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动态

“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的中国和中东
欧国家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作奎　 鞠维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和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

究所共同举办的“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的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ꎮ 来自中

塞双方政府机构、智库、教育机构和媒体等

５０ 多人与会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

面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进行了研讨ꎮ

一　 签署合作备忘录

在此次研讨会召开前夕ꎬ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王伟光率团(成员包括国际合作

局局长王镭、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副所长

程卫东、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刘作奎等)会见

了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布

拉尼斯拉夫乔尔杰维奇(Ｂｒａｎｉｓｌａｖ Ｄｊｏｒｄ￣

ｊｅｖｉｃ)、«国际事务评论»主编马尔科尼

科利奇(Ｍａｒｋｏ Ｎｉｋｏｌｉｃ)、国际项目和合作

协调员伊沃娜拉德耶沃卡( Ｉｖｏｎａ Ｌａｄｊｅ￣

ｖａｃ)ꎮ 双方举行正式会谈ꎬ并签署合作备

忘录ꎮ

乔尔杰维奇所长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代

表团介绍了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

所的概况ꎮ 该所建立于 １９４７ 年ꎬ是塞尔维

亚最为悠久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ꎬ由

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的铁托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而成立ꎬ目前已有 ３０ 多位研究人员ꎬ出

版四种学术刊物ꎮ 这些刊物在塞尔维亚社

会科学界的知名度非常高ꎬ其撰稿人大多

为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ꎮ 该所与塞尔维亚

外交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ꎬ经常向塞外

交部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表示ꎬ乔

尔杰维奇所长是研究安全问题的著名专

家ꎬ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是东南欧地区

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ꎬ它所研究

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社科院所关注的ꎬ中

国社科院愿与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

究所进行全方位合作ꎮ 他还指出ꎬ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

倡议ꎬ中国特别重视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一

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合作关系ꎮ 中东欧

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枢纽地段ꎬ也是

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地区ꎮ 塞尔维亚在中

东欧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ꎬ要推动“一带



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把中东欧国家

放在一起考虑ꎬ把塞尔维亚放在中东欧地

区的重要地位ꎮ 李克强总理 ２０１４ 年提出

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中

心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幸共同参与建设这

一协调机制ꎮ

乔尔杰维奇所长表示ꎬ塞尔维亚民众

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国家ꎮ 中

国一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制度ꎬ是塞尔维

亚对外交往的最重要的国家ꎮ 中国也是塞

尔维亚外交支柱之一ꎬ中塞已经建立了战

略伙伴关系ꎬ双方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好ꎮ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ꎬ中塞双方合作

又有了新的内容和方向ꎬ不仅在经济上ꎬ而

且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将会更加密切ꎮ

在王伟光院长的见证下ꎬ欧洲研究所

所长黄平和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

所所长乔尔杰维奇签署了双方合作备忘

录ꎮ

二　 主题演讲

在“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的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ꎬ由乔尔

杰维奇所长致辞ꎬ王伟光院长发表了题为

“共筑中塞合作之桥”的主旨演讲ꎮ

王伟光院长表示ꎬ中塞两国传统友好ꎬ

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ꎮ 塞尔维亚是中东

欧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的国家ꎬ也是中国在欧洲的好朋友、好伙

伴ꎮ 中方重视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发展中的

地位ꎬ希望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这一

平台ꎬ全面提升双方合作水平ꎬ推进中欧关

系全面均衡发展ꎮ 近年来中塞合作稳步向

前ꎬ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下双方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成果显著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由

中国路桥工程公司承建的跨越多瑙河的泽

蒙—博尔察大桥竣工ꎬ它是中国企业在欧

洲承建的第一个大桥项目ꎮ 从希腊港口途

经马其顿、塞尔维亚至欧洲内陆的中欧陆

海快线ꎬ也正在规划建设之中ꎮ 塞尔维亚

已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实施“一带一路”战

略规划的重要伙伴ꎮ

王伟光院长还指出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在

塞尔维亚成功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峰会ꎬ显示了塞尔维亚在本地

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ꎬ也为积极推动中国

和中东欧合作作出了贡献ꎮ 中国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峰会上表示ꎬ中东欧国家是欧

