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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研讨会暨中国－中
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闭幕仪式”综述

赵卫涛　 鞠维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智

库研讨会暨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闭幕

仪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ꎮ 本次研讨

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秘书处联合主办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负责承

办ꎮ 来自中东欧多国的政要、驻华使节、智库学

者以及来自国内有关部委、智库学术机构、地方

政府、媒体的代表近 ３００ 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ꎮ

一　 人文交流对推动“１６＋１ 合作”

的重要意义

此次活动由两部分组成ꎬ分别是“中国－中

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闭幕仪式”和 “中国－中

东欧国家智库专题研讨会暨中东欧智库网络理

事会年会”ꎮ 在上午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人文交流年闭幕仪式”上ꎬ中国社会科学院领

导、中东欧国家政要、外交部领导、中东欧国家

驻华使馆代表以及中外智库学术机构的代表分

别致辞、发言ꎮ 会议还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和“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新书发布

仪式”ꎮ 上午的闭幕仪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所长、１６＋１ 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

长黄平主持ꎮ

(一)“１６＋１ 合作”得到各方重视ꎬ不断取

得进展

在上午举行的“人文交流年闭幕式”上ꎬ中

外嘉宾都指出ꎬ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１６＋１ 合作”不断取得进展ꎬ双边合作潜力得到

挖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副院长在欢迎辞中表

示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第

五次会晤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ꎬ会上发布

的«里加纲要»不仅标志着中国－中东欧合作业

已进入成熟期和收获期ꎬ更向全世界有力地展

示了中国中东欧合作旺盛的活力与良好的发展

前景ꎮ

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伊维察达契

奇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１６＋１ 合作”机制以及中

国政府为此付出的努力与支持ꎮ 他认为ꎬ“１６＋１

合作”是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有

机组成部分ꎬ正是因为有了“１６＋１ 合作”机制ꎬ中

东欧地区才获得了全世界更多的关注ꎮ 同时ꎬ这

一机制本身也已成为中东欧国家内部之间加强

合作的重要引擎ꎮ 此外ꎬ也正是凭借该机制ꎬ塞

中关系的发展才得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ꎬ这

一点对塞中双方乃至整个中国－中东欧关系都



意义非凡ꎮ 他感谢中国政府在塞尔维亚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一贯秉持的原则立场ꎬ坚定地

对塞方提供支持ꎮ 他希望中塞两国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ꎬ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多瑙河流域开

发方面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合作ꎮ

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旭介绍了 ２０１６ 年“１６

＋１ 合作”进展情况ꎮ 他指出ꎬ即将过去的 ２０１６

年是“１６＋１ 合作”不断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一

年ꎮ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ꎬ“１６＋１”各方在高层

交往、机制建设、落实对接三大方面取得了丰硕

的合作成果ꎮ 未来一年ꎬ各方将继续围绕办好

“１６＋１ 合作媒体年”、加强智库交流、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重点开展

工作ꎮ

匈牙利驻华大使齐丽(Ｓｚｏｌａｓ Ｃｅｃíｌｉａ)女士

在发言中表示ꎬ对于中东欧各国而言ꎬ“１６＋１ 合

作”框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ꎬ它将不

同国别、历史、文化背景的中东欧各国凝聚成旨

在追求合作共赢的共同体ꎮ 从提出倡议到付诸

实施的短短六年间ꎬ“１６＋１ 合作”所取得的成绩

不仅充分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和实效性ꎬ更凸显

了中国在全球市场和国际事务中愈发重要的地

位与作用ꎬ这一点对匈牙利、中东欧地区乃至整

个欧洲而言都至关重要ꎮ

马其顿外交部地缘战略和外交政策研究所

所长麦莫迪(Ａｂｄｕｌｋａｄａｒ Ｍｅｍｅｄｉ)也指出ꎬ实践

充分证明ꎬ“１６＋１ 合作”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ꎬ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项注重实效的合作机

