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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专稿

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
必要性、 可能性及挑战∗

∗

贺双荣

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

和新实践ꎬ 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ꎬ 不仅是中国的 “世界梦”
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ꎬ 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新实践ꎮ 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ꎮ ２１ 世纪初中拉

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ꎬ 双方利益日益融合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已

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ꎻ 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

交流的扩大ꎬ 包括走私、 贩毒、 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

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ꎻ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

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ꎮ 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

型调整、 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 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

变化ꎬ 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ꎮ 在挑战面前ꎬ 中国应保

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ꎬ 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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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

理政的新理论和新思想ꎮ 其中ꎬ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并大力推动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新思想和新实践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习近平

主席在巴西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ꎬ 与拉美国家构建 “携手

共进的命运共同体”①ꎮ 经过 ２１ 世纪初的跨越式发展ꎬ 中拉双方已初步建立互

为发展的 “命运共同体”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

及中拉利益的不断融合ꎬ 中拉双方正在朝向构建政治和安全的 “命运共同体”
迈进ꎮ 但由于不断加大的内部及外部挑战ꎬ 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也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ꎮ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书最早提出 “命运共

同体” 一词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中共十八大报告里提出: “这个世界ꎬ 各国相互

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ꎬ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ꎬ 生活在历史

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ꎬ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ꎮ”② 此后ꎬ 习近平主席及其他党中央领导同志不断阐释和完善命运共同体

的内涵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还将构建 “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的外交实践在对外

关系中推广ꎬ 先后提出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亚洲命运共同体” “中拉

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等倡议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和趋势ꎬ 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ꎬ 是全球化和多极新格局下构建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以及推动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ꎮ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逻辑演绎ꎮ 随着经济的融合、 交通的便

利以及政治的开放ꎬ 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冷战的结束以及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ꎬ 全球化进程呈加速发展之势ꎮ 以贸易为例ꎬ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ꎬ 世界 ＧＤＰ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４％ ꎬ 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为 ３ ５％ ꎻ 国际货物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５ ７％ ꎬ 服务出口贸易的

—２—

①

②

习近平: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

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第 ０２ 版ꎮ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第 ０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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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速为 ６ ８％ ꎬ 国际贸易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０％上升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３％以上ꎮ① 随着各国间贸易和投资的扩大ꎬ 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

日益扩大ꎮ 从表 １ 中国和拉美主要国家在 ＫＯＦ 全球化指数得分上的变化可以

反映出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过程ꎮ 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各国利益不断融合ꎬ 从

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ꎮ 在这个共同体中ꎬ “各国相互依存、 休

戚与共”②ꎬ 为此必须倡导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ꎮ 因此ꎬ 习近平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ꎬ 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ꎮ

表 １　 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在 ＫＯＦ 全球化指数中的得分变化

国家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中国 ２４ ６７ ２４ ６７ ２９ ９８ ３７ ５４ ４５ ０５ ４５ ８４ ５５ ７２ ５１ １９ ６０ １５

阿根廷 ３２ ５３ ３４ ８８ ４０ ４２ ３８ ４８ ５５ ５７ ５６ ０２ ４６ ４２ ３８ ２４ ５７ ４８

巴西 ３９ ０４ ３９ ８４ ４５ １４ ４０ ７０ ４７ ９３ ４７ ５１ ５５ ８８ ５１ １１ ５９ ７４

智利 ４０ ４８ ４３ ３４ ５１ ９０ ５３ ２１ ５９ １３ ６９ ０９ ８３ １９ ８２ ３１ ７１ ０８

哥伦比亚 ２６ ３２ ２４ ９９ ３０ ４１ ３５ ２４ ４４ ４１ ４９ １３ ５２ ３６ ５１ ２９ ５９ １７

墨西哥 ３７ ２４ ３７ ３５ ４４ ０１ ５３ ８２ ５８ ５２ ５５ ６４ ５９ ８７ ６０ ９８ ６０ ７７

秘鲁 ２４ ９８ ３１ ３９ ３３ ８９ ３３ ７３ ５０ ３１ ５７ ８５ ６３ ２０ ７５ ５１ ６５ ０９

委内瑞拉 ４４ ８０ ４２ ６１ ４５ ０９ ５１ ５２ ５２ ７８ ５５ ０６ ５６ ８８ ３８ ６７ ５１ ２８

　 　 注: ＫＯＦ 全球化指数由瑞士著名经济智库 ＫＯＦ 经济研究所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编制ꎮ 指数变量包括

经济全球化指数 (占 ３６％ )、 社会全球化指数 (占 ３８％ ) 和政治全球化指数 (占 ２６％ )ꎮ
资料来源: ＫＯＦꎬ “ＫＯＦ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ｏｆ ｅｔｈｚ ｃｈ / . [２０１６ －

０３ －０４]

(二)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 “世界梦” 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发展的愿景ꎬ 既是 “中国的

世界梦”③ꎬ 也是实现 “中国梦” 的必要条件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ꎬ 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时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ꎻ 到新中国成立 １００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ꎬ 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ꎮ④ 在全球化

日益发展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ꎬ 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

—３—

①
②

③
④

裴长洪、 林江: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新发展»ꎬ 载 «求是»ꎬ ２００６ 年第９ 期ꎬ 第 ５９ 页ꎮ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时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０２ 版ꎮ
阮宗泽: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 “世界梦”»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１ 期ꎬ 第９ －１０ 页ꎮ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第 ０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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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中国梦”ꎬ 需要一个和平、 稳定和繁荣的外部环境ꎮ 正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 “中国梦” 的奋斗目标ꎬ “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ꎮ 没有和平ꎬ 中国和世界

都不可能顺利发展ꎻ 没有发展ꎬ 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只有各

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各国才能共同发展ꎬ 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世界繁

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ꎬ 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ꎮ 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

通ꎬ 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ꎬ 把中国的

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ꎬ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 互利共赢中开拓前

进ꎮ”① 中国通过倡导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

作ꎬ 扩大利益融合ꎬ 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无论是 “贸
易和平论” “经济依存和平论” 等理论探索ꎬ 还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

体化实践都告诉我们ꎬ 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持久和平的建立ꎬ 有利于

各国间的合作ꎮ 因为ꎬ 经济相互依存有巨大的和平效应ꎬ 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

有着巨大的纽带作用ꎬ 通过合作带来的利益与冲突或战争带来的机会成本ꎬ 使

“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体系下ꎬ 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了ꎮ”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在和平崛起后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所做出