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

传统友谊深厚ꎬ政治互信牢固ꎬ务实合作日

益深化ꎮ 进一步密切双方合作ꎬ不仅有利

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ꎬ也有利于促进欧洲

内部的平衡发展ꎮ 李克强总理在峰会上明

确提出ꎬ要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

与合作中心ꎮ 该中心的成立将极大地促进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智库间的交往ꎬ为推动

中国中东欧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ꎮ 受中国

政府的委托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代表中方

牵头负责开展该中心的工作ꎮ 目前ꎬ中心

组建工作正在进行中ꎬ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正式揭牌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欢迎像塞尔

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这样高水平的

智库参与这一平台ꎮ 希望在中国中东欧国

家智库交流与合作中心框架下ꎬ两个机构

之间的合作能够结出更加务实、丰硕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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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ꎮ

王伟光院长向与会来宾介绍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基本情况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ꎬ也是中

国最大的国家级综合智库ꎮ 中国社科院目

前有 ３９ 个研究院所、４０００ 名专业研究人

员ꎬ研究领域广泛ꎬ覆盖几乎所有的人文社

会科学学科ꎮ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是专

门从事欧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

科技政策和国际关系综合研究及国别研究

的科研机构ꎮ 欧洲研究所还设有中东欧研

究室ꎬ专门从事中东欧地区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等问题的研究ꎮ 中国社科

院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政府及其相关机

构的高度重视ꎬ许多政策建议得到采纳ꎮ

最后ꎬ王伟光院长对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和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

究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给予了高度肯定和

赞扬ꎬ认为这将进一步推进两家智库学术

机构的交流与合作ꎮ

三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前

景展望

会上ꎬ中塞两国学者就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关系进行了深入研讨ꎮ

(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在中欧关

系中的地位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是中欧关系的

重要内容ꎬ需要放在中欧关系大背景下进

行研究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

长程卫东研究员用 “分裂(Ｄｉｖｉｄｉｎｇ)、金钱

(Ｄｏｌｌａｒ)、差异(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三个词(简称

“３Ｄ”)总结了对中欧关系的一些不正确的

认识ꎬ并逐一进行了反驳ꎮ 许多人质疑中

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是在 “分裂欧

洲”ꎮ 但中国之所以对中东欧国家实行不

同的政策以及表达合作的意向ꎬ是因为中

东欧国家在经济、社会条件方面与其他欧

洲国家具有很大的差别ꎬ而实行不同的、有

区别的外交合作政策在国际合作中是很正

常的ꎬ并非中国所特有ꎮ 有人认为ꎬ中国发

展对外关系仅注重经济利益ꎬ进而质疑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ꎮ 经贸关系是

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ꎬ经济上的互利互

惠对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关键作用ꎮ 中欧之

间良好的经贸关系对于双边的社会、科技

交流也具有推动作用ꎮ 有人认为ꎬ中欧没

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ꎬ差异太大ꎬ因

而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对

此ꎬ程卫东指出ꎬ将国际关系建立在文化、

制度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是很危险的ꎬ容易

产生冲突ꎬ而且不同文化、文明之间是平等

的ꎮ 中欧双方的文明能够消除分歧、实现

“和而不同”ꎮ 回顾中欧关系发展的历程ꎬ

双方确实存在差异ꎬ也产生了一些问题ꎬ但

是这种差异并没有阻碍双方深入发展关系

的意愿ꎬ中欧都意识到双方还有更广阔的

合作发展空间ꎮ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前所

长、资深研究员布拉戈耶巴比奇(Ｂｌａｇｏｊｅ

Ｓ. Ｂａｂｉｃ)认为ꎬ中国积极支持地缘政治上

呈“碎片化”的欧亚地区向地缘经济一体

化发展ꎮ 东西欧之间由于地缘政治的原

因ꎬ正在通过相互制裁而进行一场经济战ꎬ

中国在经济上与东西欧都有联系ꎮ 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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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之间都有兴趣发展经济合作ꎬ双

