥带头作用，领导各方共同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国富民强

的目标。理想的方式是，由相关机构牵头安排，使地理位置相隔遥远或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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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迥异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合作网络。

就拉丁美洲、欧盟和中国而言，这仍然是个酝酿之中的宏伟蓝图。直到现在，

可举出的具体实例依然很少。除了历史上版图跨越多个大陆的军事帝国，这一理

念直至２０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形势下才逐渐被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只有当资

本、技术和知识在全球的流动使世界各地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候，这个理念

才变得真正有意义，才具有潜在的可行性。实现多边主义的最佳途径，应是通过

已然存在的双边关系，找到有助于连接三极的对称点和交合点。

&# )�*ta��F��/'(0��A������A(�

拉美和欧洲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早期欧洲对美洲

的殖民时期。虽然经过１９世纪的独立运动，但双方的关系依然未断。在最近几

十年中，随着拉美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在大西洋两岸分别齐头并进，双方已开发

出许多对话和合作机制。

其中最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当属欧盟与拉丁美洲国家首脑峰会（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Ｈｅａ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ｍ

ｍｉｔ，简称ＥＵＬＡＣ）。从１９９９年创办以来，该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形式灵

活多样，内容涵盖拉美内部的各种政治和经济议题。其中包括南方共同市场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简称ＭＥＲＣＯＳＵＲ）、里约集团（ＲｉｏＧｒｏｕｐ）１、安第斯

共同体（Ａｎｄ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简称ＣＡＮ）、加勒比共同体（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简称ＣＡＲＩＣＯＭ）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ＳＩＣＡ）。在最近举办的利马峰会

（２００８年）上，各方决定从１９９９年所确定的诸多优先工作中，重点关注两个综合性

的核心议题：第一，扶贫减困、消除不平等和排外现象；第二，可持续发展，其中包

含了环境、气候变化和能源。整体而言，此次对话着力强调合作项目、交流项目、

能力建设以及全球性日程等问题。因循传统，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般会在大部分合

作项目中发挥带头作用，其中有些是通过伊比利亚—美洲首脑峰会机制的平台，

而有些则是通过积极参与欧盟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举办的首脑峰会。

但由于缺少明晰的重点内容，同时在优先项目方面存在冲突，这些措施整体

上收效甚微。其中在贸易方面，欧盟在和南方共同市场或安第斯共同体之间达成

联合协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反映出双方都面临保护主义的压力。而工艺和技术

合作项目较为零碎，对于促进拉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也影响甚微。在关于欧洲拉

美侨民的移民控制问题上，双方之间也出现了异常激烈的、令人不快的争执。另

一个争论的焦点是欧盟对于生物燃料的进口限制问题，巴西尤其首当其冲。由于

对这些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的观点不一，整个利马峰会期间经常出现这种四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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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缺乏重点的情况。欧盟优先同中欧和东欧国家开展合作的举措使得这种形势

更加恶化。这种情况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历史上和拉美地区关系甚为密

切的国家出资举办了伊比利亚—美洲首脑峰会，该峰会侧重于文化和技术合作。２

但这些合作都脱离不了欧洲对该地区所追加的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或许是欧洲为

拉美发展所做过的最为始终如一的持久贡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投资越

来越成为某些拉美国家经济国有化浪潮的眼中钉。

;# )�*ta��F��/-.0����

拉美和中国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历史阴影。只是在近年来，随着经济商贸往来

的发展，双边关系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事实上，中国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贸

易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与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拉美—

欧盟关系相比，中国和拉美之间虽然没有形成类似的制度化对话机制，但仍有澳

门论坛这样的活动，将中国和三大洲的葡萄牙语国家聚集到了一起。现有的机制

大部分为双边关系，重点是具体的合作领域，其中大部分仍属于贸易和投资类对

话与合作。如同与大部分国家和集团一样，里约集团与中国之间也确立了定期对

话机制，一般在重大论坛的空当时间进行会晤。这种会晤是对政治和合作问题作

一般性交流的良好机会，但并非是打造有效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中国和拉

美国家仍然主要以双边会谈的形式进行对话。

D# ;B780����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迄今为止仍未形成成熟的三边交流制度框

