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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专题讨论

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孙 德 刚
摘

要：自“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双方良好的政治特殊关系，这种

政治特殊关系既不同于联盟关系，又超越了普通国家间合作关系，具有“战略合作”之特点。未来十年，
中阿战略合作将迎来历史机遇期，但“中阿合作论坛”能否上升为类似于上合组织的多边组织，主要受
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促进因素来看，中阿双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重大国际问题持相似看法，不
断增强政治互信，共同倡导政治多极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文明对话，这已成为中阿战略合作的利益和
价值基础；从制约因素来看，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其缓慢的一体化进程和在安全上依靠西方国家，
亦影响其与中国战略合作的深度。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还须消除“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
论”对双方民众的影响，提升对方在中、阿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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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未来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既迎来战略机遇期，也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中国和 22
个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拥有相似的国情，均强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倡导渐进式
改革和维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关于此问题，
目前学界已作了一些探讨，并得出初步的结论。安惠侯大使认为，新时期中阿合作具有广泛而坚
[1]58

实的战略基础，包括战略层面、安全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

李荣研究员认为，
[2]2

21 世纪初，中阿关系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从中阿合作的阻力和动力来看，机遇大于挑战；

李伟建研究员则认为，冷战后阿拉伯世界正进入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来自美国和本
[3]5

国内部巨大的改革压力，中阿关系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看，学界对当前中阿关系的

性质主要有“全面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和“新型伙伴关系”等多种定性。
本文认为，当前的中阿关系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其广度与深度正在不断增强。
将新时期的中阿关系定性为“战略合作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三点：1.中国的崛起本质是和平
发展，它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而非挑战，将给其他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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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时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再度复兴；2.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稳定的
周边环境，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存在广泛的共同
[4]140

利益，双方战略合作关系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如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的：
“回

眸近二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被耽误的历史机遇太多太多了。我们有一百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振奋起来，加强合作、加快发展，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心
存疑虑、踌躇不前。任何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负、有作为的企业家和社会
[5]

各界人士，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伊拉克战争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①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

中国自阿拉伯国家进口

中阿进出口总额

2003

123.78

130.56

254.34

2004

176.27

190.81

367.08

2005

276.6

236.4

513.0

2006

315.0

339.7

654.7

2007

409.7

454.3

864.0

2008

702.6

625.8

1328.4

2009

559.63

522.76

1082.4

新时期，中阿合作主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1.传统的全天候友谊；2.市场等价交换原则；
②

3.双方的地缘战略和安全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对海外市场、原材料、燃料和资
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
利益共同体局面。在全方位外交的新理念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美国、欧盟、日本、韩
国、东盟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包括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国政府试图与阿拉伯国家
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为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以埃及、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为代表
的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积极谋求对华战略合作关系，为中阿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二、中阿政治特殊关系：战略合作的视角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健康的政治关系必将带动良好的经济关系，经贸关
系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晴雨表”。这是因为，当 A 国与 B 国开展经贸合作时，如果 B 国是 A 国
的敌人，B 国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会增强其国防能力，从而间接有损 A 国的安全；如果 B 国
是 A 国的朋友，B 国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会增强其自身国防能力，从而也间接有利于 A 国的
③

安全。 因此，政治领导人经常利用各种“政治杠杆”来限制同敌国的经贸合作，扩大同友国的经
贸往来。例如，冷战后中国与美欧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反倾销问题、市场准入问题、贸易逆差
问题等摩擦不断，这与双方不健康的政治关系存在重要联系。相比之下，中阿在经贸领域发展势
头良好，与双方积极的政治关系无疑有关。2008 年，中国企业对阿直接投资额 7 亿美元，同比增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和《阿拉伯世界研究》2004～2009 年每年第 3 期中阿贸易额整理而成。
② 关于这一点，王逸舟教授曾提出中国外交的十大特色与一系列难题，参见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
对外交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5 期，第 6-18 页。
③ 关于国家对贸易伙伴选择的偏好可参见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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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0%；阿拉伯国家企业在华实际投资额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 2009 年，尽管受全球金融
危机的冲击，但双方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经贸关系，双边贸易额仍达到了 1082.4
亿美元，在能源、金融、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普遍
签署了双边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贸混委会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混
委会。

