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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編者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 年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迄今承諾投資 1 萬億美元改善歐亞的基建及連接。據
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 2030 年前需要總值 26 萬億美元的
基建投資，中國的資金正好有助填補缺口，因此受到不少發
展中國家歡迎。不過，倡議同時引起有關中國擴充影響力的

疑慮，項目有否遵守國際準則亦屢引起質疑。本報將刊出
「一帶一路」 涉及部分國家的政府官員及專家學者訪問，分
別是俄羅斯、歐盟、希臘、土耳其、印尼、馬來西亞，為讀
者呈現外國眼中的 「一帶一路」 ，透視中國走出去所面臨的
機遇及挑戰。

普京外交智囊：

「拓展大歐亞 中俄相輔相成」
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大目標，在於
建立龐大交通網絡來促進歐亞大陸的經濟融
合，成功關鍵之一在於要得到俄羅斯支持。
適逢俄羅斯近年亦東望，推動 「歐亞經濟聯
盟」，總統普京近年更主張建立 「大歐亞伙
伴 關 係 」 結 合 雙 方 倡 議 。 「大 歐 亞 」
（Greater Eurasia）作為戰略外交理念，克
宮前外交顧問卡拉加諾夫是首倡者，他向本
報指歐亞大陸才是未來世界中心，中俄可以
相輔相成，俄羅斯可擺脫對歐洲的過分側
重，中國則可融入地區關係網，消除地區國
家對中國的疑慮。
明報記者 周宏量
現任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世界經濟與政治
學 院 院 長 的 卡 拉 加 諾 夫 （Sergey A.
Karaganov），2001 年至 2013 年出任負責外交
政策的總統府顧問，又長年擔任雲集俄國政
軍商和文化精英的非官方組織 「外交與國防
政策委員會」 主席。卡氏卸任克宮顧問仍具
影響力，普京提出的 「大歐亞」 概念便是源
於他。

擺脫倚重歐洲 融入地區除威脅論
卡拉加諾夫上月底訪港時接受本報專訪，
稱 「大歐亞」 的重點在於整合歐洲和亞洲。
他稱，外界數年前或會認為太平洋是未來的
世界中心，但該地區如今充斥競爭對抗，
「歐亞大陸反將成為未來地緣經濟和世界事
務的中心」 。他指俄羅斯因各種原因融入歐
洲失敗而轉向東望，加上中國等亞洲各國經
濟迅速增長，是 「歐亞」 冒起主因。他相信
俄羅斯的 「大歐亞」 倡議在理念上跟中國的
「一帶一路」脗合，同樣提倡加強區域聯通。

大歐亞理念契合一帶一路
大歐亞理念能否落實，中俄關係是箇中關
鍵，但不少西方評論質疑，俄羅斯暗中警惕
中國國力增長，憂慮北京在其勢力範圍如中
亞和北極等擴張影響力。美國地緣政治學者
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去年底在《紐約
時報》撰文，指中俄正作無聲較量，北京更
遠大目標在於主宰歐亞大陸，意味着俄羅斯
只能淪為二線大國，因此中俄僅屬因一時之
利結成的盟友，但雙方競爭是長期而節制，
集中於偏遠地區，而被外界忽視。

「中國絕不可能主導俄羅斯」
對此卡拉加諾夫嗤之以鼻，笑言中國深知
自己絕不可能主導俄羅斯，相反兩國關係很
大程度上是互補的——中國有龐大的經濟和
市場，俄羅斯則有大量天然資源，可供北京
毋須經過馬六甲海峽取得。他也不認為北京
會有太大的野心，招致所有鄰國圍堵。不過
他也指出，俄羅斯也須分散投資，避免經濟
上過於依賴中國。
卡拉加諾夫早前接受印度傳媒訪問時更形
容中俄是 「準盟友」 ，他向本報解釋，中俄
的利益大體一致，像邊界等的主要分歧均已
解決，在國際事務上互相支持，儼如實際上
的盟友，但他不認為兩國會正式結盟。
他承認中俄之間還會有分歧和輕微緊張，
但只限於正常競爭，整體而言雙方關係仍是

