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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西亚新丝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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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能源视角看，建设一条经巴基斯坦直接伸向波斯湾的输油管通道，非常有

利于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若能建成中巴经济

走廊，并和海湾地区对接，便能通过阿拉伯半岛向非洲纵深辐射。 巴基斯坦与海湾六国

位于“一带一路”西端的交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西亚

新丝路一旦建成，不仅中国与沿线国家都能互惠互利，也能使西亚经济与东亚、东南亚

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不断增进和丰富“一带一路”的合作内涵，拓宽和延伸

“一带一路”的共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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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构想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

取得了一些早期果实，随后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宣告“一带一路”进入了

全面推进阶段。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一带一路”给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带来了新契机，成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创新性平台。

“一带一路”的范围相当宽泛，涵盖 ６０ 多个国家。 考虑到中东能源对于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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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的重要性，有专家学者提出了“构筑陆上新丝路，建设中东通道（或走廊）”的

建议，期望能够“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与共建国家“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共同繁荣”①之

愿景。

较之其他世界大国，中东在地缘上离中国更近。 站在中国的东部看，似乎十分遥

远；站在中国的西部看，其实就在家门口，是近邻。 从能源视角看，中国西部现有三条

线路通向中亚和西亚，一是源自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线；二是源自土库曼斯坦的输气

管线，三是拟议中的巴基斯坦输油管线。 前两条管线早已建成供油供气，但对于波斯

湾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鞭长莫及，影响有限。 因此，中国非常需要建设一条捷径，把

输油管线直接伸向波斯湾，确保中国的能源利益。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若能

建成中巴经济走廊并与海湾地区相联，便能合纵连横通过阿拉伯半岛向非洲纵深辐

射。 近年来，若干中东国家持续面临战乱，局势动荡，但总体上求稳定、谋发展已成大

势。 不少中东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寻求本国发展战略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愿景

对接②，就是明证。 本文就西亚新丝路的两个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和海湾走廊试

作探索。

一、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巴基斯坦与中国西部接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彼此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 进程与现状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中央召开“一带一路”工作会议，明确了海陆重点建设方向：陆

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此后，中巴经济

走廊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西部地区加快了落实“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对

接，明确了喀什经济开发区等项目选址。 巴基斯坦方面也正式启动了一系列与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相关的项目招标，为中巴经济走廊出海口瓜达尔港制定好了总体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与巴方领导人达成广泛共识，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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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就是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表示，这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巴基斯坦《黎明报》８ 月 １４ 日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

超在会见巴基斯坦媒体代表团时强调，中国将确保完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并努力促

进走廊区域内地区的发展。 中国将帮助巴排除一切可能影响走廊建设的不利因素。

中巴经济走廊将连通中国的喀什与巴基斯坦的巴瓜达尔港，打通中国通往中东及非

洲的线路，同时中巴地区也能获得通往海洋的出口，参与世界贸易。①

（二） 规模与内涵

中巴经济走廊北起喀什，南至瓜达尔港，计划建设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称，这条经济走廊将是一座世纪里程碑，它不仅惠及中巴两国，

南亚国家也将因此受益。

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方承诺投入 ４５６ 亿美元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其中

３３８ 亿美元投入能源领域，１１８ 亿美元投入基础设施领域（瓜达尔港占 ６．２２ 亿美元）。

双方决定先在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展开合作，未来逐步拓展到

农业、科技、金融、教育、文化、媒体等领域。②

（三） 意义与前景

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凸显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

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作用。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发

展战略紧密对接，为中巴两国务实合作搭建了平台，也进一步夯实了发展中巴全天候

战略合作关系和建设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民生改善和边疆稳定。

巴基斯坦还与印度、伊朗、阿富汗接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形成的贸易大通道

和物流网络将辐射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好地促进该地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并有

利于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北非等重要产油区的联通，确保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中巴经济走廊一旦建成，有利于提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心，促进