[7]

根据合作范围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国家间关系大体可分为联盟关系、准联盟关系、战略合作
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普通国家间关系、敌对或潜在敌对关系六类。
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不同层次性

联盟关系

准联盟关系

战略合作关系

建设性合作关系

普通国家间关系

敌对关系或潜在敌对关系

第一，联盟关系是学界探讨较为深入的一种类型。20 世纪常常被称作是“联盟的世纪”。1949
年北约成立；1950 年中苏结盟；在后来五年的时间里，华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相
继成立，联盟战略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8]371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只有将安全合作
[9]52

内容以正式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它以法律效力才是真正的联盟

，这是目前主流联盟理论

的界定。如凯格利（Charles W. Kegley）与威特考夫（Eugene R. Wittkopf）认为，联盟属于联合
（Coalition）
，但并非所有的联合都属于联盟。联盟本质上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增强它们
之间的相互安全，通过集合军事力量、承诺协调政策而签订的正式协定。

[10]463

《现代汉语词典》
[11]785

也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

据此，

只有签订正式军事协定的安全合作才可称为联盟。
第二，比联盟关系次之的是准联盟关系，它是决策者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实施的安全
合作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双方尽管存在合作的基础，但尚未形成全面合作的架构，合作的领
域往往也停留在浅层次。
第三，比准联盟关系次之的是战略合作关系。何谓战略？简单地说，战略就是“组织力量以
达成目标的行动规划”，决策者既要考虑战略目标、战略途径和战略手段，又必须对复杂的决策过
程有所谋划。战略是政治领导人的全局规划，指导政府连接诸项政策的核心逻辑，这一逻辑表明
了政府的设想，即根据国家的能力、手段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如何最为明智地服务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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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和目标。①战略的第一步是确定国家安全目标，第二步是制定大战略，第三步是制定军事战
略，第四步是制定作战战略；第五步是制定具体的战术。②
战略合作关系是一种新型政治与安全合作关系，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它是大国（包
括大国集团）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关系，凸显大国和大国集团在世纪之交的重要作用。2.它往往
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宣传色彩，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模糊。各种战略合作关系的名称往
往能够体现双边关系的亲疏程度，中国同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合作关
系从语义上看具有一定的微妙区别。3.它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伙伴关系网，使几乎所有大国都高度
重视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战略地位，似乎伙伴关系完全成为一种资产，没有将其视为累赘（成
员之间无需担心安全困境问题），因此政治领导人坚信，伙伴关系的数量越多，战略资源越丰富。
4.它与地缘政治紧密相连，大国和大国集团领导人主要从本国的地缘政治出发，并站在全球的视
角审视自己在 21 世纪的战略利益，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往往促进了地区整合。5.它体现了国际关
系民主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是主权平等，无论大小强弱都应有权参与国际事务，大国或大国
集团主导国际事务，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因此大国之间的伙伴关
系实际上挑战了西方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6.它体现了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如江泽
民在 1997 年 4 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讲话中指出的：“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
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支配其他国家
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③
2004 年以来，中阿双方政治特殊关系的推动力是什么？诚然，近年来国际体系出现了西强东
弱、北强南弱的特点，中国和阿拉伯总体上受到西方的压力，且常常被贴上“独裁”、
“专制”
、
“不
民主”、
“人权记录差”等标签，因此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在国际事务中长期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政治互信不断提高，中阿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它处于准联盟关系和建设性合作关系之间。尽管
其承诺的可信度不及准联盟，但却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战略合作关系与中阿双方奉行的“不
结盟”外交政策并行不悖。战略合作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有益补充，不结盟不等于否定战略合
作。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
[12]57