制ꎬ更在于它是一项致力于实现双边与多边共

赢的合作机制ꎮ 为进一步提高“１６＋１ 合作”的

实效性和影响力ꎬ麦莫迪大使呼吁ꎬ包括马其顿

在内的“１６＋１”各方应继续从政治、经济、科技、

人文、智库等多领域入手ꎬ扩大务实合作ꎬ不断

将“１６＋１ 合作”推向深入ꎮ

(二)“１６＋ １ 合作”下的人文交流日趋紧

密、成果显著

２０１６ 年作为中国 －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

年ꎬ双边人文交流成果显著ꎬ机制化建设成绩斐

然ꎬ各层次、各领域的人文交流日趋紧密ꎮ

蔡昉副院长指出ꎬ自“１６＋１ 合作”机制创立

以来ꎬ人文交流始终在其间发挥着积极的建设

性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

流年”不仅是中欧友好交往史上的一大创举ꎬ

更是对当今世界各国间开展人文交流合作的一

种有益探索ꎮ 其中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

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在促进“１６＋１ 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值

得肯定ꎮ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海星在主旨演讲中

指出ꎬ人文交流是“１６＋１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新形势下的“１６＋１ 合作”人文交流具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ꎬ未来必将大有可为ꎮ 他建议ꎬ“１６

＋１”各方应登高望远ꎬ加强交流互鉴ꎬ分享彼此

发展的成功经验ꎬ努力把明年的“１６＋１”媒体交

流主题年办出实效ꎬ推进青年交流的常态化、机

制化ꎬ并将智库交流打造成“１６＋１ 合作”人文交

流的重要支柱ꎮ 他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推动

“１６＋１ 合作”下的人文交流所做的工作予以高

度赞扬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向大会重点介绍

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推动“１６＋１ 合作”进程中

所作的努力ꎮ 借助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传

统优势地位ꎬ北京外国语大学实现了中东欧 １６

国语言教学方面的“全覆盖”ꎮ 在人文交流方

面ꎬ北京外国语大学于中东欧地区开设了 ５ 所

孔子学院ꎬ并与匈牙利、波兰等国的多所大学建

立起了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ꎮ 彭龙校长强调指

出ꎬ未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在做大做强外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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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研究的同时ꎬ进一步加强在经济学、法学、

国际关系等综合性学科领域的投入与合作力

度ꎬ不断为推动新形势下的“１６＋１ 合作”添砖加

瓦ꎮ

二　 智库交流探讨为“１６＋１ 合作”

建言献策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ꎬ“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

专题研讨会暨中东欧智库网络理事会年会”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举行ꎮ 围绕加强

“１６＋１”智库交流与合作这一核心主题ꎬ与会的

外交部官员、中东欧驻华使节及中外智库机构

代表ꎬ就有关议题展开了深入、坦诚与热烈的讨

论ꎮ

(一)里加会晤后“１６＋１ 合作”的发展走向

与会代表首先就里加会晤后“１６＋１ 合作”

的新趋势、新进展进行了讨论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

珍女士高度肯定了最近举行的“１６＋１”里加会

晤的重要意义ꎬ指出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逆全

球化暗流涌动的大背景下ꎬ里加会晤能够取得

一系列积极成果充分展示了 １７ 国共同应对挑

战以及共谋发展的强烈意愿ꎮ 她坚信ꎬ在全球

乱象延续、经济前景不甚明朗的 ２０１７ 年ꎬ具备

“天时、地利、人和”的“１６＋１ 合作”机制必能化

危机为转机ꎬ为新时期各国间的互利合作树立

良好的范例ꎮ 今后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产

能合作、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对接ꎬ“１６＋１

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推进ꎮ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多鲁科斯泰亚指出ꎬ