架。另一个难题是拉美内部自身存在的巨大差异，譬如有许多地区性论坛，他们

往往只代表各自成员国的利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也

各不相同，因此也就难以找到一套统一、连贯的地区性双边策略和政策，达成共同

的优先项目和工作目标。同欧盟相比，拉美还处在一体化与制定共同政策的早期

阶段。在有凝聚力的和系统化的内部政策协调方面，该地区尚未达到打破不对称

状态、实现平衡增长、从而制定真正一体化的市场和外交政策的程度。一个明显

的证据便是，正如上文所述，拉美各地区虽然也开始对一体化措施进行整合，但进

展相当缓慢。

虽然要实现制度性的三边关系框架尚处在酝酿中，但目前已有了足够的空间

来开展合作项目，在不同的海外合作伙伴之间取长补短。巴西在这方面走在了前

面，在各种领域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巴西越来越多地采取结合本国的专业技

术和工艺知识，与发达国家联合推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项目。虽然这些合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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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实验阶段，但在发展热带农业、实现政府现代化、社会政策领域的机构建设、

开发替代燃料和根除疾病等领域，有许多成功的伙伴关系都经受了考验。其中，

合作伙伴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而受益方一般是拉美和非洲国家。

目前中国、欧盟和拉美之间尚未开展类似的重大项目，但这并没有让它们退

却，因为欧盟和中国都以擅长发展海外合作伙伴关系而著称———尤其在非洲，而

巴西已经在合作项目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巴西多年来一直在为南美和中美

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如今也越来越多地为加勒比地区）提供技术和机构援助。与

之相比，拉美国家也应当为合作方提供更多的机会。欧洲、巴西和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在非洲和拉美的突出表现应有助于各方进一步开展合作。欧洲国家和中

国正在（或在考虑）以准会员身份加入拉美地区主要的发展援助金融机构，例如美

洲开发银行（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简称ＩＡＤＢ）、中美洲经济一体化

银行（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和安第斯开发公司

（ＣｏｒｐｏｒａｃｉóｎＡｎｄｉｎａｄｅＦｏｍｅｎｔｏ，简称ＣＡＦ）。

目前有一些明显的契机，可利用地区性双边机制来作为三方协作的跳板。欧

盟一直是所有“金砖四国”（ＢＲＩＣ）的战略合作伙伴。联合行动的一个作用是在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找出主要共同点。有一个事实强化了这种说法：《战略伙伴关

系行动计划》认可了巴西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估计也如此———认定它作为全

球性的合作伙伴，为许多全球性计划提供了合作和咨询建议，包括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的三边合作。

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联合行动的几个合作领域。首先是在科技领域，尤其在

宇航业，巴西和中国之间合作密切，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ＬｕｌａｄａＳｉｌｖａ）２００９

年５月访华，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合作。他此行的一个重点是签署了地球资源卫

星合作计划，这尤其有助于拉美和中国开展环境和天气监控。与之相似的是巴西

和法国的合作关系。

第二个拥有巨大潜力的领域是生物燃料。巴西在开发洁净且价格低廉的乙

醇燃料方面拥有３０年的经验。近年来，生物柴油为关键领域发展三边合作提供

了难得的机会。中国和欧盟都已经和巴西在开发利用生物燃料方面展开了积极

的对话。国际乙醇论坛的目的是促进在乙醇认证、技术开发和发展生产方面的协

作，为三边项目提供了极佳的平台。巴西和美国可以为该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模

式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例。两国于２００７年签订了协议，由巴西提供乙醇生

产专业技术，鼓励拉美和非洲国家生产乙醇；巴西期望通过此举免除美国目前进

口巴西乙醇时征收的５４美分／加仑的关税，从而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进入美国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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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经验为三边合作指明了方向，但巴西与欧盟和中国的三边关系很难照