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

，而当时中国显然与美国建立了防范苏联

扩张的战略合作关系。战略合作的隐性逻辑是利用外部资源，同时维护外交的灵活性与独立性。
其次，战略合作可保证中阿双方的外交行动自由。联盟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减少自己的行动自由来
限制盟友的对外政策选项，它使国家付出的成本大大增加，却能限制盟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
① 参见金骏远著：
《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 页。
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认为：
“战略就是军事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
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其构成要素包括精神要素（精神素质及其作用
所引起的一切）、物质要素（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
、数学要素（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
心运动）、地理要素（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和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和统计要素（一切补给手段）。”参见克劳
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6 页。
② 参见唐纳德•斯诺著：
《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
，丹尼斯•德鲁著，王辉青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3-20 页。历史上政治领导人一般认为，只有军事战略才能够在短期内改变国家命运和国际关系格局。如被誉
为战后战略学研究之父的哈特（B. H. Liddell Hart）认为：
“一国的战略从属于大战略，大战略是更高层次的战略，
它要求国家整合所有的资源，实现战争的政治目标，包括该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以服从和服务于军事战斗。”
参见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A Meridian Book, 1967, pp. 321-322；李少军主编：
《国际战略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前言：“国际折冲需远谋”。
③ 冷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各种安全合作与合作安全类型，包括“战略合作关系”
、
“战略伙伴关系”、
“建设性
合作关系”
、“全面伙伴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等，名称繁多，实质内容也不一样，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
谢益显主编：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34 页。此外，比战略合作
更次之的是建设性合作关系、普通国家间关系、敌对或潜在敌对关系，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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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而使之行为更具确定性；战略合作扩大了各自的行动自由，使对方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
为，从而给安全合作增添不确定性，但它能够确保本国有更多的外交政策选项，减少构建联盟关
系所需要的制度运作成本。所以对于中阿双方来说，战略合作是一笔重要的外交资产。
新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第一，21 世纪初，世界权力
处于失衡状态。北约东扩及美日、美澳同盟进一步强化后，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受到较大
负面影响，印度近年来迅速崛起，俄罗斯也呈再度崛起之势，大国在安全上的协调增加，但在政
治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的大周边战略不得不向中东阿拉伯地区拓展；而美国推行的“大中东
计划”也对为数众多的阿拉伯政体构成了挑战。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客观上要求中阿在政治上对
西方大国的霸权行为形成一种“软制衡”。“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双方的政治交往日益频繁。
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出访沙特，在沙特发表了《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演讲。在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等诸多方面，中阿存在共识。阿拉伯世
界反美、仇美情绪至今仍比较浓，在制衡美国霸权、建立多极化格局、恢复大国均势方面，中阿
双方有共同的战略目标。阿拉伯世界具有独特的国际体系观，尚未被西方国际体系所主导，具有
鲜明的发展独立性，与东亚、东南亚和欧洲相比，美国和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较弱。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都属于东方，在国际秩序、民主与人权等问题上存在许多相似的看法，如民主不能
输出，也不能靠外部世界强加，民主必须与本国的价值观相适应，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主或伊斯兰民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更能促进世界的和谐共存；
应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反对动辄使用武力。目前各大国都在努力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力，包括美、欧、日、俄、印，甚至包括拉美大国。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近年来纷纷提出
阿拉伯版本的“东方主义”，强调要与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开展积极的外交关系，开展“大国
等距离外交”，客观上也有借重中国、维护大国平衡的需要。
第二，阿拉伯地区是中国拓展“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未来十年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维护
能源安全、拓展海外市场和增强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经
济增长客观上也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腾飞提供重要动力。阿拉伯国家对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反
“台独”、“疆独”和“藏独”努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发展中国家，没有根本
的利害冲突，在国际事务中向来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目前，22 个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与台湾当
局有官方往来，没有一个公开附和“台独”、
“疆独”或“藏独”，它们的支持有利于中国维护统一。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也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赞赏。此外，中阿战略
合作关系的构建有利于避免中国在同邻国或某个大国发生冲突时陷于孤立的境地，这些国家至少
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中国不主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强行推行“大中东计划”
，客观上也维护
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三、中阿推动战略合作关系的路径一：双边渠道
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主要依靠两个途径，一个是双边渠道，另一个是多边舞台。首先，
中国和阿拉伯文化存在差异，阿拉伯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派别和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亲密程度等
方面也差异甚大，这就要求中阿构建战略合作关系时需区别对待，尽可能找到合作的最大公分母。
从双边关系的视角来看，阿拉伯关键国家如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与中国的双边战略
合作关系内涵不断丰富，这些国家在地缘上分别是海湾、地中海南部和东北非的关键性国家。
首先，中国同沙特的战略合作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沙特是海湾地区大国，也是阿拉伯世界
34