这些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红利。 同时，巴基

斯坦将成为拉近中国与中东和非洲的中心枢纽。 巴基斯坦官方表示，希望中巴双方

全面、平衡、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合作成果尽早惠及中巴民众。 巴方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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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经验，少走弯路多干实事，实现经济跨越发展。①

（四） 共建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巴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企业在巴承包工程业务不断扩大，

已涵盖电力、水利、港口、基础设施、资源开发、油气勘探等领域。 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中

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新签合同额 ２５．５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约 ４２．５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中国企业在巴合同额累计为 ３２８．４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累计为 ２７０．８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国在巴正在实施的项目有 ２４ 个，合同金额约 １１０ 亿美元，涉及

领域主要包括核电、煤电、风电、港口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承包工程有 Ｋ２、Ｋ３ 核电

站（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卡拉奇港散装货码头（中国港湾）、卡西姆燃煤电站（山

东电建三公司）、瓜达尔至纳瓦卜夏天然气管道（中石油管道局）等。 此外，中国企业

还在巴完成了一批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承包工程，工程质量和效果受到巴政府

和民众的好评，如卡拉奇港防波堤项目、卡西姆港 ＬＮＧ 进口码头项目（中国港湾）、

达瓦特大坝（中国水电建设）、巴基斯坦第一风力发电项目（中国水利对外）、卡西姆

港 ５６０ＭＷ 联合循环电站、古杜 ７４７ＭＷ 联合循环电站（哈电集团）等。②

（五） 安全挑战

对巴政府而言，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主要是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建设，巴方国内曾为之发生过“西线”和“东线”

的线路之争。

主张“西线”方案者认为，该线是连接喀什和瓜达尔港的最短线路，该地区资源

丰富，但经济落后，基础设施简陋，因此应优先发展该地区。 但最大的困惑是，该线覆

盖的地区安全状况较差。 与之对应的是“东线”方案，即绕开上述地区，假道旁遮普

省和信地省两地的方案。 这两省份在巴政府的直接管控之下，安全较有保证，从投资

者角度来说，“东线”颇具吸引力。 最终，在中方的催促下，巴政府采取了折中方案，

方使线路之争暂告段落。③ 但中巴双方都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并加以妥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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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造“一带一路”海湾走廊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关系密切，其中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联酋建立了战略友好

合作关系。 长期以来，中方一直在努力推动中海自贸区谈判。 海湾地区盛产石油和

天然气，经济上与中国的互补性很强，是中国的利益攸关地区。

海合会国家地处西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独特

地理优势，能源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和人口红利十分可观，除沙特外，阿联酋、卡塔尔、

科威特、阿曼、巴林五国，如同一串黑珍珠撒落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沿岸（历史上这

里曾以盛产黑珍珠著称）。 海合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感兴趣，目前经济发

展良好，政局稳定，民众殷实富裕，国家拥有一定的金融实力。 尽管这些国家经济规

模相对较小，人口亦较少，但合作一旦成功，不仅对整个中东地区可起示范效应，对北

非乃至非洲腹地都能产生辐射效应。 中国应积极推动与海合会国家共建“一带一

路”，并根据各自特点制订方案，加快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步伐。①

海合会国家均为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

作伙伴。 自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阿在各个领域

的合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其中，海湾国家为此做出了较大努力和贡献。 一些国际

知名智库在关于新丝路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前景，阿拉伯精

英人士强调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应该同步发生，因为这两个世界自古就

是通过丝绸之路相互连接的贸易伙伴。②

阿拉伯国家的盟主原本是埃及，但 １９７８ 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便被所有

阿拉伯国家抛弃，从此不再享有盟主地位。 中东变局后，海湾国家迅速崛起，渐渐成

为阿盟国家中独树一帜、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打造“一带一路”海湾走廊，目的就

在于要抓住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 虽说埃及自认是中东地区的关键国家，阿拉伯国

家的领头羊非它莫属，但按它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恢复大国地位恐怕还有待时日。

鉴于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阿联酋等国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来的热情和