此路线发展。正如之前所述，和其他发展中大陆一样，拉美内部仍在工艺和技术

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内容广泛、目标远大的合作。

这就更强化了一种广泛存在的看法———拉美是外国的救助对象，是发达国家

的合作受益方，而自己却难有主动作为。也就是说，拉美被视为当前贸易、金融和

技术流程重组（即所谓“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旁观者。巴西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意图依靠一体化进程，努力使该地区更有效、更理性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体制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欧盟和中国跟拉美有何关联？或换言之：

拉美应当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巴西应当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

从拉美国家的视角来看，主要的挑战是避免陷入到大多数拉美人所诟病的

“新殖民主义”的泥淖中，即由拉美国家继续供应原材料给发达国家，以此交换对

方的增值产品和服务。如何逃离这个陷阱，一直是拉美经济思想界的一个中心课

题。这种认识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长期以来，本地权力精英屈从于外国

利益，致使本地的天然资源经由其手被外国所剥夺。因此不难理解，部分拉美国

家的公众严厉抨击外国企业和政府试图确保长期获得当地原材料的行为。最近

该地区当选的多个左翼政府都以推动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国有化为主要执政

目标。这充分表达了人们的潜在愿望：要确保本地的财富能在本国制造繁荣，并

且为所有人所享，而非仅让少数人受益。

伴随着全球性变革的强大助力，这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都不想沦为他

人“后院”的观念又被注入了新的含义和力度。可以料想，新的竞争性环球市场正

在提供新的机会，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开发该地区的天然财富和巨大的消

费者市场。如果拉美想要克服历史上一直难以摆脱的结构性限制，便需要实现地

区经济的一体化，而巴西一直站在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前沿。这意味着要利用全球

市场大力投资交通、通讯和能源类基础性建设的承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

济源泉。

T# >Ap�}� S

但是，目前的危机也进一步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脆

弱，因为全球化依据的并非他们制定的经济和金融规则，并经常不利于这些国家。

这并非说全球化应受到制约，更不是说应当反全球化之道而行之。与此相反，多

数拉美国家反对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应对全球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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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更彰显了气候变化所显示的东西：目前的全球治理具有不可持续

性。传统的联盟一直靠对大部分问题做出决策来进行领导，提供可靠的指导，而

人们对八国集团（Ｇ８）甚至联合国安理会的替代机构的疯狂寻找，更凸显了这种联

盟面对问题时的无能。然而，那些新兴市场———他们与当前危机或全球变暖问题

无直接因果联系———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却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

力量。但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公民却同时成为两种危机的受害者。这就解释了

为何在新的全球性协议中，越来越多的人大声疾呼，要求更加公平地重新分摊责

任。其原因在于人们意识到，当代世界从本质上而言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富国意

图保持它们那种显然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期望达到进一步的繁荣。这种社会、技术和经济之间高度复杂、有时还是反常的

相互关联性———也就是我们概称为“全球化”的东西———已经随着新兴经济体的

成长而加速发展。这些国家在极为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加入全球分工，目前已经达

到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发达地区之间的

差距正逐渐缩小。结果便是，一方面，全球食品、矿物和能源资源的压力逐渐增

大；另一方面，工作、人口和投资从北向南迁移。从报纸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因

食物短缺而引起的骚乱、针对外国劳工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日益短缺的资源的激烈

争夺（不过由于目前的低迷形势，这种争夺暂时停止了）随处可见。

在如此富有挑战性的局面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家已经

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１）对于全球力量平衡的变更，富裕国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全球认可的解决