的关键国家，还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发起国之一，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发挥积极作用。沙特是圣
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卫者，中沙安全关系的发展必将提升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
是，沙特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具有特殊意义。在海湾地区，沙特是重要的油气大国。近年来中沙油
气合作前景看好，而沙特官员和民众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满也成为中沙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的重要
动因。美沙关系的扑朔迷离、沙特近年来的大国平衡战略和“向东看”战略实际上为中沙战略关
[13]343-396

系提供了机遇。

胡锦涛主席于 2006 年和 2009 年两次访问沙特，足以证明中方对中沙关系

的重视程度。
其次，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处于亚洲与非洲、地中海与红海、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地缘位
置十分重要。尽管近年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内稳定的双重任务，但是一
直与中国保持战略关系。美国向穆巴拉克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施压、迫使其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将
[14]177-202

使其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包括利用中国平衡西方大国的压力。

埃及和阿尔及利亚

不仅是阿拉伯国家，而且是非洲国家，对于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均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就中国与苏丹战略合作而言，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成功表现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铺
[15]246-247

平了互信的道路；中苏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成为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纽带。

中国

与苏丹的战略合作关系是新兴合作型关系的代表。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苏丹陆续发现储量可观的油
田后，两国通过能源与贸易这两个纽带，开始逐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与苏丹开展战略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结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由于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一种
综合安全观，它要求领导人不仅关注主权、领土完整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而且要考虑市
场、就业、稳定和能源供应等低级政治领域的问题。

[16]297

全球化使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服从

和服务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在此背景下，苏丹的能源
开发为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也使中国获得了紧缺的“份额油”。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和苏丹的
能源合作不仅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苏丹是中
石油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1999 年，中石油开发苏丹穆格莱德盆地，2002 年产油 1268 万吨；
2003 年 7 月 25 日，中石油取得重大突破，在 3/7 区发现了世界级大油田，探明地质储量约 20 亿
桶，可开采储量约 6 亿桶。

[17]248-249

能源合作是中苏战略合作的基础，中石油的苏丹项目区是中国

最大的海外利益区。2006 年，中石油在苏丹的利润总额达 258 亿美元，净利润 146.9 亿美元，而
苏丹当年的 GDP 才 380 亿美元

[15]246

，中苏两国成为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苏两国的军

事交流与军事合作也不断拓展。2007 年 4 月 2 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曹刚川会见来访的苏丹武装
部队总参谋长哈吉·艾哈迈德·吉利（Haj Ahmed El Gaili）时指出，尽管中国和苏丹相距遥远，
但两国友谊深厚，军事交流进展顺利。曹刚川希望双方今后拓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①
苏丹积极推动阿盟与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密切合作，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
题上积极支持中国。中国在外交和政治领域也积极利用联合国舞台，维护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如中国政府认为达尔富尔问题完全是苏丹的内政问题，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反对西方
以制裁或胁迫的方式干涉苏丹内政，强调应以平等的方式劝说苏丹政府，提出建设性的忠告。2007
年 5 月，中国设立了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多次出访苏丹南部、其他非洲国家、欧洲与美国，
积极开展斡旋外交。中国还与联合国、非盟、阿盟和欧盟沟通，并利用 2007 年 7 月中方担任安理
会轮值主席的机会，推动安理会通过第 1769 号决议，促成了联合国、非盟与苏丹政府就在达尔富
[15]21-22

尔地区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达成一致，并向该地区派出 315 人的多功能工兵连。

21

世纪初，中国派往世界维和部队的人数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位，包括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积极参
① 关于中国与苏丹的军事外交，参见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704/02/eng20070402_363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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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2