积极性，中国应积极推动同这些国家的交流合作。 卡塔尔驻华大使不久前提出，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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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家是“一带一路”上的主要合作伙伴而不是中转站，①这是应该积极响应的，海湾

国家应该成为“一带一路”上的一个重要支点。

（一） 重要意义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启动，打造“一带一路”海湾走廊尚属提议，但仍不乏其重要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中阿合作的广度已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

彼此间的“新型伙伴关系”也已提升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不仅

中阿友好交往的内涵大大丰富，合作模式也有了创新，从而使中阿关系的发展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果。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阿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前景，也创

造了互利共赢的新机遇。 新机遇的出现，源于中阿双方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

是由中阿双方的客观条件和现实状况决定的。 事实证明，共同的利益需求是打造中

阿两大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两大民族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三，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处在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处，是古代丝绸

之路上与中国交流交往最密切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由阿拉伯

人传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② 今天，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使阿拉伯国家能够充分理

解共建新丝路的重要意义，并明确表示出良好的合作意愿，他们的态度对打造“一带

一路”海湾珍珠链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四，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模式上的创

新。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是中阿合作的趋势和方向。 “一带一

路”构想反映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新思路，也为处于“一带一路”交汇处的西亚北非国

家提供了机遇。③

第五，２０００ 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中阿人民友谊的纽带，曾给中国和阿

拉伯世界带来过和平与繁荣，今天中阿双方沿着历史足迹，顺应历史潮流，以更大勇

气和智慧，构筑一条持久和平、兴旺发达的新丝绸之路，续写丝绸之路新传奇，④必将

迸发出新的光芒与异彩。

·８８·

①

②
③
④

新华社：《我们是“一带一路”上的主要合作伙伴而不是中转站》，载《人民日报》在线阿文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朱威烈：《中阿合作开拓新丝路》，载《经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第 ５ 版。
吴思科：《“一带一路”，中国外交的新思路》，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７ 日，第 ８ 版。
姚匡乙：《中阿合作论坛”的新使命 ：构筑新丝绸之路》，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第 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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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阿拉伯国家正处于历史性的变动与调整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艰难

而又复杂。 谋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现实需要。 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提升同中

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构筑中国与中东的新丝路可谓中国“向

西开放”和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的有机结合。①

第七，中阿关系正形成多边与双边、官方与民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良性发展的

格局，中阿关系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由此可见，打造“一带一

路”海湾走廊正逢其时。

（二） 共建基础

在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坚

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与互利共赢，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

样化、社会信息多样化的潮流，有利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建

设西亚新丝路，打造海湾走廊的宗旨包括：一是要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

持续的发展，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二是要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

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

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② 海湾地区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丰

富的油气资源对于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态度决定一切，海湾国

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决定了中国与西亚国家的合作新丝路究竟

能走多远。

１． 沙特

沙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重要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态

度明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董事长萨乌德亲王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应该得到赞赏，因为它将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推动贸易往来。 他认为，“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各个

大洲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得到了重要的发展，我们也从中受益很多。 我们呼吁进一步

促进各个国家的经贸往来”。③ 他称，中国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正在从粗放式增长

·９８·

①
②

③

吴思科：《“一带一路”，中国外交的新思路》，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７ 日，第 ８ 版。
苗小龙：《“一带一路”建设下的能源合作》，石油观察网，ｈｔｔｐ： ／ ／ ｏｉ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１５５０＃０⁃ｑｚｏｎｅ⁃１⁃１７３４０⁃ｄ０２０ｄ２ｄ２ａ４ｅ８ｄ１ａ３７４ａ４３３ｆ５９６ａｄ１４４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李来房、郭信峰：《沙特亲王：“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新华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９ ／ ｃ＿１１１４７９８９８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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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追求质量、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这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亚洲是世界上重要