的政治承诺ꎮ 中国的崛起是 ２１ 世纪国际关系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ꎬ 但 “国强

必霸” 的传统思维的盛行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习近

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ꎬ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ꎬ 就不能身

体已进入 ２１ 世纪ꎬ 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ꎬ 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ꎬ 停留

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老框框内ꎮ”③ 习近平提出与世界各国通过构建互利互

惠、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ꎬ 实际上是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个政治

承诺ꎬ 即中国不会走 “国强必霸” 的老路ꎮ 习近平主席多次承诺ꎬ “中华民族

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 称霸世界的基因ꎬ 中国人民不接受 ‘国强必霸’ 的

逻辑ꎬ (中国) 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 和谐发展ꎬ 共谋和平、 共护和

平、 共享和平”ꎮ④

—４—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第 ０１ 版ꎮ

郭树永: « “经济依存和平论” 初探»ꎬ 载 «欧洲研究»ꎬ 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第 ０２ 版ꎮ
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０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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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

中国外交在十八大以后出现了重大调整ꎬ 从过去的韬光养晦向积极的有

所作为、 更有进取意识和开创精神的方向转变ꎮ①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中国形成了

“全球的兴趣、 全球的利益、 全球的视野”②ꎬ 中国希望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

用ꎬ 维护中国的利益ꎻ 二是中国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ꎬ 中国

认识到 “世界那么大ꎬ 问题那么多”③ꎬ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ꎬ 应在全

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ꎬ “提出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④ꎮ
中国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ꎬ “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⑤ꎬ 这除了要 “谋大势、 讲战略、 重运筹” 外ꎬ 更

应该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ꎮ 因为拥有一套被多数国家

认同并接受的外交核心价值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屹立于国际社会必不可少的条

件ꎮ 有了外交核心价值ꎬ 将使一个国家有了外交的延续性、 道义的制高点及

认同这一价值的朋友伙伴ꎮ 有了核心价值观的认同ꎬ 国家间的关系就多了一

层保障ꎬ 这种保障不会因双方利益关系减弱而完全疏离ꎮ 倡导命运共同体从

根本上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 一是命运共同体强调的合作

共赢的外交理念ꎬ 与中国 “和而不同” 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ꎬ 是对中国一直

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ꎻ 二是它不仅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国际

关系发展的潮流ꎬ 同时体现了崛起后的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ꎬ
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目标ꎻ 三是全球化和多极化背景下ꎬ 人

类命运共同体所承载的合作共赢理念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ꎬ 建设一个文明、
包容、 繁荣、 安全的人类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ꎮ 中国大力宣传和倡导

以命运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核心价值观ꎬ 不仅是为了阐释新格局下中国

的国际秩序观ꎬ 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理解和支持ꎬ 更

重要的是中国希望利用这一核心价值观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的对外

发展环境ꎬ 使之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ꎬ 使中国外交更有道义性和感召力ꎮ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毅: «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 页ꎮ
王逸舟: «新一届领导人外交战略七个关键词»ꎬ 载 «人民论坛»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２０１６ 年新年贺词»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ｒｏ / ｃｈｎ / ｚｇｙｗ / ｔ１３２９０３７ ｈｔｍ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２８]
«习近平: 在国际事务中贡献中国智慧»ꎬ 载 «北京青年报»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习近平: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５ / ｃ＿ １１７８７８９４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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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中拉携手命运的共同体

拉美既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之一ꎬ 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构成ꎬ
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ꎮ

(一) 中拉是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经济是推动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ꎮ 贸易的扩大、 投资的增长以及经

济合作的加强不仅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ꎬ 而且促进了各国发展利益的融合ꎬ
并由此成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石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拉经贸关系取得了

跨越式的发展ꎬ 中拉不仅合作规模、 合作领域不断扩大ꎬ 贸易、 投资及金融

逐步成为拉动双边经贸合作及经济增长的引擎ꎮ 随着双方利益日益融合ꎬ 中

拉双方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ꎮ
其一ꎬ 中拉经贸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新世纪以来ꎬ 中拉双边贸易取得

了快速增长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 中拉贸易从 １２５ ９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６３４ ６１ 亿美

元ꎬ 增长近 ２０ 倍ꎬ 年均增长 １９ ３％ ꎮ 同期ꎬ 拉美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

从 ２ ６６％上升到 ６ １２％ ꎮ 中国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中国占拉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１ １％上升到 ８ ９％ ꎬ 同期ꎬ 中国占拉美

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１ ８％ 上升到 １３ ８％ ꎮ 中国成为拉美仅次于美国、 欧盟的

第三大贸易伙伴ꎮ① 其中ꎬ 自 ２００９ 年后ꎬ 中国先后成为智利、 巴西、 秘鲁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快速增长ꎮ 据

拉美经委会最新的数据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中国向拉美提供的资金有近 ８０％
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ꎬ 其中近 ４５％ 用于公路、 铁路、 火车、 地铁和航空等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

后ꎬ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拉美的资金支持ꎮ 目前ꎬ 中国对拉美融资安排总金

额大概有 ８８０ 亿美元ꎬ 包括对拉优惠性质贷款、 中拉基础设施优惠贷款、 中

拉合作基金、 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 中国巴西产能合作基金、 中国对加勒

—６—

①

②

ＥＣＬＡＣꎬ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ｌａｃ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 ｘｍｌ / ８ / ４８１３８ / ＣｈｉｎａｙＡＬＣｄｉａｌｏｇｏ ｐｄｆ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３]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ＡＦ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５８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４６２１８ － ｅｎ [２０１６ －
０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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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优惠性质贷款等ꎮ① 中拉在其他金融合作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ꎬ 双方银行机

构在对方互设分支机构ꎮ 在金砖机制下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中国和巴西与其他金

砖国家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ＮＢＤ) 和应急储备安排 (ＣＲＡ)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巴西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ꎬ 简称 “亚投行”) 的创始

成员国ꎻ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 亚投行决定向其他申请国开放ꎬ 智利、 哥伦比亚

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有望加入扩容后的亚投行ꎮ
其二ꎬ 中拉双方已形成利益相互融合与相互依存的关系ꎮ 中国与拉美已