一帶一路締造六大經濟走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 年秋首度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由 「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 組成。當局迄今未有公布官方的路線地圖，外界只能粗略描繪其不同計劃的
範圍。以下取材自香港貿易發展局網站一帶一路建設研究文章的地圖，尤其點出了北京重點發
展的 「六大經濟走廊」 。

歐洲

華府犯錯 促中俄走近
中俄近日分別面對美國在貿易談判和新制
裁施壓，卡拉加諾夫相信中俄能撐得過去，
指從綜合國力看，中俄縱未可獨抗美國，但
合起來則已勝過，再過 10 至 15 年，中國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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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與政治學院長卡拉加諾夫

卡拉加諾夫首倡「大歐亞」
話你知 俄羅斯的政經中心雖處西
側的歐洲區，但其亞洲區領
土更為遼闊，歐亞主義向來在該國外交理
念有一席位。傳統上俄國眼中的 「歐亞」
限指蘇聯時期（波羅的海三國除外）的領
土，但卡拉加諾夫首倡的 「大歐亞」 概
念，則擴展到整個歐洲和亞洲。
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所長
李自國，卡拉加諾夫至少在 2015 年 4 月前
已將其 「大歐亞」 計劃呈交俄總統普京。
同年 12 月普京發表國情咨文， 「大歐亞」
成俄國國策。普京翌年再正式提出 「大歐
亞伙伴關係」 ，去年 11 月亞太經合組織
（APEC）峰會前更投書本港《大公報》，
建議在歐亞經濟聯盟和 「一帶一路」 倡議
的基礎上 「打造大歐亞伙伴關係」 。
中俄早在前年聯合聲明上宣布要建立
「歐亞全面伙伴關係」 ，計劃吸納歐亞經
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和東盟成員國加
入。李自國稱，這表明兩國就建設大歐亞
伙伴關係實際上已達一致。
「深厚而友好」 。他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
莫斯科主張安全議題優先，北京卻側重經濟
範疇，令上合發展速度未能加快。他認為上
合可以成為中俄在大歐亞合作的框架，但中
俄要結合雙方比較優勢，避免互相競爭搶奪
優勢。

「準盟友」 互補長短避競爭
卡拉加諾夫認為， 「大歐亞」 倡議更有助
消除外界的 「中國威脅論」 疑慮。他說：
「不論中方意圖如何——即使是和平的，中
國也會因對鄰邦 『過於強大』 ，而被視為威
脅（menace），但透過編織這個（大歐亞）
關係網絡，中國的力量可融合進去，中國就
不會被鄰國視為威脅，反而是為歐亞大陸以
至全世界的和平環境作出貢獻。」 他強調或
者其他國家害怕中國看來過於強大，但 「俄
羅斯並不害怕」 。

批美「印太」
概念紙上談兵
在中俄分別提出 「一帶一路」 和 「大歐
亞」 倡議，以推動歐亞地區整合之際，美國
外交界則提出 「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區」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的說法，稱要
將太平洋和印度洋聯繫起來，獲更早主張
「印太」 概念的日本和澳洲響應，同時拉攏
印度加入。不過卡拉加諾夫認為， 「印太」
概念僅是 「紙上談兵」 ，欠缺實質內容；而
美國近日分別加緊向中俄施壓更犯下戰略大
錯。
卡拉加諾夫諷刺稱，美國以往在中亞和阿
富汗也提出過所謂的 「新絲路倡議」 ，後來
不了了之。他評估華府 「印太」 倡議一大缺
陷，在於東盟無意加入。不過他承認中國和
印度之間的敵意確是問題，稱俄羅斯樂意幫
忙調解， 「但無法指引中俄怎樣做」 。