的经济力量，经济实力日益显著。 随着各国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认识加深，亚洲在

全球经济中必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①

２． 科威特

科威特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的战略性眼光，科威特将积极参与这一倡

议的实施。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科威特驻华大使祖维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科威特

是最早欢迎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 这一战略性倡议旨在各参与国之

间实现共赢，而亚投行的成立则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 李克强总理曾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建立中海自贸区的谈判。 祖维赫大使对此表示，成立自贸

区是海湾国家和中国的共同愿望，有助于促进双方的产品和货物在对方市场的流通，

有助于提升双方关系。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科威特期待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各领域开展更具建设性的合作，共同构建两国的伙伴关系。② 科威特正计划用 １３００

亿美元在科威特北部沿海索非亚地区建立一个新城，２０３５ 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

与欧洲的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枢纽。③

３． 阿联酋

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阿联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日益密切。 ２０１４ 年，

两国的贸易总额达 ５３８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初，阿联酋正式成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枢纽，以及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一站，阿联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广阔。 ４ 月 ２３ 日，阿联酋驻华

大使表示，阿联酋愿为“一带一路”贯通东西出力，迪拜应该能够成为“一带一路”上

的重要枢纽。④

迪拜原本就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物流的枢纽，中国与阿联酋共建“一带一路”不

仅有助于迪拜强化自身区位优势，更为两国快速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

实现互利共赢。 迪拜作为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拥有高度自由开

·０９·

①

②

③

④

李来房、郭信峰：《沙特亲王：“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９ ／ ｃ＿１１１４７９８９８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朱小龙：《科威特驻华大使：科威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５⁃０３ ／ １６ ／ ｃ＿１１１４６５６３９２．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吴毅宏：《“一带一路”中东走廊建设———风险把控及相关路径》，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１４ 页。

刘强：《阿联酋驻华大使：迪拜将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枢纽》，中国网，ｈｔｔｐ： ／ ／ ｕｎ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ｊｄ⁃
ｎｅｗｓ ／ ｔｘｔ ／ ２０１５⁃０４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８５５０６３．ｈｔｍ，登录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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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一流，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公司进入西亚、北非和

欧洲的门户，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２０１４ 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迪拜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①

４． 阿曼

阿曼地处波斯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素有“世界石油输出咽喉”之称的霍尔

木兹海峡沿岸国家。 阿曼与中国友好交往可谓源远流长，汉代时期，中国的货物就曾

经远销到阿曼的苏哈尔，苏哈尔因此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港口。 中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阿曼予以积极响应，并作为第一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加

入亚投行，成为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双方的合作也扩展到更为广阔

的空间。 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阿曼计划在其中部省杜库姆建设经济特区，

并明确表达了同中方合作的意向。 当前中国与阿曼的主要贸易是石油和相关产品，

在阿曼对中国的总出口中，石油出口占了 ８９．６％的份额。 中国是阿曼石油最大的消

费国，阿曼则是中国在中东的第四大贸易伙伴。②

５． 卡塔尔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对媒体表示，卡塔尔愿就

“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推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与合

作，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塔米姆强调，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意按照

与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多项重要共识，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高度。③ 目前，中国已经

与卡塔尔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卡塔尔是中东地区存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机遇的国家。 卡塔尔确定到 ２０１６ 年

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将超过 ６５０ 亿美元，涉及电力及供水、多哈新港建设、信息及

科技产业等领域。 中卡两国已达成共识，双方将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和高科技

领域，特别是交通、路桥、铁路、电信、国有企业、先进技术转移便利化等方面多种形式

的互利合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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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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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宏：《“一带一路”中东走廊建设———风险把控及相关路径》，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１４ 页。