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 投资和金融伙伴ꎮ 贸易上ꎬ 中拉互为出口市场ꎬ 双方

都成为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在投资方面ꎬ 拉美成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重要地区ꎮ ２０１３ 年拉美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流量的 １３ ４％ ꎬ
投资存量的 １３％ ꎬ 中国成为拉美重要的投资来源国ꎮ 据拉美经委会的数据ꎬ
２０１０ 年中国对拉美投资 １５０ 亿美元ꎬ 占本地区 ＦＤＩ 流入的 ９％ ꎬ 中国成为拉美

第三大投资来源国ꎬ 仅次于美国和荷兰ꎮ②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额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超过世界银行、 拉美开发银行及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

构ꎮ③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 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减少对拉美国家投

资和贷款时ꎬ 中国对拉美投资和贷款的增加显得尤为重要ꎬ 极大地减缓了国

际金融危机对拉美的冲击ꎮ 随着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ꎬ 中拉发展利益日益融

合ꎬ 经济关联度日益增长ꎮ 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拉美ꎬ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会见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拉方代表团所说ꎬ 中

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努力向中高端水平迈进ꎬ 将为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

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ꎮ④ 与此同时ꎬ 拉美国

家的繁荣和稳定也有利于中国扩大对拉美出口和保证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和贷

款安全ꎮ

—７—

①

②

③

④

王琳: «中国对拉美合作资金安排规模达 ８８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５００５６７２ ｈｔｍｌꎮ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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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１６]

赵明昊: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推动中拉整体合作互利共赢»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第 ０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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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中拉安全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ꎬ 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一是随着经贸关

系的发展、 人员交流的扩大以及信息交流的畅通ꎬ 国内安全问题日益国际化ꎬ
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加大ꎻ 二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使各国面临

的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ꎻ 三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ꎬ 各种安全问题之

间的传导性加剧ꎬ 经济问题可能变成政治问题ꎬ 政治问题又可能影响到双边

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时强调ꎬ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ꎬ 时空领

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ꎬ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ꎬ 必须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ꎬ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ꎬ 以经济安全

为基础ꎬ 以军事、 文化、 社会安全为保障ꎬ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ꎬ 走出一

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ꎬ “既重视传统安全ꎬ 又重视非传统安全ꎬ 构建集

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科技安

全、 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ꎮ①

在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各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中ꎬ 拉美地区涉及我国多

项国家安全问题ꎬ 不仅包括台湾这个传统安全问题ꎬ 而且也包括多个非传统

安全问题ꎮ
１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事关我国主权安全ꎬ 是我国的核心利益ꎬ 属传统安全问题ꎮ
１９８８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去世后ꎬ 李登辉开始推行 “台独” 政策ꎬ 在拉

美搞 “双重承认” 并大力拓展所谓 “邦交国” 数量ꎻ ２０００ 年ꎬ 奉行 “台独”
政策的民进党上台ꎬ 陈水扁当局加大推行 “台独” 政策的力度ꎮ 因此ꎬ 在拉

美遏制 “台独” 成为 ２０ 世纪初中国对拉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随着中国的崛

起ꎬ 越来越多与台湾有所谓 “邦交” 关系的拉美国家想与中国大陆建交ꎬ 台

湾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压力有所减轻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马英九主政后ꎬ 两岸达

成 “外交休兵” 的默契ꎬ 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民进党领袖蔡

英文上台ꎬ 中拉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再次成为受关注的问题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台湾有 ２２ 个所谓的 “邦交国”ꎬ 其中 １２ 个在拉美地区ꎬ 拉美是遏制 “台
独” 的主战场ꎮ

—８—

① 习近平: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第 ０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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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源安全是影响中拉双方最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资源安全是影响中拉双方最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一

些资源性产品上存在高度互补性ꎬ 中国是石油、 矿产等资源性产品的主要进

口国ꎬ 而拉美是主要的出口国ꎬ 双方在石油、 大豆油、 铜、 铁等资源性产品

上的依存度非常高ꎮ 这种依存度使中拉双方在经贸关系上呈现出高度的 “敏
感性” 和 “脆弱性”ꎬ 即中国某些资源性产品主要从拉美进口ꎬ 对拉美资源产

品的供应存在高度敏感性ꎻ 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高度集中于某些资源性产品ꎬ
而这些产品是拉美一些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ꎬ 从而加大了这些国家经济

的脆弱性ꎮ 因此ꎬ 资源安全是涉及中拉双方最大的安全问题ꎮ
中国高度依赖拉美对中国的食品、 能源及矿产品等资源的供应ꎮ 以食品

安全为例ꎬ 中国拥有占世界 ７％的可耕地、 ６％的水资源ꎬ 但中国必须养活占

世界 １９％的人口ꎮ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如何满足人

们日益扩大的食品需求以及高品质和多样化食品的供应成为中国越来越不能

忽视的安全问题ꎮ 自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国已成为食品净进口国ꎬ 此后中国在农业部

门的赤字日益扩大ꎮ 在进口食品中ꎬ 中国对食用油的进口依赖最大ꎬ 目前我

国食用油自给率已降至 ２５％ 左右ꎬ 我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 ８０％ ꎮ① 拉美

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农产品出

口年均增长 ２７％ ꎬ ２０１３ 年农产品贸易额已达 ２７４ 亿美元ꎬ 其中ꎬ 大豆占中国

从拉美进口农产品的 ３４％ ꎮ② 拉美在中国石油供应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 ５１％ ꎬ 超过国际公认的 ５０％的安全警

戒线ꎬ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ꎬ ２０１５ 年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２３％和全球净增长的 ３４％ ꎻ 而拉美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ꎬ 占世

界石油总储量的 ２０％ ꎬ 仅次于中东ꎮ③ 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拉美进口原油 ５２５０ 万

吨ꎬ 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１５ ６５％ ꎬ 占拉美国家原油出口的 ２２％ ꎮ④另据中

国造纸协会的数据ꎬ ２００９ 年中国对木浆的对外依存度为 ７３％ ꎬ 与铁矿石和大

—９—

①

②

③

«我国大豆自给率下降ꎬ 大豆消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升»ꎬ 中国产业信息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４１４ / ４０５７６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８]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ＡＦ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９８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４６２１８ － ｅｎ [２０１６ －
０５ －１８]

④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中文版)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第 ６ 页ꎬ 第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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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的对外依存度相差无几ꎮ① 对拉美来说ꎬ 某些产品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种资源类产品 (铜矿、 铁矿、 基本金属矿、 原油、 大豆、 豆油、 纸

