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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约军事力量逐步撤离伊拉
克与阿富汗的背景下， 中国开始更
加积极地扮演起两国地缘政治平衡
者的角色。

本月23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旋风式”突访伊拉克，这是中国外
长时隔23年首次访问这个饱受战争
创伤的国家。此前一天，王毅还访问
了阿富汗。

今年4月，伊拉克举行美军驻伊
部队 2011年撤离以来首次议会选
举；今年年底，北约部队将从阿富汗
全面撤离， 面对两国可能出现的地
缘政治真空，分析认为，中国外长对
两国的访问政治意味明显， 是中国
对伊外交和中东外交的又一次积极
主动之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学
者刘中民昨日对东方早报表示，在
美国从伊拉克撤军， 北约即将从阿
富汗撤军，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各
国的局势仍显动荡的大背景下，中
国更多地通过对中东国家进行投
资、 帮助中东国家重建等经济方式
来参与中东事务。同时，出于对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考虑， 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介入中东事务， 从而能够
更好地统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
设。但刘中民也表示，中国在处理中
东事务的问题上也有短板存在，那
就是中国在处理中东地区的安全事
务的能力仍显不足。

助伊打造完整石油产业链
新华社报道称， 伊拉克外交部

网站称王毅为10年来首位访伊的中
国高官。 伊拉克外长兹巴里称此访
是“历史性的”，意义重大。

“我到这里来本身就是重要的信
息， 因为中国外长很多年没有来了，
可以数一数多少年了。 ”在巴格达国
际机场，王毅展开双手作此表示。

对于王毅此访， 伊方给予了高
规格礼遇。 外长兹巴里亲自前往机
场接机。在一天的行程中，王毅分别
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伊拉克国民
议会议长努杰菲等人举行会谈。 此
后， 王毅与兹巴里还相携探望位于
巴格达中心的中国使馆。

“我的这次访问主要是一场‘支
持与合作之旅’”， 王毅在与兹巴里
会谈后共见记者时表示。

伊拉克拟定于4月30日举行国
民议会选举，2200万选民将选出325
名议员。然而，由于驻伊美军2011年
撤离该国， 该国国内的安全局势堪
忧。 国际社会普遍担忧此次选举或
许可能引发该国新一轮的冲突。

本月22日， 伊拉克选举委员会
发言人表示， 在伊拉克全国18个省
份中， 已有17个省下发选民证。 与
“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和其他反
政府武装占领了拉马迪和费卢杰等
地的部分区域， 导致安巴尔未能下
发选民证。

去年年底以来，与“基地”有关联
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反
政府武装在安巴尔省多地与伊拉克

安全部队屡屡交火，“伊拉克伊斯兰
国”夺取了安巴尔省重镇费卢杰控制
权并控制省会拉马迪部分地区。

就在22日，伊拉克提克里特市便
遭遇最新袭击， 武装人员引爆3辆装
载炸弹的汽车，致死至少5人，包括两
名警察。 另有18人在袭击中受伤。

王毅表示， 中国将在三个方面
为伊拉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第
一， 坚定支持伊拉克维护国家的独
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坚定支
持伊拉克加快政治重建和民族和解
进程。 王毅表示，无论是什叶派、逊
尼派还是库尔德族， 都是伊拉克大
家庭平等而重要的成员。 中方支持
各派推进和解，凝聚共识，支持伊拉
克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 坚定支持伊拉克政府反对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前驻伊朗、 阿联酋大使华
黎明表示，从时间节点分析，美国从
伊拉克撤军的两年后， 中国在伊拉
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已进入到新阶
段，同时伊拉克将在今年迎来大选，
访问的政治重要性不言而喻。“三个
支持显示了中国传统对伊政策的发
展和延伸。 ”华黎明说。