方并不把彼此视为军事威胁ꎬ而是在发展

双边关系上倚重地缘经济合作ꎮ 中国与欧

洲不同国家都缔结了战略伙伴关系ꎬ包括

俄罗斯和一些中东欧国家ꎮ 中欧国家擅长

对外交往ꎬ它们彼此之间并不是主要的合

作伙伴ꎬ而是依靠自身的“枢纽地位”来发

展对外经济关系ꎬ并且均转向西欧ꎮ 在欧

盟内部ꎬ它们更多的是被包含进来而不是

融入进去ꎮ 中国在欧洲建设大型基础设施

工程ꎬ使中欧国家第一次被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ꎮ

(２)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东欧国

家关系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此次会议讨

论的重要内容ꎬ多位学者就“一带一路”与

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关联性发表了看法ꎮ

欧洲研究所中东欧室主任刘作奎做了

“中东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的

发言ꎮ 他指出ꎬ地处欧亚大陆要冲的中东

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成为学界

关注的问题ꎮ 中东欧独特的市场潜力和地

缘优势、正在运营和修建的国际丝路工程

以及可多方参与的机制ꎬ为中东欧参与“一

带一路” 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ꎮ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存在不同的路径选择ꎬ

“分步推进”、“通道建设”、“东西并举”三

种不同模式的开发进程将直接影响到中东

欧国家发挥作用的内容和方式ꎮ 目前ꎬ推

进中欧陆海快线建设、中国和中东欧丝路

“物流通道”建设是一个重要抓手ꎬ但面临

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的挑战ꎮ 对此ꎬ他建议

应以市场为导向ꎬ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ꎬ应

积极事先规避政治风险ꎬ尊重市场规律ꎬ企

业先导ꎬ发挥重点工程的引领作用ꎮ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达斯科季米特列维奇 ( Ｄｕｓｋｏ

Ｄｉｍｉｔｒｉｊｅｖｉｃ)认为ꎬ“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

提出的倡议ꎬ但对每一个加入其中的国家

都具有潜在的利益ꎮ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希望能够就共同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生活水平、方便边境贸易以及保护

环境等方面作出努力ꎮ “一带一路”倡议

在规模上可以与二战后美国提出的“马歇

尔计划”相比ꎬ但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ꎮ 开拓新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在“１６＋１ 合作”机制框架下促进中国

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ꎮ “１６＋１ 合作”

框架自 ２０１２ 年建立以来为双边以及多边

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ꎬ也为金融危机之后

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益处ꎬ同时有

利于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一带

一路”倡议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相互之间的

政治理解ꎬ以及有助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ꎮ

虽然美国及其部分亚洲地区的盟友质疑

“一带一路”倡议ꎬ怀疑中国有对外扩张的

动机ꎬ但是许多欧盟国家和亚欧国家对“一

带一路”持热情欢迎的态度ꎮ

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编辑雅斯敏卡

西米奇(Ｊａｓｍｉｎｋａ Ｓｉｍｉｃ' )博士指出ꎬ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通过陆上、海上两条通道将亚

非欧三个大陆连接起来ꎬ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建成将对中国以及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

巨大的推动作用ꎬ这其中也包括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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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东南欧国家ꎮ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势必对其他世界

和地区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提出

挑战ꎬ比如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美

国的北美－太平洋贸易网络以及正在谈判

中的美国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

伙伴关系”等ꎮ

(３)中国与中东欧国家“１６＋１”合作框

架以及双边经贸的发展

近年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关系在“１６＋１”

合作框架下稳步发展ꎬ特别是双边经贸关

系有了长足的进步ꎬ与会专家对“１６＋１”合

作框架以及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关系进行了

深入研讨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

究员在总结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近 ２５ 年

来关系发展历史之后ꎬ认为中国中东欧“１６

＋１ 合作”框架是在双方关系长期发展背景

下ꎬ在寻找共同利益共同点的情况下产生

的ꎮ “１６＋１ 合作”框架自 ２０１２ 年建立之后

不断发展ꎬ已经具有了以下特点:在该框架

下所有国家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ꎻ松散

的机制化ꎬ该框架下有多级别、多层次的合

作交流机制ꎻ该框架包含了中国和中东欧

国家合作的各个领域ꎬ包括政治、经济、人

文交流等ꎻ该框架具有多重功能ꎬ既有助于

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ꎬ又可对

中欧关系发展起到促进作用ꎻ该框架是一

个精心规划的合作框架ꎬ自 ２０１２ 年建立以

来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ꎮ 就“１６＋１ 合作”