刘凌林：《经济互补：中阿“一带一路”合作优势独具》，环球网，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ｈｏｔ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８１２５９１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杨元勇：《卡塔尔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０４ ／ ２１ ／ ｃ＿
１１１５０３４６５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吴毅宏：《“一带一路”中东走廊建设———风险把控及相关路径》，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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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巴林

巴林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

首席执行官哈立德·艾勒鲁迈希表示，巴林是西亚领先的金融中心，能在“一带一

路”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 巴林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活跃的贸易枢纽。 现在，巴林

已经做好准备，为中国企业进军快速增长的海湾市场提供帮助。 巴林目前拥有超过

４００ 家金融机构，也是全球伊斯兰金融机构密度最高的国家。 中国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在

巴林开设了代表处，是第一家在中东地区设立机构的中资银行。 巴林已成为中国在

海湾地区拓展银行业最重要的国家。 巴林龙城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开业，城内建有一个

１２ 万平方米的中国主题商场，容纳了约 ５００ 家中国企业。 丝路经济正在把中国与中

亚、西亚以及更广泛的周边地区有效连接起来。①

（三） 要点和路径

１． 观念上坚守“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精神。

“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打造海湾走廊必须牢牢坚守的原则，也是中

国向世界输出的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国的产品、技术、资金和设施。

这种精神产品在当今的中东是一种稀缺品。 当前，阿拉伯世界正处于一个相对动荡

的时期，不少国家之间矛盾重重。 这既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挑战，也赋予

了这一倡议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打造海湾走廊，海湾国家可以形成更具竞争力

的利益共同体，从“零和”走向“共赢”，为解决中东国家间的纷争提供全新的思路和

可能。 此外，合力打造海湾走廊必将创造出大量的发展机遇，有望造福于更广大阿拉

伯民众，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宗教极端思想，进而清除极端和暴力的土壤。②

２． 方法上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针对不同国家分别施策。

海湾六国面积大小、人口数量、油气资源储量都不同，因此各国的发展战略也不

同。 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需求，中国必须认真予以研究，积极回应，正确应

对。 海湾国家拥有雄厚的石油美元，但工业并不发达，属于畸形的石油经济体，其经

济基本局限在石油生产与石油化工两个领域，其他领域很薄弱。 城乡建设如房建、道

路、桥梁、市政设施等，基本靠外国公司与外国劳务。 各种轻纺、电子、电器以及各种

肉类禽蛋类甚至农产品等都基本靠进口。 对于这些国家，特别需要因地制宜，灵活应

变，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联合有较影响的国家如德、法、俄、土、印等国共同开拓海湾

·２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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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淼、刘姝君：《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巴林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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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庆国：《向海湾国家讲述“一带一路”须精细化传播》，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第 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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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中东“第三方市场”。

３． 已经入驻海湾国家的国企应为新丝路的构建积极发挥作用。

中国企业应认真研究海湾乃至中东市场的实际需求，开发和出口适合当地环境

的工程项目和产品。 根据各国的优先发展方向，制定本土化市场策略。 海湾地区平

均每年在进口食品方面需要投入约 １００ 亿美元，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该地区通货

膨胀不断加剧的重要因素。① 其他不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此类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这

些问题都应引起中国企业的高度重视。

４． 项目上积极满足海湾国家的实际需要，门类可以更宽泛。

能源合作在中国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可谓重中之重，这也是双方优势互补

的一个方面，除了油气资源与石化产品，其他方面中方较有优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人力资源方面更胜一筹。 过去海湾国家往往选择与西方国家合作，现已经有

所改变，常常受气受刁难的经历使他们逐渐改变观念，开始“向东看”，中国应抓住机

遇，尽量满足海湾国家的实际需要，搞好合作共建，使海湾国家切切实实地认识到，

“一带一路”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会给沿线国家及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海湾国家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但面临资金、技术与基础设施瓶