浆、 饲料) 占拉美对中国出口的 ８１％ ꎬ ５ 个拉美国家占据 ８ 种产品对华出口

的主要份额ꎬ 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使拉美国家的经济脆弱性加剧ꎮ
３ 公民安全

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文交流的扩大ꎬ 中拉之间商务及劳务人员、 留

学生及游客往来数量快速增长ꎮ ２０１４ 年年末ꎬ 中国在拉美从事工程承包和派

出的劳务人员分别为 ２６５６４ 和 ３４９７４ 人次ꎮ 中国接受拉美建交国留学的人数呈

快速增长之势ꎬ 根据 «中国外交» 年鉴ꎬ 中国接收的拉美留学生人数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５８８ 人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２４９ 人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ꎬ
与拉美领导人会晤时表示ꎬ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 ６０００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６０００ 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 ４００ 个在职硕士名额ꎮ 中拉之

间的游客人数也快速增长ꎮ 虽然由于路途遥远和旅游成本高ꎬ 但每年都有很

多中国人到古巴、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旅游②ꎻ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统计年

鉴» 统计ꎬ 入境中国的拉美旅游者 (包括会议 /商务、 观光 /休闲、 探亲 /访
友、 服务员工等) 也大幅增加ꎬ 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８ ２９ 万人次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４ ６２ 万人次ꎮ
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ꎬ 海外公民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ꎮ 由于拉美国

家社会不平等、 政府治理能力差等多种因素ꎬ 拉美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地

区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期间谋杀率为每 １００ 万人中有 ２７ ９ 人被谋杀ꎬ 高于非洲

(１８ 人)、 亚洲 (３ ９ 人)、 欧洲和北美洲 (２ ５ 人) 及大洋洲 (１ １ 人)ꎮ 拉

美不同国家谋杀率差别很大ꎬ 其中洪都拉斯高达 １００ 万分之 ８１ ５ꎬ 萨尔瓦多

为 ６８ ６ꎬ 危地马拉为 ４２ １ꎬ 哥伦比亚为 ３３ ７ꎬ 委内瑞拉为 ４８ ７ꎬ 巴西为

２２ꎮ③ 委内瑞拉的谋杀率增长最快ꎬ 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００ 万分之 ３８ １ 增加

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８ ７ꎮ 安全问题已成为阻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的共同

挑战ꎮ④ 暴力犯罪问题不仅对拉美国家的公民安全和社会发展构成了极大的挑

—０１—

①

②
③

④

«对外依存度高达七成ꎬ 中国木浆或重蹈铁矿石覆辙»ꎬ 中国产业信息网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１１１１ / １２５１６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８]

“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Ｍａｙ ５ꎬ ２０１４
ＣＡＦꎬ “Ｐｏｒｕｎａ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Ｍáｓ Ｓｅｇｕｒａ: Ｕｎａ Ｎｕｅｖ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 ｐａｒａ Ｐｒｅｖｅｎｉｒ 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 ｅｌ

Ｄｅｌｉｔｏ”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２ － ２３
Ｉｎéｓ Ｂｕｓｔｉｌｌｏ ａｎｄ Ｈｅｌｖｉａ Ｖｅｌｌｏｓｏꎬ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ｉｎ ＰＲ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９



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 必要性、 可能性及挑战　

战ꎬ 而且对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也构成了一定威胁ꎬ 在委内瑞拉、 巴西等国

时常有我国公民遭到抢劫及谋杀的报道ꎮ 此问题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ꎬ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李克强总理在与来访的牙买加总理会谈时要求牙买加政府采取

有效措施ꎬ 保护中国公民及中国公司的利益ꎮ①

４ 社会安全

随着中拉关系的发展ꎬ 贩毒、 走私、 洗钱等犯罪活动成为双边关系发展

的天然副产品ꎮ 有学者指出ꎬ 从亚洲到拉美的犯罪活动有 (非法) 移民、 走

私商品、 武器以及用于制毒化学品的走私ꎻ 与此同时ꎬ 非法矿产品走私及洗

钱活动从另一个方向 (从拉美向中国) 展开ꎮ② 值得关注的是ꎬ 贩毒集团及

从事各种违法活动的黑帮组织成为跨国非法活动的主体ꎬ 使这些跨国非法活

动呈现出有组织犯罪的典型特征ꎮ 从事人口走私和偶尔进行暗杀活动的 (中
国) 黑帮在拉美的存在 “日益明显”③ꎬ 他们向当地商人收取保护费、 从事人

口及毒品走私活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局长指出ꎬ 中国和俄罗

斯的黑帮已进入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ꎬ 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ꎮ④ 据阿根

廷 «民族报» ２０１４ 年报道ꎬ 不到 ５ 年中国黑帮在阿根廷进行了 ３１ 起谋杀活

动ꎮ⑤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阿根廷警察局在中国警察和中国使馆的帮助下ꎬ 在 “屠龙”
行动中共逮捕 ４０ 名嫌犯ꎬ 打掉了名为 “貔貅” 的最大华人有组织犯罪集团ꎮ⑥

与此同时ꎬ 拉美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开始进军中国及亚太地区ꎮ 以毒品

为例ꎬ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中美合作在中国破获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ꎬ 这是迄今为

止南美贩毒集团首次有组织地向中国渗透ꎮ⑦ ２０１２ 年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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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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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ｃｒｉｍｅ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ｒｉｓｉｎｇ － ｄｒａｇｏｎ － ｔｈ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ｍａｆｉａ － ｔｈｒｅａｔ － ｉｎ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６ －０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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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云、 张蕾等: «南美毒枭势力强大　 哥伦比亚毒贩盯上中国»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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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 ３ 起哥伦比亚毒贩走私毒品案ꎬ 这是在中国审判的首批哥伦比亚毒贩ꎮ①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一个报道ꎬ 中国共拘捕了 １３８ 名哥伦比亚人ꎬ 其中 ９０％与

毒品走私有关ꎬ 有 １１ 人面临终身监禁ꎮ②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ꎬ
南美可卡因走私入境时有发生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破获可卡因案件 ７０ 起ꎬ 缴获可卡

因 ９７ ７ 千克ꎬ 涉及国内 ９ 个省份ꎻ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国共发现登记滥用可