方案？

（２）他们是否支持对其金融市场的超国家监管，以美国为例，它是否愿意避免

滥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由于大规模的金融失

衡而导致大规模的投机泡沫。而且，这也会牵制发展中国家，限制他们利用巨额

的出口增长作为积聚外汇储备的策略，以求保护自身免于遭受无法预测的资产和

货币波动。

（３）发达国家是否会放松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控制，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ＩＭＦ）和世界银行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此来资助贫穷地区满足其紧急需求和长

期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在成熟的市场中阻碍日益复杂、风险日益增大的金融产

品的发展，从而将资金投入亟需成长的高回报的发展中市场。

（４）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承担新兴国家更换技术设备所需的成本，帮助后者转

向使用低碳技术设备，从而在不破坏全球环境的前提下，大幅提高新兴国家人民

的富裕程度？也就是说，那些在两个世纪前开始导致全球变暖问题出现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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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否愿意支付改造账单中的绝大部分开支，来改变当前不环保的全球能源

格局？

（５）最后，发达国家是否准备摒弃保护主义政策这个造成众多非洲国家农业

生产无利可图的重要元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些地区仍将长时间受制于

市场价格的影响和仰援助者的鼻息。发达国家是否取消对发展中国家所产乙醇

的进口关税，由此使得洁净、可再生、廉价的能源得以投入到生产环节中去，同时

增加贫困的发展中地区的工作岗位？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摆脱这个浪费成性的同时却让数百

万人困顿于非人生活中的生产体系。总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以下问题的方

案：若要扭转目前关乎每个人的经济衰退和环境恶化局面，该怎样做才能更公平

地分摊由此产生的必须成本？

¡# ¢>}A£(

在呼唤重新分摊责任和义务的今天，建立多边制度的必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然而，对于提供领导力和指导而言，多边制度却是前所未有的无能为力。

我们生活在新威胁不断增长的世界中，例如全球变暖、国际恐怖主义、国内暴力冲

突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但原来的挑战，例如裁军、广泛存在的饥荒和贫困等问

题仍未解决。更糟的是，许多此类问题彼此影响，使形势趋向恶化。例如，武器走

私耗用了穷国本应用于对抗饥荒的资源，同时，日益升温的内战还使得贫困和沙

漠化进一步加剧。

在上述诸多问题中，能取得进步的领域常常集中在那些由想法相似的发展中

国家组成特定联盟的地区，他们能够共同实施精心制定、目标明确的计划。一个

“善良轴心”正在成长之中。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中的二十国集团。该组织代表

了２２％的世界农业生产、超过７０％的农民以及６０％的世界人口，它的出现至少确

保不会再把扭曲贸易关系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强加到拉美、非洲和亚洲农民的

身上。

在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其中许多国家的医药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知识产权

保护条款也经过了逐条审核。世界贸易组织于２００１年达成了公共卫生方面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简称ＴＲＩＰＳ）决议。该决议规定，专利权和药品的应累算利润不

再自动优先于公共福利政策，人们普遍可以买到便宜的仿制药，例如治疗艾滋病

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此外，富裕国家同意帮助贫穷国家开发普通医药制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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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开展自救的一项政策。

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最需要审核的部分是发展融资。目前，围绕

整个布雷顿森林体制的战争已经打响，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足够的资金

来投资于实现长期增长和创造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为确保新兴经济体

有更多的决策话语权，从而使之更愿意贡献人道和物资资源，帮助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必须迈出必要的第一步：终结欧洲

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顶级职位以及美国人担任世界银行顶级职位的传统。

公开、健全的政府是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ＩＢＳＡ）的共同承诺。该论坛

鼓励各地区中拥有领导威信的国家之间开展多种多样的贸易、安全、科学和技术

问题合作，而这三国恰巧又是发展中国家中三个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一论坛已经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设立了一个基金，目的是确定和资助贫困国家在教育、健