颈，中国可充分利用其与海湾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补等优势，通过合力共建，

把这些优势转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优势，实现与海湾国家的共同发展。

三、 构筑西亚新丝路的难点问题

愿景中的西亚新丝路由中巴经济走廊和海湾走廊组成，有两大问题需要认真面

对，一是巴阿边境地区的安全“黑洞”问题，二是“一带一路”沿线所有伊斯兰国家普

遍具有的“文化例外”问题。

（一） 巴阿边境地区的安全“黑洞”问题

巴阿边境安全“黑洞”问题是当年英国殖民者试图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时

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产生于巴基斯坦按杜兰德线建国后，由于按杜兰德线设定

的国际边界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存在严重错位，因此成为两国政府管理“失控”的地

区，致使这里出现巨大安全漏洞，无法填补，沦为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犹如“黑

·３９·

① 吴毅宏：《“一带一路”中东走廊建设———风险把控及相关路径》，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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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安全“黑洞”的影响深远，导致部落矛盾持续深化，冲突频发。 巴阿政府也分别

择时利用安全“黑洞”培植对方的敌对势力，给对方制造麻烦，其结果是，“普什图问

题”和“俾路支问题”成为巴方痼疾，苏美两国先后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塔利班等极

端势力兴起，阿富汗“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盛行且形成溢出

效应，给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从当前情况看，巴阿边境地区的安全“黑洞”问题依然存在，常有恐怖组织和极

端势力在该地区活动，巴政府对此一直束手无策。 如果境外的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

利用安全“黑洞”问题，扶植中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分子，与中方作对，

竭尽全力搞破坏，问题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① 现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启动，在

中方的巨额投资中，已有 ３３８ 亿美元投入能源领域，另有相当一部分将用于道路、油

气管道、光缆传输等方面的建设，线路长，途经地区难免接近安全“黑洞”前沿，潜在

威胁客观存在，对此应该谨慎防范，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

（二） 中海自贸区谈判中的“伊斯兰文化例外”问题

“文化例外”不同于文化传统，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禁忌等，它最先由法

国提出，目的是在自贸协议谈判或自贸区谈判中更有效地保护本国的优秀文化产品。

这一主张被海合会国家借鉴后，致使海合会国家与欧盟和美国的自贸协议谈判变得

遥遥无期。 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协议谈判于 ２００４ 年开始，２００９ 年一度中断，２０１４ 年

中国政府高层积极呼吁推动中海自贸区谈判，但当前中海自贸协议谈判仍不见起色，

看来要获取最后成功，仍任重道远。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协议谈判存在明

显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但某些阻碍自贸协议谈判进程的因素值得关注，搞清其原因

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与建设。

“伊斯兰文化例外”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所有伊斯兰国家，其主

要内涵包括：

１． 伊斯兰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公德、文化传统、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国家安全利益

等，一切经济活动均以不损害本国或本地区的伊斯兰合法利益为前提。 伊斯兰国家

都坚持伊斯兰信仰神圣不可侵犯。

２． 伊斯兰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自感话语权不大，凭自身实力难以影响谈判进

程，因此时常采用按自己的规则和解释，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

·４９·

① 姚远梅：《阿巴边界“黑洞”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困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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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伊斯兰国家坚持伊斯兰传统文化，抵御异族文化渗透。 伊斯兰教教义严格规

范并主导民众的一切生活。 伊斯兰国家一般都规定，凡违反伊斯兰教义和传统的文

化产品，都必须拒绝与抵制。

４． 伊斯兰国家为保护传统文化，建立了专门机构。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

背景下，伊斯兰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可避免。 为此，伊斯兰

国家一般都设有专门负责保护与监管传统文化的部门或机构，权力与责任明确。

５． 某些区域性行为体如海合会，反对成员国单独行动，要求对外一致行动，以便

共同坚守“伊斯兰文化例外”原则。①

伊斯兰国家采取“文化例外”政策，是受国内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法及国内环境

等方面影响而自然形成的，也正是这一政策，为这些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增添了难以