在“１６＋１ 合作”业已初见成效的背景下ꎬ各方应

进一步认识到智库交流与合作对于“１６＋ １ 合

作”机制长效化建设以及政策制定与优化的重

要意义ꎮ 此外ꎬ在进一步做好会晤成果阶段性

落实工作并处理好中国－中东欧－欧盟间相互

关系的基础上ꎬ里加会晤后的 ２０１７ 年对于“１６＋

１ 合作”而言将极有可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一年ꎮ

中国国际商会合作发展部副部长、中国－

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中方秘书处秘书长吴蒙认

为ꎬ里加会晤后的“１６＋１ 合作”恰逢我国“十三

五”规划中“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关键阶

段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成熟期ꎬ

这无疑为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中东欧国家联

合商会从经贸领域积极推动“１６＋１ 合作”提供

了重大机遇ꎮ 未来ꎬ在工商合作平台搭建、畅通

信息交流渠道、调研等多方面ꎬ“１６＋１”各相关

商会组织必将大有可为ꎮ

捷克驻华使馆副馆长克拉拉尤尔佐瓦女

士指出ꎬ对于包括捷克在内的中东欧各国而言ꎬ

“１６＋１ 合作”机制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高

效率的内部交流与合作平台ꎬ而这一点是其他

合作机制所不具备的ꎮ ２０１７ 年ꎬ捷克将继续在

“１６＋１ 合作”以及中捷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ꎬ

本着互利共赢的基本立场ꎬ积极推进与中国以

及中东欧其他国家间的务实合作ꎮ

(二) “１６＋１ 合作”推动中欧合作

自“１６＋１ 合作”建立以来ꎬ一直将自身定位

为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重要补充ꎬ致力

于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ꎮ 会上有关专家、学者

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中联部六局副局长严宇清女士认为ꎬ就实

效性上看ꎬ“１６＋ １ 合作”无疑是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落实进程中位居前列的典范ꎮ 就中联

部而言ꎬ要让政党继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ꎬ政治

合作将会给“１６＋１ 合作”机制带来生命力ꎬ同时

服务于中欧合作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党之间

要加强政治引领、巩固政治互信ꎻ凝聚党派共

识、强化行动协调ꎻ促进民心相通、夯实民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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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ꎮ 各国政党ꎬ特别是青年政治家要发挥主力

军的作用ꎮ

保加利亚外交学院研究人员瓦伦丁卡特

朗吉耶夫(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Ｋａｔｒａｎｄｚｈｉｅｖ)指出ꎬ作为一

个非常有效的合作平台ꎬ“１６＋１ 合作”赋予中东

欧各国新的活力ꎮ 他建议ꎬ未来的“１６＋１ 合作”

应进一步拓宽范围ꎬ邀请更多的观察员参与ꎬ如

欧盟及其成员国、瑞士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等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

孔田平研究员认为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ꎬ“１６＋１

合作”在过去五年当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要远

远高于之前任何时期ꎬ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ꎮ

同时ꎬ就中欧合作和“１６＋１ 合作”的关系而言ꎬ

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相互排斥ꎮ 即

将到来的 ２０１７ 年对于欧盟而言将是不确定性

空前加剧的一年ꎬ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演

变? 我们将拭目以待ꎮ

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人员德拉甘(Ｄｒａｇａｎ

Ｐａｖｌｉｃｅｖｉｃ)指出ꎬ从共同利益和具体政策角度

来看ꎬ当前的“１６＋１ 合作”仍面临信任不足、准

入受限、技术标准和法制框架不够协调等一系

列障碍ꎮ 双方应本着开放的基本立场ꎬ妥善解

决分歧ꎬ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ꎬ实现互利共赢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指

出ꎬ“１６＋１ 合作”可以通过与欧盟 ２０２０ 战略的

对接ꎬ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

多方面与欧盟进行深入合作ꎬ扩展中欧合作的

领域和深度ꎮ 虽然欧洲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ꎬ

但是“１６＋１ 合作”仍在不断发展ꎬ这说明该合作

机制对中欧关系的推动会产生更大的积极作

用ꎮ

(三)提升“１６＋１ 合作”框架下的经贸合作

水平

经贸合作是“１６＋１ 合作”下的重要领域ꎬ也

是与会代表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王金照指出ꎬ当前中国－中东欧贸易增长速

度虽然很快ꎬ但在贸易合作领域仍有较大的潜

力可挖ꎬ当务之急是进一步促进并增加中东欧

国家对中国的出口ꎮ 具体而言ꎬ应在中东欧班

列通道建设、边检、电子商务、投资以及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ꎮ

匈牙利安塔尔约瑟夫知识中心研究部主任

托马斯(Ｔａｍáｓ Ｂａｒａｎｙｉ)立足本国情况ꎬ对“１６＋

１ 合作”提出以下 ５ 点建议:一是重视区域一体

化组织的作用ꎻ二是重点打造“旗舰”项目ꎬ增

强双边合作的吸引力ꎻ三是坚持机制化参与ꎬ扩

大利益共同点ꎻ四是切实提升标准ꎬ确保投资质

量ꎻ五是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核心根基作用ꎮ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副院长张建

军指出ꎬ在当前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日趋繁荣的大背景下ꎬ中国－中东欧间跨境

电子商务的发展正面临绝好的发展机遇ꎮ 未

来ꎬ双方应抓住机遇ꎬ重点从政策、标准和规范、

产品、企业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强化合作关系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