与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的解决，这些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认知变化。
主席访问苏丹，与巴希尔总统举行了会谈。

2007 年 2 月，胡锦涛

[19]173

2008 年 7 月，国际刑事法庭以种族灭绝及反人类

等罪名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并准备签发逮捕令，开创了超国家机构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20]

治罪的历史先例，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忧虑。 近年来，中苏战略合作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
2009 年 2 月 4 日，胡锦涛主席与苏丹总统巴希尔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中国政
府指出：
“中苏都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平等互利、真诚友好的双边关系，对于深化南南合作，
谋求共同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21]

四、中阿推动战略合作关系的路径二：多边舞台
除双边渠道外，中国还以“中阿合作论坛”、阿盟、海合会、马格里布组织、联合国、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 国集团等为基础，积极开展与 22 个阿拉伯成员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整体的关系源远流长。1963 年 12 月 21 日，周恩来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
曾经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1.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
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
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5.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22]387

在上述多边舞台中，“中阿合作论坛”更具深远意义，使中阿双方互视为“战略合作关系”。
2004 年 9 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开罗召开，会议发表了《中国—阿拉
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该论坛作为双方在平等互利基
础上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框架，符合双方的共同愿望和现实利益，双方建立了平等、全面合作的新
[23]318

型伙伴关系。

2007 年 7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次高官会在开罗阿盟总部举行；2009 年 6 月 23
①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次高官会在北京开幕 ；2009 年 11 月，温家宝总理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演
讲时指出：
“相似的经历和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使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结下
[24]

了深厚情谊。中国人民视阿拉伯人民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促进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加强经贸和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中阿具有坚实的战略合作基础。
2010 年 5 月 13 日，
“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天津开幕，第一次公开将双边关系定性
为“战略合作关系”。温家宝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面阐
述了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看法及相关政策主张，提出确立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
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的车轮继续向前。中国同 22 个阿拉伯国家的战略
合作关系将开创中阿关系的新局面，使双方有更多的战略资源。
中国同海合会可以在未来十年建立更加紧密的多边战略合作关系。作为第一步，双方需加快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中国同阿盟也应建立更加密切的战略关系，以促使阿拉伯国家在对外政
策上更趋一致，利用阿盟多边机制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海外利益。中国则
应支持阿盟在中东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利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G20、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各种多边和地区组织，提升战略合作。

① 论坛成立后，双方举行了“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阿拉伯艺术节”、“中阿新闻合作论坛”
等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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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特点与问题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策的灵活性。中国不以政治
制度划线，也不以对方同其他大国关系亲疏划线，只要在新形势下有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
[25]34-41

益，都积极与之发展关系。如沙特是美国的特殊伙伴，但近年来中沙关系却取得了巨大发展。

第二，指向的内聚性。目前中阿构建正式联盟或准联盟关系必将引起美、欧、俄、土耳其、伊朗
和以色列的猜疑，且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公开挑战西方霸权也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容易成为
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遏制中国的借口，也容易落入“文明冲突论”的圈套。所以，中阿构建战略
合作时强调互惠合作，不针对第三方。第三，程度的有限性。中阿战略合作将秉承“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方针，且主要限于政治合作，避免卷入中东纷争之中。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处于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对抗的前沿，西方试图改
造阿拉伯世界与后者的反制措施，客观上使双方处于对抗状态。尽管 2009 年奥巴马发表开罗讲话
后，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大大缓和

[26]

，但是双方在文化、价值观和国际体系观方面的矛盾与

分歧依然存在。因此，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储
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今后双方的经贸关系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广阔空间。
据统计，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份额约 2 万亿美元以上，而 2008 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额仅为 1300 多亿
美元，不到 10%，在中国 2.5 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总额中也仅占 5.3%。

[5]