康和基本卫生工程方面所开展的优良实践案例。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它展示

了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间如何开展合作，从而推动对各大国际机构的评估。四国

发表的联合公报为２００９年４月在伦敦举办的Ｇ２０峰会铺平了道路，大力推动了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Ｉ　Ｉ的辩论。

南美一体化计划为针对上述部分问题开展全球协商提供了一个地区性平台。

此外还有一些贸易、金融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倡议行动，目前正处于克服地区性社

会和经济差异的阶段，它们也为创新性建议在世界舞台上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宣

传工具。

从政治基础层面而言，其中许多行动是受到了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

（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ｒａｂ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ｕｍｍｉｔ）（２００５年在巴西利亚举办；２００９年在多

哈举办）以及南美洲和非洲首脑会议（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ｆｒｉｃａＳｕｍｍｉｔ）（２００６年在

阿布亚举办）的推动。除了联合国针对联合发展中国家关键领域所设定的常规议

程之外，这两次会议是近期召开的首个大型国际会议。这些倡议行动建立了跨大

西洋的合作伙伴关系，超越了各国在地理、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界限，帮助各参与

国增强了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斗志。

这些合作项目范围广泛，从岛国圣多美（ＳｏＴｏｍé）和普林西比岛（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的树薯种植改良，到莫桑比克建造制药厂生产抗艾滋病药物，不一而足。通过参

与这些以能力建设为目的的开发计划和技术合作项目，巴西期望能为“非洲发展

新伙伴计划”（ＮＥＰＡＤ）出一份力。在这个计划中，非洲人引以为豪的“非洲所有

权”以各项具体承诺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承诺包括实现行政透明和民主、保护人

权和优先投资于教育／卫生等方面。这些责任和相关监督计划形成了一个令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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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的大环境，希望以此吸引那些对长期国际合作有迫切需求的外国投资。

和这个国内改革过程相似的是地区性改革，新成立的非洲联盟（ＡＵ）取代了

多年来的非洲统一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ｔｙ）。其中的机构变化反映了

非洲众多领导人的一种新意愿：齐心协力驱逐非洲大陆上的军事冒险主义。非洲

联盟以直接的方式或通过地区性安全和合作方案，为各类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

行动提供支持。巴西也通过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ＣＰＬＰ）积极参与了非洲的各项

工作，向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等国在国内冲突后开展重建与和

解工作方面伸出了援手。此外，巴西还参与了２００３年在欧盟协调下执行的刚果

民主共和国维和任务。

巴西决心要证明安全和发展两项工作必须齐头并进，而海地最能反映它的这

种决心。在海地，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其雄心勃勃的经济、社会和安全

政策落实到位，以逐渐摆脱当地普遍不稳定的局势。巴西之所以接受挑战，担任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ＭＩＮＵＳＴＡＨ）的领导工作，是希望帮助当地政府制定和

实施综合性政策，使其足以应对各种挑战，走出困境。因此，在东帝汶和几内亚比

绍的维和行动中，巴西呼吁应以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为主。

在这些联盟当中，或许最富新意、潜在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是由巴西、智利和

法国于２００４年发起的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国际行动计划（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ｎｇｅｒ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作为达沃斯和阿雷格里港日程３的非派系结合

体，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社会和民间力量得以更直接地参与筹集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所需的资源。迄今为止，该计划有一个意义重大的成果，这便是设立了国际

药品采购机制（ＵＮＩＴＡＩＤ），该机制聚集了各大洲捐赠者的力量，共同出资来对抗

艾滋病和疟疾、肺结核等“贫困病”。

¤# ;BgB��0¥JA¦\

这些举措结合起来，便在南半球各国中形成了所谓的“志愿者联盟”，这些国

家在全球治理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针对如何通过

变革来解决可持续发展和根除贫困等高难问题而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这类特

别的伙伴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和发达国家合作。恰恰

相反，当前的全球危机更让人们明白，只有在多边的框架下，才有可能找到持久方

案，解决因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赖而带来的挑战。但是，往往会有大量铺天盖地

的短期优先目标，可能会使许多尝试背离了其良好的初衷。而这些联盟可以通过

提议与协商，改变那些不可持续的、落后的发展与合作模式，从而超越南北之分，

并帮助各方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多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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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生实际成果以及帮助树立良好意愿方面，三边对话和合作项目可发挥重