卡因人员 ２０２ 人ꎬ 吸毒人员查获地涉及国内 １８ 个省份ꎮ③ 随着国际贩毒集团

有组织的介入ꎬ 可卡因走私、 滥用及有关的犯罪活动值得关注ꎬ 特别是贩毒

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以及过去 １０ 年美国对可卡因需求大幅下降④ꎬ 拉美毒贩开

始关注中国市场ꎮ 据报道ꎬ 墨西哥哈利斯科新生代集团 (ＣＪＮＧ)⑤ 正在试图

开拓中国日益庞大的可卡因市场⑥ꎮ 此外ꎬ 拉美贩毒集团与中国黑帮的合作也

令人关注ꎮ 据报道ꎬ 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 “锡那罗亚” 集团与香港的黑手

党 １４Ｋ 和新义安 (Ｓｕｎ Ｙｅｅ Ｏｎ) 结盟ꎬ 从他们那里获得生产冰毒的化学产品

并进行洗钱活动ꎮ⑦ 跨国犯罪ꎬ 特别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跨国化ꎬ 对中拉双方公

民及社会安全都构成了威胁ꎮ 中拉双方应加强司法、 执法、 情报等安全方面的合

作ꎬ 共建安全共同体ꎬ 为双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构筑安全网ꎬ 为中拉合作提供

安全保障ꎮ 正如习近平指出ꎬ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突出的全球性问题ꎬ
各国人民需要加强友好交流ꎬ 携手合作ꎬ 同舟共济⑧ꎻ 靠 “单打独斗不行ꎬ 迷信

武力更不行ꎬ 合作安全、 集体安全、 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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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０２ 版ꎮ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第 ０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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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构建中拉政治命运共同体ꎬ 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ꎮ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ꎬ 仅靠自身力量是不够

的ꎬ 构建伙伴关系是主要途径ꎮ①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有共同的

身份认同ꎬ 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维护世界和平、 捍卫发展中国

家利益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有共同的政治使命和责任ꎮ 因此ꎬ 中拉

命运共同体也是政治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命运共同体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ꎬ 中国

和拉美国家在 «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中达成基本共

识ꎬ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ꎬ 都是实现世界

和平与繁荣ꎬ 促进多边主义、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ꎮ②

１ 中拉双方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不是权宜之计ꎬ 更不是外交辞令ꎬ 而是从历史、
现实、 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ꎬ 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统一ꎮ”③

拉美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ꎬ 有和平的传统ꎬ 较少有国家间的战争冲突ꎮ 在

全球化的今天ꎬ 拉美国家认识到ꎬ 北方和南方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

球这个事实ꎬ 国际体系应由战争文明转向和平文明ꎮ④ 拉美国家一直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重要力量ꎬ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拉美国家参与不结盟运动、 倡导和建

立拉美无核区ꎬ 到 ２００３ 年反对美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 (只有 ３ 个拉美国

家在美国压力下派兵参战ꎬ 智利和墨西哥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

美国出兵伊拉克) 等ꎬ 无不反映拉美国家的和平外交路径ꎮ
２ 中拉双方都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拉美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的积极推动者和领导者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中国、 印度、 巴西等新兴发展

中国家崛起ꎬ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ꎬ 巴西等拉美国家看到了这种变

化ꎬ 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ꎮ 巴西总统卢拉在上

台前就已认识到ꎬ 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转变ꎬ 在多极世界中ꎬ 国际规则和

机构不再有利于发达国家ꎬ ２１ 世纪将是诸如印度、 巴西、 南非、 中国、 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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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第 ０７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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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纪ꎮ① 所以ꎬ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巴西就成为全球

化进程中致力于重塑多极世界秩序的积极行为者ꎮ②

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有许多共同的主张及外交实践ꎮ
第一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都主张加强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作用ꎮ 中国认为ꎬ 联

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ꎬ 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ꎻ 拉

美国家也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ꎬ 如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指出ꎬ 为了使国际

秩序不仅尽可能地接近于和平ꎬ 而且也尽可能地接近于正义ꎬ 赋予联合国的

作用是至关重要的ꎮ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与智利外交部举行专

门会议ꎬ 讨论如何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ꎬ 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

议ꎮ 其中一个建议是加强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ＥＣＯＳＯＣ) 的作用ꎬ 将布雷

顿森林体系机构ꎬ 如世界银行、 ＩＭＦ 和 ＷＴＯ 整合到它的旗下ꎬ 使之变为一个

论坛ꎮ④ 第二ꎬ 中拉双方都主张国家平等ꎬ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ꎮ 拉美国家长期

受到美国的干涉ꎬ 因此成为主权国家平等及不干涉原则的积极捍卫者ꎮ １８３２
年委内瑞拉政治家安德烈斯贝略 (Ａｎｄｒéｓ Ｂｅｌｌｏ) 在 «人权原理» 一书中提

出了主权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思想ꎮ⑤ 历史上ꎬ 拉美国家提出了多项不干涉原

则ꎬ 如卡尔沃主义 (１８６８)⑥、 德拉戈主义 (１９０２ )⑦ 和埃斯特拉达主义

(１９３０)⑧ꎮ 这些不干涉原则不仅在过去被拉美国家用来捍卫国家主权ꎬ 反对

大国干涉ꎬ 而且对今天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来说仍有现实意义ꎬ 卡尔沃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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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文: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与现实»ꎬ 载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５ 页ꎮ
阿根廷学者卡尔沃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ａｌｖｏ) １８６８ 年提出反对欧洲国家以保护侨民为名ꎬ 对别国采取干

涉活动的倡议ꎬ 该倡议被写入 １９３３ 年 «美洲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ꎮ
阿根廷外长路易斯马里亚德拉戈 (Ｌｕｉｓ Ｍａｒｉａ Ｄｒａｇｏ) 于 １９０２ 年提出的国际法原则ꎬ 反对

大国以索债为由ꎬ 对拉美国家进行干涉或占领ꎮ １９０７ 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ꎬ 在德拉戈主义基础

上通过了 «德拉戈—波特公约»ꎬ 规定一国政府不得以武力向另一国索取债务ꎮ 但在债务国拒绝接受

国际仲裁或否认经国际仲裁做出的决定时ꎬ 债务国可以使用武力ꎮ
墨西哥外长埃斯特拉达提出的国际原则ꎬ 各国对新政府的承认是自然而然的ꎬ 不必专门发表

声明ꎬ 这意味着承认各国的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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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ꎮ① 冷战后ꎬ 虽然拉美国家在不干涉原

