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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打造中东欧纵贯线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16+1 合作”机制，中国正在打通通往中亚
与中东欧、直至西欧的大通道，实现互联互通 ；而中东欧国家在融入欧盟的
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向东发展。
王灵桂

“16+1 合作”五周年纪念活动 11 月 27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致辞中表示，五年来，
“16+1 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焕发出更加
强大的生命力。
“16+1 合作”作为中国同中东欧 16 国为
深化友谊、加强互利合作而共同创建的合

巴尼亚等国的“三海港区合作”正在积极
推进。
亚欧之间运输通道建设步伐不断加
快，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 6000 列，中
国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先后开
通直航，中东欧国家在亚欧大陆桥中的枢
纽作用不断提升。

作新平台，不仅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一带

这些项目或使用中国装备，或动用中

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机制，更被中东欧国

国资本，或运用中国技术，或采用中国方

家视为面向整个 21 世纪的历史性机遇。需

案，或吸纳中国服务，或设定中国标准，成

求互补、定位明确、保障有力、重点突出，是

为带动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提高中东欧

“16+1”框架下产能领域合作不断迅猛推进

国家人民福祉、推动“16+1 合作”稳步健康

的根本动力。

发展的经典案例。

务实合作经典案例

需求互补是合作基础

“16+1 合作”
，务实是关键。其中，以产

需求互补是“16+1”框架下产能领域合

能合作为抓手是重要的切入点和抓手。5

作发展的基础。中东欧 16 国位于“一带一

年来，双方经贸合作进入快车道，在国际产

路”沿线，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近年来

能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

成功应对欧债危机冲击，
实现了 3% 以上的

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跨多瑙河大桥、波兰弗罗茨瓦夫城市防洪
项目、波黑斯坦纳里火电站已完工；
塞尔维

增长，是欧洲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经济
发展空间广阔。
2015 年中东欧国家农业增加值、工业

亚科斯托拉茨电站和 E763 高速公路、马其

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为 4%、

顿两条高速公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总体

33% 和 63%。经济格局的基本特点是：
农

进展顺利；
中欧陆海快线建设取得积极进

业比较小型化和分散化、工业有基础、服务

亚欧之间运输通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中欧班列已

展，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即将于月底开工；

业较发达；
本土民族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尤其

累计开行超过 6000 列，中国与波兰、匈牙利、捷克、

涉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

是欧盟产业链动态重塑过程中往往居于中

塞尔维亚先后开通直航，中东欧国家在亚欧大陆桥

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尔

低端，当地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跨区域规模

中的枢纽作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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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代表共商深化旅游合作

化整合有待提升。

路”倡议融入欧洲的承接带，成为中国与欧

稳定，
使西巴国家经济增速提高至 5% 的平

洲关系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

均水平，上述国家可以在 20 年内赶上欧盟

设施和工业设备面临升级改造，受制于资

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水平。

金短缺等因素，
市场需求尚未满足。

为中欧关系注入新活力。

此外，中东欧地区部分交通、能源基础

这些状况，与经济实力雄厚、制造优势
和配套能力领先世界、储蓄水平全球最高、
与外界联系愈加紧密的中国，
形成互补。

长期以来，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高度
依 赖 欧 盟 资 金。2007~2015 年，欧 盟 对 中

多方共赢是目标

中东欧国家地处“一带一路”倡议同欧

客观上，
“16+1”产能合作有助于促进

洲投资计划的对接区，是欧亚交流与合作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缩小欧洲国家间

的纽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16+1 合

发展的差距，帮助中东欧国家更好融入欧

作”机制，中国正在打通通往中亚与中东欧

洲，
加强欧盟内部的团结与合作。

东 欧 11 个 成 员 国 合 计 提 供 1759 亿 欧 元
资 金，波 兰（38.2%）
、捷 克（15.0%）
、匈 牙 利
（14.2%）
、罗马尼亚（10.8%）等国的份额较
多，
成为欧盟资金援助的主要受益国。
目前，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
不断增长，累计存量超过 80 亿美元，是对

直至西欧的大通道，实现互联互通；
而中东

世界银行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西

欧国家在融入欧盟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向

巴尔干恢复发展和繁荣报告》认为，如果波

“16+1 合作”透明、开放、包容，同中欧

东发展。双方战略上的契合与对接是“16+1”

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

合作大局同步并举，致力于实现中国、中东

产能合作的坚实基础。

欧盟资金的重要补充。

西巴尔干国家经济以 1995 年至 2015 年间

欧国家和欧盟三方共赢，走出了一条跨越

同时，
“16+1”产能合作不是要另起炉

的平均增速发展，需要 60 年的时间才能赶

不同地域、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务实合作新

灶、分裂欧洲，而是将中东欧作为“一带一

上欧盟水平，但通过改革和保持宏观经济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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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产能合作不是要另起炉灶、分裂欧洲，而是
将中东欧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的承接带，
成为中国与欧洲关系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服
务于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并为
中欧关系注入新活力。

欧盟作为观察员已参与“16+1 合作”框
架下的各项机制性活动；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作为长期参与东欧国家开发融资的多边金
融机构，积极参与“16+1”会晤，与丝路基金
签署合作备忘录，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开展融资项目合作。开放包容的“16+1
合作”有可能吸引更多欧洲国家和银行作
为观察员加入，共同投身于“一带一路”倡
议规划的新愿景的建设中。

制度保障是基础
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是稳固、务实、灵
活的制度保障。
5 年来，
“16+1 合作”制定了《中国 - 中
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
、
《中国 - 中东欧国

11 月 8 日，中欧班列装载着货物缓缓驶离义乌西站

家合作苏州纲要》和《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
作布达佩斯纲要》
，
搭建起 20 多个机制化交
流平台，
规划出匈塞铁路、
“中欧陆海快线”
、
“三海港区合作”等重大项目，推出 200 多

部长级会谈机制，设立了相对固定的机构，

家中资银行在中东欧国家设立分行，从事

项 具 体 举 措，在 贸 易、投 资、基 础 设 施、金

如合作秘书处、投资秘书处、国家协调员会

存、贷款以及人民币清算等业务；
中匈两国

融、教育、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均呈现快

议、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等，在“16+1 合作”

实现本币互换；
匈牙利和波兰两国均加入了

速增长。

大的框架下形成了政府间不同层级的交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将贷

合作机制。

款 20 亿欧元设立中国 - 中东欧银行联合体；

“16+1 合作”还就“一带一路”与欧洲
发展规划、国际产能合作与欧洲投资计划、

“16+1”平台还充分挖掘地方和具体领

中国 - 中东欧基金二期也筹措了 10 亿美元

“16+1 合作”与中欧合作“三个对接”达成

域交流“短平快”优势，形成中国 - 中东欧

资金；
布达佩斯纲要还提出扩大银行准入、

重要共识，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中长期合

国家省州长联合会、发展智库研讨会等合

欢迎金融监管合作的设想，为中东欧项目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平台，多维度的互动机制已经成型。同

融资提供更多工具及制度保障。这些成果

时，
还构建了中国 - 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等

使得中国与中东欧在资金层面获得保障，

民间合作机制。

产能合作更有基础。

多层次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一大亮点。在“16+1 合作”机制下，
中国和中东欧领导人高层互访不断，定期
召开 16+1 高层论坛。与此同时，建立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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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发挥政策银行、发展基金和
市场机构的作用，
对接中东欧金融体系。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
库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