框架的前景而言ꎬ他认为该框架面临以下

挑战:如何处理“１６＋１ 合作”框架和中欧合

作之间的关系ꎻ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

合作要求ꎻ如何使国与国之间关系不被意

识形态所妨碍ꎻ如何界定不同参与者的职

责等ꎮ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科学学

院教授德拉甘  米特 罗 维 奇 ( Ｄｒａｇａｎａ

Ｍｉｔｒｏｖｉｃ)认为ꎬ全球经济危机使欧洲和欧

盟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ꎬ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对华态度ꎮ

有些人认为ꎬ中国是欧盟最大的投资者之

一ꎬ甚至通过购买欧元区债券成为欧元乃

至欧洲经济的拯救者之一ꎮ 但也有人认

为ꎬ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威胁者ꎬ尤其是通过

“１６＋１ 合作”框架中国又重新加强与中东

欧国家的经济合作ꎮ 对中国和深陷危机的

中东欧国家来说ꎬ双方有着更为浓厚的合

作兴趣ꎮ 中东欧国家渴望得到投资和技

术ꎬ而中国正在全球进行资产并购ꎬ双方有

着较长的合作历史和友好合作传统ꎬ中国

的投资和援助没有政治先决条件ꎬ这些将

会为双边合作增添动力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

任陈新运用新方法、新数据对中东欧国家

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价ꎮ 他尝试建立一种

坐标体系来分析中国－中东欧合作背景下

中东欧地区的营商环境ꎮ 坐标体系的 ｘ 轴

为中东欧国家的营商环境ꎬｙ 轴为中国与

１６ 国的双边合作关系ꎻ通过一系列指标ꎬ

展示了中东欧 １６ 国的营商环境以及中国

与 １６ 国的双边关系状况ꎮ 借助于该坐标

体系可以发现ꎬ波兰属于营商环境和双边

合作进展均好的国家ꎬ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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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ꎬ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捷克则属于第

三梯队ꎮ 相比之下ꎬ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斯

洛伐克营商环境较好ꎬ但双边合作水平亟

待提升ꎮ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西巴

尔干几国则无论是营商环境还是双边合作

都有待改善ꎮ

(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的文

化、企业管理差异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发展关系过程

中ꎬ毫无疑问ꎬ双边存在一些差异ꎬ特别是

文化方面的差异ꎮ 与会学者认为ꎬ要重视

双边文化方面的差异ꎬ尤其是在发展具体

的经贸关系中ꎬ更要意识到双边的差异性ꎮ

塞尔维亚驻华使馆教育处负责人孙新

泉在题为“中塞在人文交流和各领域国际

合作”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ꎮ 他认为ꎬ

我们已进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ꎻ

这个世界彼此相互依赖ꎬ各民族间需要相

互合作ꎻ地缘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明

显ꎬ这些均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与

全球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他说ꎬ文

化就像一座冰山ꎬ在深层(比如传统、信仰、

价值等)隐藏着远离我们视野的东西ꎬ我们

只能看到最表层的文化表现形式(比如文

化形式、趋势、流行音乐等)ꎮ 有很多因素

会影响到跨文化交流ꎬ如权力距离、对抗性

安排、语言障碍、文化背景差异、非个体化

价值 / 族群价值、线性逻辑等等ꎮ 这些均需

要通过合作来加深理解ꎬ推动实现民心相

通ꎮ

梅特加仑德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卡塔丽

娜扎基奇(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Ｚａｋｉｃ' )在双边文化差

异背景下研究了中塞两国企业管理的差异

性ꎮ 她认为中塞两国有着不同的商业管理

运营模式ꎬ如中国政府层面以及国有企业

制定经济计划ꎬ塞尔维亚政府不存在这样

的计划ꎻ塞尔维亚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发

言权较大ꎬ中国企业管理权力日益集中ꎻ塞

尔维亚企业主要通过物质奖励来鼓励员

工ꎬ中国企业激励员工不仅通过物质也通

过非物质方式ꎮ 这背后还体现了塞中两国

人民文化上的许多差异性ꎬ进而造成一些

问题:如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不顺ꎬ语言翻

译的不准确性ꎬ强调眼前的享受与重视积

累、着眼未来的不同生活态度ꎬ双方没有意

愿去深入了解对方等ꎮ 这些管理、文化上

的差异性以及问题会对发展两国经贸关系

造成障碍ꎮ

在发言结束后ꎬ与会学者就关心的问

题和领域做了进一步探讨ꎬ会议在热烈的

气氛中圆满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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