则上的立场有所改变ꎬ 承认在民主、 人权及其他跨国问题遭到威胁时ꎬ 主权

在一定程度上要让位于集体行动ꎬ 但是拉美国家坚决反对大国滥用制度霸权ꎬ
实施新干涉主义ꎮ 比如ꎬ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提出了 “保护

中的责任” (ＲＷＰ)ꎬ 反对西方国家以 “保护的责任” (ＲＴＰ) 为名推行新干

涉主义ꎮ 此外ꎬ 中拉在合作中努力打造平等合作的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习近

平主席在加中拉论坛首脑会议上承诺ꎬ “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不分大小、 强

弱、 贫富ꎬ 都是中拉论坛这个大家庭的平等成员ꎮ 大家应该坚持友好协商、
共同建设、 共享成果的理念ꎬ 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ꎬ 最大限度凝聚共识ꎬ 打

牢整体合作政治基础ꎮ”② 第三ꎬ 中拉都主张国际关系的法制化及和平解决争

端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

表示ꎬ “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 公平正义的未来ꎮ 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

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ꎬ 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ꎬ 坚持民主、 平等、 正

义ꎬ 建设国际法治”ꎮ③ 拉美国家同样一直主张通过国际法捍卫国家主权和利

益ꎬ 许多拉美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隶属于法学ꎬ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将其置于

政治学范畴ꎮ
３ 中拉都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拉美是全球治理论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近年ꎬ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

起ꎬ 拉美国家ꎬ 特别是巴西、 墨西哥这些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兴趣越来

越大ꎬ 作用不断提升ꎮ 巴西、 墨西哥和阿根廷成为 ２０ 国集团的成员ꎬ 巴西还

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组成了国家集团ꎬ 如巴西与印度、 南非组成了 “三国对

话论坛” (ＩＢＳＡ)ꎬ 与中国、 印度和南非组成了基础四国ꎬ 与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南非组成了 “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ꎬ 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 气候变

化谈判和国际体系改革ꎮ 墨西哥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与韩国、 印度尼西亚、 土耳

其、 澳大利亚组建的 “中等强国合作体” (ＭＩＫＴＡ)ꎬ “努力在全球问题日益

突显和现有国际秩序面临重建的大坐标系下集聚智慧、 凝结力量ꎬ 进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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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核心集团”①ꎮ 另外ꎬ 拉美在推动全球网络治理ꎬ 全球

贸易谈判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ꎮ 拉美国家是全球治

理议题重要发起者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ꎮ ２０１３ 年斯诺登事件后巴西发

起加强全球网络治理的倡议ꎻ 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的谈判中巴西组织了发展中的

“２０ 国集团”ꎬ 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ꎮ 此外ꎬ 拉美还积极充当全球治理

问题谈判的组织者ꎮ 墨西哥和秘鲁先后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组织了联合国气

候变化谈判会议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继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的 ２０
年ꎬ 巴西再次主持了 “里约 ＋ ２０” 峰会ꎬ 成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墨西哥还在洛斯卡沃斯主办了 Ｇ２０ 第 １７ 次峰会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ꎬ 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中ꎬ 巴西、 墨西哥提高了 ＩＭＦ
的份额和投票权ꎮ 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ꎬ 中国非常看重拉美国

家ꎬ 特别是巴西的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峰

会上明确指出ꎬ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

发展、 弘扬多元文明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ꎮ②

三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构建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ꎬ 而且提出实现这

一目标的路径ꎬ 即五位一体的目标: “建立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ꎬ 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 经贸上合作共赢、 人文上互学互鉴、
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 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

格局ꎮ” 虽然中拉关系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ꎬ 目标很明确ꎬ 路径也很清晰ꎬ 但

由于中拉关系发展的内外环境及中拉共同身份认同的变化ꎬ 中拉构建命运共

同体事业仍面临巨大挑战ꎮ
(一) 内外环境面临新挑战

目前中拉关系仍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ꎬ 但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自身政治

经济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ꎬ 中拉关系发展面临巨大

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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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影响中拉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中国经济经历 ３０ 多年

的高速增长之后ꎬ 经济增速逐步放缓ꎬ ＧＤＰ 增速从 ２０１２ 年以前的 １０％左右滑

落到近年来的 ８％以下ꎬ 且下行压力加大ꎮ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

速ꎬ 主要是由动能转换及结构调整造成的ꎬ 而这种调整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ꎮ
因此ꎬ 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将会是一个常态ꎮ 由于中国与拉

美国家经济的相互依存性ꎬ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拉美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

国经济增长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拉动作用ꎬ 但中国经济减速也将对

拉美国家经济产生不利影响ꎮ 此外ꎬ 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也将影响中国对

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结构ꎮ
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 政治周期和政治生态也将对中拉关系产生一定影

响ꎮ 伴随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以及拉美国家经济的减速ꎬ 新世纪以

来拉美地区左翼政府执政的粉红色浪潮出现逐步退潮ꎬ 政治钟摆开始右转ꎬ
一些国家右翼政府上台执政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底ꎬ 阿根廷中右翼的马克里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ꎬ 终结了左翼基什内尔政府 １２ 年的执政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巴西总统罗塞夫遭参议院弹劾调查ꎬ 被终止总统职务ꎬ 由巴西民主运动

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中右翼临时政府上台ꎬ 这有可能终结左翼劳工党政府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执政地位ꎮ 另外ꎬ 一些国家右翼力量在选举中获胜ꎬ 实力增

强ꎮ 如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ꎬ
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举行的谋求连选连任的公投中失

败ꎮ 拉美政治周期右转及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中拉关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ꎮ 其

一ꎬ 拉美政治经济变化可能影响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环境ꎮ 拉美多数国家政治

周期的转换都实现了平稳过渡ꎬ 但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周期转换过程中ꎬ 左右

翼力量的博弈和冲突有可能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ꎬ 从而影响中拉贸

易及投资环境ꎬ 甚至一些国家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并危及中国公民的安全ꎮ 目

前ꎬ 与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 ３ 个南美大国阿根廷、 巴西和委内瑞拉ꎬ 在政

治上都发生变化且经济表现较差ꎮ 据 ＩＭＦ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拉美经济增长仅

为 － ０ １％ ꎬ 阿根廷、 巴西和委内瑞拉 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为 １ ２％ 、 － ３ ８％ 和

－ ５ ７％ ꎮ 另据巴西的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季度巴西经济的下滑比预期更为严