新研究员也认为ꎬ中东欧地区中小企业居多ꎬ而

跨境电商以及相关的网络平台可以为这些中小

企业在中国的发现市场和商机提供便利ꎬ电子

商务是未来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在增长点ꎮ 当然

电子商务也面临着诸如碎片化的问题ꎮ

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助理教授尼古拉

(Ｎｉｋｏｌａ Ｚｉｖｌａｋ)认为ꎬ当前中东欧地区总体产业

基础仍较为薄弱ꎬ缺乏强势产业ꎬ未来ꎬ如果能

将中国的技术优势与中东欧的人力资源优势相

结合ꎬ那么双方必然会在这些领域达成更高水

平的合作ꎮ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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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张利华重点就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投资、

融资、承包工程领域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提

出了五项对策建议:一是充分了解中东欧国家

的法律ꎻ二是深入了解承包所在国的地理条件

和地质条件ꎻ三是充分了解当地政府的管理文

化、风土人情和宗教禁忌ꎻ四是保持项目管理的

国际化和先进性ꎻ五是做好海外承包工程的保

险事宜ꎮ

(四)发挥智库对“１６＋１ 合作”的推动作用

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

容ꎬ同时智库能为“１６＋１ 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和

政策建议ꎮ 与会的中外智库代表就如何发挥智

库对于“１６＋１ 合作”的推动作用发表了看法ꎮ

波兰前驻华大使、中波教育基金项目主席

塔杜施霍米茨基(Ｔａｄｅｕｓｚ Ｃｈｏｍｉｃｋｉ)指出ꎬ随

着近年来中东欧各国实力与地位的不断上升ꎬ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成为许多域内国家开展对欧

外交之外的“第一选择”ꎮ 在“１６＋１ 合作”进程

中ꎬ除了合作意愿、商业项目、人员、技术等基础

性条件ꎬ能否拥有把握合作机遇所必需的技能、

知识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关键要素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

林温霜女士重点介绍了当前中国－中东欧合作

在出版行业领域的发展现状ꎬ并殷切地希望各

方能够关注并发掘出更多中东欧方面的语言人

才ꎬ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优秀人才能够积极投身

中国－中东欧合作平台ꎮ

欧盟亚洲研究所研究人员格热戈日斯泰

茨(Ｇｒｚｅｇｏｒｚ Ｓｔｅｃ)认为ꎬ受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ꎬ中国、中东欧各国智库在各自国内所扮

演的角色不尽相同ꎮ 从合作共赢的角度出发ꎬ

双方应进一步求同存异ꎬ努力克服沟通障碍和

多边合作项目数量有限等不利因素ꎬ为推进“１６

＋１ 合作”提供最大限度的智力支持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

迎红女士指出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１６＋１”智库建设

与合作领域蓬勃发展ꎬ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基

本特征ꎬ即国际化、综合化、网络化、社交媒体化

和资金多元化ꎮ 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ꎬ国内“１６

＋１”智库应进一步加强与外国同行、国内企业

以及中国－中东欧合作秘书处的合作关系ꎮ

波兰雅盖隆大学中东和远东院中国系主任

乌卡什盖采克(Ｌｕｋａｓｚ Ｇａｃｅｋ)认为ꎬ就本质属

性而言ꎬ智库最终目的应是通过自身的活动对国

家的现行政策产生影响ꎮ 从这一角度来讲ꎬ智库

活动的最高目的并不是追求纯粹的学术性ꎮ 当

然ꎬ如果能通过有效的合作关系实现智库与学术

界之间的良性互动ꎬ那么这必将有利于最大限度

地发挥智库本身的潜能与影响力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室中东欧研究室

主任刘作奎研究员提出ꎬ中东欧国家之间差异

较大ꎬ具有多元性ꎬ因而中东欧国家的智库也是

多元的ꎮ 所以在进行智库合作时必须对不同的

中东欧国家智库采取不同的沟通与合作方式ꎮ

就智库研究领域ꎬ“１６＋１ 合作”中有很多值得合

作研究的议题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可通过

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来研究这些议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

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长黄平在

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指出ꎬ智库的合作与交流要

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ꎬ既要有各国政府的支

持ꎬ也要有企业界、法律界、媒体界等多方面的

支持ꎮ 这些支持对于智库研究很重要ꎬ中国—

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建立一年多

了ꎬ希望今后与中外智库以及各界人士加强交

流ꎬ为“１６＋１ 合作”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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