对于双方今后的合作领域，王
毅表示，中方将从能源、基础设施和
民生领域重建三方面对伊拉克进行
“重点帮助”。

在能源方面，王毅表示，中方企
业在伊石油领域作业多年， 经验丰
富，技术成熟，愿帮助伊方建立从上
游至中下游的完整石油工业体系和
产业链，提升伊石油产业水平。在基
础设施重建方面，王毅称，中方将继
续支持和鼓励更多有实力、 有信誉
的企业参与伊电力、通信、港口等基
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 并进一步加
强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 同时，
在民生领域， 中方将鼓励有实力的
中国企业扩大参与伊医疗卫生、污
水处理等涉及民生设施的重建。 同
时，支持伊加强自主发展能力，为伊
培养更多急需的各类人才， 帮助伊
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实际上，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已
经成为战后伊拉克重建的主要力
量，中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双边贸易
额也飞速增长。 联合国发布的数据
还显示，2003年至2012年，中伊两国
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34倍，2012年
达到175亿美元。 同时，伊拉克是中
国第六大原油进口来源国。 中国石
油以及中国石化在伊拉克均参与
大量油田的生产。 去年8月，伊拉克
副总理兼能源部部长侯赛因·沙赫
里斯曾表示， 伊拉克预计中国在
2014年将提升伊拉克原油的需求
量，与现在合同的水平相比，中国
的需求可能增加70%， 达到每日85
万桶。

在与王毅的会晤中， 伊拉克总
理马利基强调， 中国已成为伊拉克
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表
示，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伊拉克
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伊在基础
设施建设、能源、通信、人力资源培
训等方面有广泛合作。 除了传统领

域，当前双方也在探讨新能源、和平
利用核能、航天等领域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去年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
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伊拉
克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这“一带
一路”的交汇地。 在与兹巴里的会晤
中，王毅也专门提及，中伊两国将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为合作平台，实现共同
发展。 加强双方互联互通，共同促进
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实现资
源、技术、市场等优势互补。

阿遭遇一年来最严重袭击
22日， 王毅还访问了亚洲地区

另一个地区热点国家阿富汗。 由于
北约军队将于今年年底全面撤出，
阿富汗和解与重建进程迎来关键节
点。 在该地区可能出现地缘政治真
空的前景下， 王毅此访可被看作中
国政府就阿富汗局势的“主动出
击”。

当天， 王毅分别会见了阿富汗
总统卡尔扎伊、 外长奥斯马尼以及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潘塔。

在与卡尔扎伊的会见中， 王毅
表示，今年是阿富汗关键过渡年，我
此次访阿就是要传递一个明确信
息，中方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将继续
坚定奉行对阿友好政策， 坚定支持
阿国内政治和解与重建进程。

目前， 以美军为主力的国际部
队驻阿士兵约有十万余人， 计划于
今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大部分兵
力。不少国家深表担忧，认为塔利班
和“基地”组织会卷土重来。 几乎就
在王毅访阿的同时， 阿富汗东部一
处检查站遭武装袭击，19名士兵死
亡， 系阿富汗一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袭击事件。

实际上，自去年以来，中国已经
展开多项外交努力谋求“后美军时
代”的阿富汗布局。 去年以来，中国
已经和域内相关国家如印度、 俄罗
斯和巴基斯坦等国， 就多国联合部
队撤离后阿富汗可能带来的地区局
势问题分别进行过多场双边和三边
的对话。上月17日，中国还专门举办
了中俄印阿富汗问题磋商会议，重
点讨论了美军撤离阿富汗后的阿安
全局势， 以及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和
解进程等问题。

今年8月29日，伊斯坦布尔进程
第四次阿富汗问题外长会将在中国
天津举行， 王毅在会见阿富汗外长
奥斯马尼后表示， 中方期待同包括
阿方在内的各方密切合作， 确保该
会议取得务实成果。

王毅表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
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
善的阿富汗。

刘中民表示， 随着北约从阿富
汗撤军， 塔利班势力也在不断增
强。 阿富汗也会面临更严峻的恐怖
主义问题。 但需要注意的是，塔利
班内部也存在各种派别，比如有激
进势力和温和势力之分， 因此，要
善于利用塔利班内部的温和派来分
化塔利班的势力，以此促进塔利班
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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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长23年首次访问伊拉克
伊拉克大选前“旋风式”突访 中国已成为伊拉克最大贸易伙伴

�我到这里来本身
就是重要的信息，因
为中国外长很多年没
有来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联合国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03年 至

2012年， 中伊
两国之间的贸
易额增长了34
倍 ，2012年 达
到175亿美元。

34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