重ꎬ 经济收缩 ５ ４％ ꎮ① 委内瑞拉经济衰退幅度最大ꎬ 债务危机及食品短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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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发的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令国际社会担忧ꎮ 其二ꎬ 对外政策及对外关系

调整可能对中拉关系造成影响ꎮ 拉美右翼政府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靠近美

国ꎬ 在委内瑞拉问题、 人权问题等方面追随美国ꎬ 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成为这

些国家的外交优先目标ꎮ 阿根廷马克里政府 “为了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民主国家建立贸易、 经济和外交上的伙伴关系ꎬ 将外交部北美处的人员编制

增加了一倍”①ꎻ 马克里政府不仅与 ＩＭＦ 建立信任关系ꎬ 重返国际资本市场ꎬ
还致力于加入 ＴＰＰ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接替罗塞夫任职的特梅尔政府已表示ꎬ 将

奉行 “新的外交政策”ꎬ 新政策的外交重点回归传统伙伴ꎬ 特别是阿根廷、 美

国和欧盟③ꎬ 这也引发了巴西是否会退出金砖国家组织的猜想④ꎮ 其三ꎬ 拉美

正处于政治变动过程中ꎬ 在右翼政府回潮的同时左翼政府并未完全退潮ꎬ 左

右翼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可能影响拉美一体化的发展ꎬ 特别是拉共体的发展ꎬ
进而影响到中拉整体合作ꎮ

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将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ꎬ 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ꎬ 给中国和拉美国家都造成较大

影响ꎬ 并逐渐波及中拉双边贸易ꎮ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中拉贸易增速放缓ꎬ 中国海

关统计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拉贸易额与上年

相比分别只有 ０ １１％和 ０ ７２％的增长ꎬ ２０１５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 － １１ ３８％)ꎮ
中拉贸易增速放缓甚至下降ꎬ 主要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起ꎬ 并非由中国从

拉美进口减少造成ꎮ 相反ꎬ 中国从拉美进口的主要产品的数量都有较大增长ꎬ
其中ꎬ 大豆进口增长了 ２８％ 、 铁矿石增长 １０％ 、 铜增长 ２２％ 、 石油增长

２６％ ꎬ 而且超过同期中国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同类商品的数量ꎮ 此外ꎬ 欧洲难

民危机、 不断加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及英国退欧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

政治的不确定性ꎮ
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拉贸易增速放缓及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等因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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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对于中拉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ꎬ 认为 “中拉贸

易的美好时光终结了”①ꎮ 美国学者戴维马雷斯认为ꎬ “在当前宏观经济背

景下ꎬ 中拉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困难时期ꎮ 过去一直说中拉合作是 ‘赢—赢’
模式ꎬ 如今有可能变为 ‘赢—输’ 模式”②ꎮ 而哥斯达黎加外长冈萨雷斯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则认为ꎬ “不应该把中国理想化ꎬ 中国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

者ꎬ 美国也不是ꎬ 我们生活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③ꎮ 无论何种观点ꎬ 中拉关

系特别是中拉互为发展利益的关系定位正在面临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ꎮ
(二) 中国与拉美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

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ꎬ 而发展不平衡又导致各国地位及

身份认知的变化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共同的身份认同是中拉

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ꎮ 但随着拉美国家身

份的变化及对中拉关系认知的变化ꎬ 中拉合作的政治基础也经受着一定的考

验ꎮ 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改变一些拉美国家对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ꎬ 如墨

西哥和智利分别于 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先后成为 ＯＥＣＤ 成员ꎬ ＯＥＣＤ 理事会还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开始讨论接纳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事宜ꎮ 加入 ＯＥＣＤ 意

味着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变化ꎬ 身份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ꎬ 还

有可能体现在政治方面ꎮ 以墨西哥为例ꎬ １９９４ 年墨西哥在加入 ＯＥＣＤ 的同时ꎬ
退出了发展中国家集团 “７７ 国集团”ꎬ 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ꎮ 在

地区一体化、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许多问题上ꎬ 墨西哥不再坚持发展中国家

的立场ꎬ 而是试图充当桥梁作用ꎬ 即美国与拉美之间、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桥梁ꎮ
此外ꎬ 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的认知也正在发生变化ꎬ 中拉经贸结构失衡

使拉美一些学者认为中拉合作不再是 “南南关系”ꎬ 而呈现出 “南北关系”
的特征ꎮ 贸易方面ꎬ 中国向拉美出口制成品ꎬ 进口初级产品ꎻ 投资方面ꎬ 中

国向拉美输出资本ꎬ 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资源部门ꎮ 这种经贸结构加剧了拉美

国家的再初级产品化ꎬ 初级产品占拉美国家出口的比重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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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 «中国与拉美关系: 是处困难期ꎬ 还是最佳期?»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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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 / ４ 提高到现在近一半左右ꎮ① 此外ꎬ 中拉经贸结构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去工

业化ꎮ 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ꎬ 虽然中国对自然资源的进口需求对过去

１０ 年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和财政收入产生了积极的结果ꎬ 但拉美地区在工业

化政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ꎬ 从长期来看这对拉美的发展是不利的ꎮ 基于此ꎬ
一些学者对中拉经贸关系是否是 “双赢” 提出质疑②ꎮ 有些学者或媒体甚至

认为中国对拉美实施新殖民主义ꎮ

四　 对策与前景

面对中拉关系发展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给中拉

关系带来的挑战ꎬ 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ꎬ 在努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解决好

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ꎬ 与拉美国家携手共同应对挑战ꎬ 不为一时的得失、 困

难和挑战而动摇既定的目标ꎮ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性调整将给中拉经贸关系带来一定挑战ꎬ

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仍运行在 ６％ － ７％之间ꎬ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名列前

茅ꎬ 所以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发展仍充满期待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墨西哥新上台

的革命制度党看好中国的发展ꎬ 认为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ꎬ 未

来的众多机遇也在这个地区ꎬ 因此墨西哥必须走进亚洲ꎬ 重新界定对华关

系ꎮ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墨西哥前夕ꎬ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指出希望

中墨两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开启经济互补新时代大门的经济关系ꎬ 中墨两国作

为巨大历史财富和千年文明的继承者ꎬ 都有责任为了共同的未来而联手ꎮ④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巴拿马当选总统表示ꎬ “中国代表着未来”⑤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联