逾越的障碍，再加上其他不利因素如经济体制滞后，与发达国家不对称、贸易领域法

律法规尚未健全、投资环境缺乏保障性等，构成了许多伊斯兰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

瓶颈。

（三） 应对思路

中国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广大伊斯兰国家开展合作的背景不同于西方国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和传统友谊深厚，有着相似的遭遇，

宗教上与中国西部地区穆斯林民众存在天然联系。 优先发展与友好邻国之间的经贸

关系既得天独厚，又天经地义。 下面提出若干建议供参考。

第一，合力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和海湾走廊，共建西亚新丝路，是双方的共同意愿，

但在具体实施中，一要谨防巴阿边境地区安全“黑洞”的威胁，二须尊重伊斯兰国家

的文化传统。 伊斯兰国家强调伊斯兰特殊性是必然的，对此中方必须客观面对，做好

思想准备，应予以足够的尊重，若用盲目排斥的态度与立场对待，结果很可能适得其

反。

第二，适应时代，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合作，共享地球村，是伊斯兰国家的

切实愿望。 为此，伊斯兰国家也在努力变通自己的原则立场，不断健全和完善其对外

经贸合作的法律法规。 为了在经贸理念方面更接近当代世界，伊斯兰国家已在诸多

方面做出了修正和改革。 在这方面，中方完全可以利用中国包容互鉴的文化传统等

方面的优势因素，走得更远更好。 对于 “伊斯兰文化例外”，中方可能还需要更多一

·５９·

① 吴毅宏、钱学文：《海合会国家对经济合作中的“文化例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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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理解与宽容，多一点的耐心和灵活性，多一点互利双赢方面的考虑。

第三，中国西部地区可为“一带一路”发挥通道作用。 从宁夏主办的阿博览会的

发展情况看，包括海湾六国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意愿都在不断增强，

都希望中国商家前往这些国家投资。 鉴于中国西部地区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合作

中的优势因素，因此可以在中国西部选择个别较具人文优势和传统关系的地区作为

先行区，探道问路，摸索经验。①

四、 结　 语

现在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需求不断扩

大，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鉴于油气利用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中国的油气供

应一旦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必然大受影响。 巴基斯坦与海湾六国位于“一带一路”西

端的交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巴经济走廊和海湾

走廊一旦建成，双方之间的资源禀赋、资金利用、市场潜力等，就能在有序自由流动和

优化配置方面，实现有效管理和掌控，不仅中国与共建国家都能互惠互利，也能使西

亚经济与东亚、东南亚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不断增进和丰富“一带一路”

的合作内涵，拓宽和延伸“一带一路”的共建空间。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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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毅宏、钱学文：《海合会国家对经济合作中的“文化例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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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Ｓ．； Ｂｌａｃｋ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ＡＮＧ Ｙｅｚｈａｏ， Ｐｈ．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ｅｆ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ｔｃ．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ｗｈｏ ｌａｃｋ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ｏｕｌｄ ｍｅｒｅ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ｂｙ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Ｕ Ｄ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８３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ｈｏｒｔｃ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ｉｌ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ｉｎｏ⁃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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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ｎｄ Ｇｕｌｆ Ｐｅａｒｌ Ｃｈａｉ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ＧＣ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ｓ ｂｕｉｌ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ＧＣＣ；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ＱＩＡＮ Ｘｕｅｗ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７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ｒ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７０ｓ， ａｎｄ ａ
ｇｒ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ａｙｏｕ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ｅｓｈ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ｄ⁃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ｆ⁃
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ｕｓ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ｒａ ａｎｄ 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Ｍ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ｐ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ｗｉ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ｓ ｎｏｔ ａ ｐｒｉｖｉ⁃
ｌｅｇ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ｒａ； 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Ｍ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ｌｉａｎｇ， Ｐｈ．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

１０８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ｒｍ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ｕ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ｔｓ ｓｔ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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