当然，未来十年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也面临若干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
善解决，势必影响双方战略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第一，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团结问题。阿拉伯世界
并非铁板一块，各成员国拥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国情和政治发展模式，在对外战略上也有不同的
价值取向，甚至在诸如巴勒斯坦问题、对以政策、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等重大问题上存在歧见，
影响了中阿战略合作的效力。时至今日，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国际组织，中非
合作论坛实现了首脑峰会，但“中阿合作论坛”尚处于部长级，这与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和存在重
要关系。第二，阿拉伯世界区域一体化问题。与北美、欧洲、南美、东南亚、甚至是非洲相比，
阿拉伯世界的区域组织虽成立较早，但一体化程度较低，无论是阿盟和马格里布组织，还是海合
会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其往往都存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阿拉伯世界区域一体化
长期处于低水平，也将影响其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的战略合作。第三，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各自在
对方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就中国外交而言，根据“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舞台”的总体规划，中国将美、俄、欧、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国家作为外交重点，阿拉伯
国家至今仍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阿拉伯国家，许多成员将对美、对欧、对俄和对日关系视为
对外关系的首要，尤其是在安全上更是如此。例如，2008 年以来，美国在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领
土上维持了军事存在，其中卡塔尔 3432 人，巴林 1496 人，沙特 500 人，科威特 5000 人，阿联酋
[27]

546 人，阿曼 26 人，伊拉克 3.5～5 万人； 法国总统萨科奇于 2009 年 5 月 26 日正式宣布在海湾
建立首个永久性军事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军事基地，该基地可容纳 500 名陆、海、空战斗人
[28]

员；

2010 年，英国也在阿曼积极筹划建立军事基地。此外，法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吉布提，

俄罗斯在也门，伊朗在阿曼湾贾斯克也均筹划建立或加强军事基地。

[29]24

埃及、约旦、摩洛哥等

国也长期将对美安全合作视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如何打破大国在阿拉伯世界“零和博弈”的惯性
思维、实现各大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互利共赢，也是摆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面前的重要任务。第四，
如何消除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减少双方普通民众的误解，特别是在中国如何消除“伊斯兰威胁
论”和在阿拉伯世界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利用各自大众传媒，塑造在对方民众心目中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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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六、结语
国家间经贸关系往往是其政治关系的“晴雨表”，中美贸易摩擦与两国政治关系波动曲线常常
吻合。相比之下，2004 年以来，中阿经贸关系的稳步推进得益于双方战略合作关系的不断巩固和
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战略合作的精髓是保持战略灵活性，做到进退自如，所谓“见可而进，
见难知变”，根据收益—成本核算制定具体的战略合作政策。美国的联盟是其寻求和维护世界霸权
的工具；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旨在为中阿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它不以牺牲他国利
益为代价，其构建的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权的维护。战略合作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手
段，它丰富了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内涵。就与阿拉伯国家实施战略合作而言，中国可
借助双边渠道，也可借助多边舞台，如“中阿合作论坛”、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阿
盟、马格里布组织、海合会、阿拉伯石油输出口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
为深化中阿战略合作关系，今后双方可采取进一步措施：1.继续强化“中阿合作论坛”的政
治合作功能，使论坛向地区组织的方向发展；2.建立稳定的能源供应关系，开展互利经贸合作；
3.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包括中国在联合国、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积极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发展
权，阿拉伯国家则积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在中东的利益；4.加强军事交流，包括中国训练阿
拉伯国家的军官、开展联合反恐军事演习；5.加强高层领导人互访，增加双方民间往来和互派留
学生的规模；6.在制度上规范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各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渠道。总之，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对于中国增强能源安全、扩展海外商品和劳务市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
世界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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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Arab States Strategic Cooperation
SUN Degang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in 2004, the two sides

have forged special political relations. Such a special tie, different from alliance, has strategic attributes,
which has transcended the commo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decade, Sino-Arab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ll receive a golden historical opportunity. Nevertheless, whether the Forum will
rise to a formal organization like SCO is determined by two competing factors. The encouraging factors
are that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both highlight mutual-trust, multi-polarity, diversity of development
modes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discouraging factors are that Arab countries have intrinsic
internal discord, low integration and are heavily dependent on the west. To uplift the strategic relations,
China and Arab States should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Islamic threat” and “China threat” among the
people, enhance each other’s position in their overall diplomacy and respect each other’s vital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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