合国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报告指出ꎬ 由于财富的转移效应ꎬ 过去 ２０ 年世界经济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ｎｎ Ｐｉｎｅｏ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ꎬ Ｊｕｌｙ ２９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ｈａ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ａｎｄ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ｗｈａｔ － ｙｏｕ － ｎｅｅｄ － ｔｏ － ｋｎｏｗ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３０]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ａ Ｗｉｎ －Ｗｉｎ?”ꎬ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Ａｒｓｈｔ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ａｍ / / ＡＣ＿ ＣＨＩＮＡ０９０９１５ＤＰ ｐｄｆ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５]

Ｌｕｉｓ Ｍｉｇｕｅ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ｓꎬ “¿ Ｑｕéｑｕｉｅｒｅ Ｃｈｉｎａｄｅ Ｍéｘｉｃｏ?”ꎬ Ａｂｒｉｌ ３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ａ
ｃｏｍ ｍｘ / ｃａｊａ － ｆｕｅｒｔｅ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０２ / ｑｕｅ － ｑｕｉｅｒｅ － ｃｈｉｎａ － ｍｅｘｉｃ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５]

付志刚: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撰文称赞墨中关系: 面向共同未来的千年古国»ꎬ 载 «光明日

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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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 必要性、 可能性及挑战　

引力的中心已从 ＯＥＣＤ 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ꎬ 中国将继续是 “游戏规则的

改变者”①ꎮ 虽然拉美政治右转可能对中拉关系产生一定影响ꎬ 但在促进经济

发展目标上ꎬ 拉美左右翼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ꎮ 只要中国的发展对它们有利ꎬ
且中国致力于推动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中拉关系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就不会受到根本的影响ꎮ 尽管阿根廷的马克里总统在竞选和当选后多次表示

要重新评估阿根廷与中国签署的条约ꎬ 但同时也表示这种不满主要是不满前

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ꎬ 而不是对与中国达成的协定不满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巴

西新外长也表示将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ꎬ 寻求亚洲、 印度和中国的新市场ꎮ
此外ꎬ 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中右翼政府上台后ꎬ 其经济政策回归正统ꎬ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ꎬ 放松对经济的管制ꎬ 从长期来看将对拉美国家经济

发展和中拉合作带来新的机会ꎮ 比如ꎬ 阿根廷和巴西新政府都奉行更开放的

贸易政策和更灵活的一体化政策ꎬ 希望使南共市成为一个真正的贸易集团ꎮ③

这意味着南共市成员可单独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ꎬ 从而使中国与乌拉圭、
阿根廷等南共市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可能ꎮ

在促进中拉务实合作方面ꎬ 最重要的是将中拉经贸合作框架落到实处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与拉共体领导人会晤时提出的 “１ ＋ ３ ＋ ６” 的务实

合作框架被写入 «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论坛北京宣言» 之中ꎬ 目前的关

键问题是将这个合作框架落到实处ꎮ 在 “１ ＋ ３ ＋ ６” 的务实合作框架中ꎬ “１”
就是 “一个规划”ꎬ 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ꎬ 制定 «中国与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ꎬ 实现各自发展战略对接ꎻ “３”
就是 “三大引擎”ꎬ 即以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为动力ꎬ 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

面发展ꎬ 具体目标是 １０ 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 ５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对拉美投

资存量达到 ２５００ 亿美元ꎬ 向拉美提供 ３５０ 亿美元的贷款ꎻ “６” 就是 “六大领

域”ꎬ 即以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制造业、 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为

—１２—

①

②

③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ＡＦ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４６２１８ － ｅｎ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８]

“Ｍａｃｒｉ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ｓꎬ Ｓａｙｓ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ｍｅｒｃｏ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８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８]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Ｏｎｅ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ｓ Ｍａ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Ｓｅｒｒａ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ꎬ Ｍａ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ｍｅｒｃｏ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２３ /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 ｏｎｅ － ｏｆ － ｂｒａｚｉｌ － ｓ －
ｍａｉ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 ｓｅｒｒａ － ｗｈｏ － ｉｓ －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 ｉｎ － ｂｕｅｎｏｓ － ａｉ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９]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合作重点ꎬ 推进中拉产业对接ꎬ 推动中拉互利合作深入发展ꎮ① 此外ꎬ 推动中

拉经贸结构转型ꎬ 使中拉经贸关系超越互补性ꎮ 新世纪以来中拉贸易和投资

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中拉之间的高度互补性ꎬ 但拉美国家经济也出现了再初级

产品化和去工业化的问题ꎬ 对此ꎬ 中拉双方应从贸易和投资入手ꎬ 调整中拉

贸易关系的结构ꎮ 在贸易上ꎬ 拉美国家希望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ꎬ 提出将

中拉贸易从 “产业间” 贸易向 “产业内” 贸易转移ꎮ 要实现这一目标ꎬ 拉美

国家在进行产业调整以及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ꎬ 中国应适度扩大对拉美国

家的贸易开放ꎬ 增加拉美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ꎬ 扩大拉美国家对华出口产品

的多样化ꎬ 减少拉美国家经济的脆弱性ꎮ 在投资上ꎬ 调整投资结构ꎬ 促进对

拉美的产业投资ꎬ 通过中拉产能合作ꎬ 使拉美国家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

赖ꎬ 在初级产品超级繁荣周期结束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合作共赢是构建命运共同体、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理念之一ꎬ 因此ꎬ

减少外部因素对中拉关系的影响ꎬ 实现中国与拉美国家以及拉美以外大国的合

作共赢也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选项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

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闭幕后表示ꎬ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间的

合作是南南合作ꎬ 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ꎬ 不会影响也不会取代各自与其

他国家、 其他地区间已有的交往与合作ꎻ 中拉合作基于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ꎬ
不针对第三方ꎻ 中拉合作秉持开放、 包容和平衡理念ꎬ 不排斥第三方ꎮ② 虽然美

国是影响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发展的最大域外国家ꎬ 但不应过度夸大

美国因素ꎬ 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关系ꎬ 但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

关系和维护全球稳定的共同责任ꎮ 中国和美国在拉美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ꎬ 拉

美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ꎬ 因此应继续加强中美在拉美事

务上的战略对话ꎬ 保持对双方对拉战略和政策的透明度ꎬ 增强政治互信ꎮ 同时ꎬ
中美双方在拉美地区保持良好的互信关系ꎬ 也是拉美国家的愿望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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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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