要作用。上述的许多问题触及了国际社会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为多边联合行动提

供了足够的空间———如果中国和欧盟都能积极参与其中的话。但是，一个有效的

三边论坛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例如，在拉美国家和欧盟之间开展的文化和

人权问题上就形成了政治融合，但在贸易方面便很有限，这从协商双边贸易协议

时所显现出的困难便可看出。另一方面，拉美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环境等问题上

达成了高度共识，但在其他方面却未必如此。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为形成渐进的融合而开拓空间，而并非一定要借此达成

绝对一致的立场。有些论坛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三边关系论坛，但仍可作为机

构性平台，帮助各方开展共同行动和形成更紧密的关系。例如，东亚—拉美合作

论坛（ＦＥＡＬＡＣ）便是如此。同样，里约集团也开展了同中国、欧洲的制度化对话，

为三边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另一个促成三边合作的范例是印度—巴西—南

非对话论坛，它也同样将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聚在一起，为非洲、拉美和东南亚

国家的扶贫措施提供资助。

这些举措都提供了开展双边合作的机会。对于许多主动性倡议行动远比邻

国少得多的拉美国家而言，这类机会尤为重要。例如在环境方面，就存在发展此

类合作伙伴关系的明显机会。在生物燃料方面，巴西希望通过本国生产的以甘蔗

为原料的乙醇，可以推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以及全球低碳经济的发

展。一方面，中国希望减少自身对石油的依赖，而欧洲委员会近期也设定了一个

单方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减少２０％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为各国在发展洁净、廉

价、可持续的替代燃料方面开展合作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另一方面，巴西的森林

砍伐管制模式得到了国际认可，比如，挪威为亚马逊环境保护基金会提供１０年期

１０亿美元的担保（该基金会由巴西政府设立，旨在鼓励对热带雨林进行可持续管

理）。人们期望这能有助于打破哥本哈根会议的僵局，因为巴西展示了发展中国

家如何借助适当的金融和机构扶持手段，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环境保护。上面已

经提过的巴西和法国及中国在宇航领域开展的卫星监控合作计划会对这些环保

工作形成有力的补充。

在蒙特雷议程中，人们期望“金砖四国”对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所采取的联合

立场将有助于克服欧洲国家对快速变革的抵制。另一方面，拉美、欧盟和中国在

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支持对金融机构采取更加严厉的国际监管措施，这同样可

能有助于将美国带回到谈判桌上，讨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贸易问题上，拉美、中国和欧盟支持在谈判桌上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这有助

于把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导致２００８年各方无法达成协定的国家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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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只有找出互帮互助、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点，才能以真正可持续的方

式重新实现全球增长的平衡，避免出现资本泡沫，让普通大众受益于全球化所带

来的繁荣。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各国间相互依赖共存的局面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若想将拉美、中国和欧盟最为紧密地联合起来，目前最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就是

要找到创造性、创新性的对话机制和伙伴关系，弥补各方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

存在的差异。

WX

１．里约集团创立于１９８６年，前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就影响地区安全和发展的重大地

区问题进行对话的一个论坛。

２．不久之前，伊比利亚会议是唯一一个接受古巴为会员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论坛。直到古

巴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加入里约集团，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３．世界社会论坛（Ｗｏｒｌｄ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ｕｍ），又称阿雷格里港论坛，是针对每年在达沃斯举办的

世界经济论坛而设立的。人们往往把阿雷格里港论坛同反全球化运动联系起来，该论坛

汇聚了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行动派，共同讨论与全球治理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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