資料參考：香港貿易發展局

中國與俄羅斯貿易近年發展穩定。圖為中國內
蒙古自治區滿洲里的俄羅斯人商城。（新華社）
獨力追上美國。他稱華府曾游說俄羅斯放棄
中國以助圍堵被拒，因此現想先削弱莫斯
科，間接再削弱北京。
卡拉加諾夫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面對的最
大挑戰在於 「失去軍事絕對優勢」 ，估計華
府未來會力圖削弱 「大歐亞」 倡議，但當前
犯下一大錯誤——令中俄走在一起。被問及
華府同時加強施壓中俄，會否令兩國走得更
近？卡氏笑道： 「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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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路
1 新亞歐大陸橋
主要合作對象：俄羅斯、哈薩克、歐洲多國
主要基建：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中
國/哈薩克邊境；中歐鐵路班列重要節點）
簡介： 「亞歐大陸橋」 是指將歐洲和亞洲連
結起來的鐵路線，現行的西伯利亞鐵路及其
相連路線即為第一條，第二條為連接江蘇連
雲港與荷蘭鹿特丹（世界第一大港）的路
線，近年再發展出重慶連至德國杜伊斯堡的
「渝新歐」 等新路線，專門處理貨運
2 中蒙俄經濟走廊
主要合作對象：俄羅斯、蒙古
主要基建：烏魯木齊-科布多-庫拉基諾西線
鐵路走廊
簡介：將中國 「絲綢之路經濟帶」 、俄羅斯
「跨歐亞大鐵路」 和蒙古 「草原之路」 倡議
對接合作，加強建設鐵路、公路和能源管道
網絡
3 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
主要合作對象：
中亞 5 國、伊朗、土耳其
主要基建：安卡拉-伊斯坦
布爾高鐵（土耳其）、
中國－中亞天然氣 D 線
管道（中國、土庫曼）
簡介：以新疆為起點，
取道中亞 5 國往波斯
灣、地中海沿岸和阿拉
伯半島，目標是興建一
條連接中國和當地的能
源大通道

明報製圖
4 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主要合作對象：東南亞各國
主要基建：雅加達-萬隆高鐵（印尼）、馬
六甲皇京港（馬來西亞）
簡介：作為中國西南部通過印度洋的重要通
道，中方在東南亞多國投資鐵路和港口等基
建
5 中巴經濟走廊
主要合作對象：巴基斯坦
主要基建：瓜達爾港（巴基斯坦）
簡介：一帶一路標誌項目，旨在建立北起新
疆喀什南往瓜達爾港的 「經濟大動脈」 ，包
括公路、鐵路、能源管道和光纖等
6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主要合作對象：孟加拉、印度、緬甸
主要基建：皎漂港（緬甸）
簡介：計劃目標是將雲南昆明與印度第二大
城市加爾各答連結起來，穿越緬甸曼德勒和
孟加拉達卡，從而將東亞、東南亞和南亞 3
個區域連繫起來
▼ 5 月 21 日，搭載 25 個貨櫃箱化肥的
測試班列駛出中國貴陽南站改貌物流基
地，這是「一帶一路」南向通道貴州段測
試班列的首次運
行。 （新華社）

總領事：俄企可直接入華 港仍有角色
俄羅斯駐港澳總領事科茲洛夫
（Alexander Kozlov， 圖 ） 接 受 本 報 電
郵訪問時稱，中俄關係現是雙方歷史
上最佳，強調歐亞融合計劃的合作 「並
非針對第三國」 。不過在促進中俄合作
上，香港能否有所發揮？他不諱言，俄企
一般直接進入中國，毋須經香港，但相信香港
有力成為歐亞經濟聯盟和 「一帶一路」 倡議間
的橋樑，在區內融合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科茲洛夫稱，中俄兩國有寬廣的政府間聯繫
網絡，國家元首每年一般會面 5 至 6 次，雙方
在幾乎所有範疇上共有數百項合作協議，亦享
有廣泛的經濟合作——中國是俄羅斯頭號貿易
伙伴。他指俄羅斯支持中方 「一帶一路」 跟俄
方 「歐亞經濟聯盟」 發展平衡的合作，相信可
發揮乘數效應，又形容這是 「（兩個）整合項
目的整合」 ，可為長遠的歐亞共同經濟空間建
立堅實基礎。

「中俄合作 非針對第三國」
他表示，雙方整合方向在於推動投資合作、
加強交通基建、創造有利中小企的營商環境和
推動以本國貨幣付款交易等， 「這些整合項目
背後的邏輯在於包容、互惠以至潛在協同效
應，肯定不是針對第三國」 。他又稱中俄已設
立以兩國副外長為首的聯合工作小組，促進雙
方倡議共同發展，而上合組織和金磚五國集團

也會是重要合作框架，尤其是前者去年有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影響力勢更上一
層樓。
不過中俄合作跟香港關係有限。科茲
洛夫承認，歷史原因導致 「俄羅斯和香
港的商界直至 1990 年代末才開始接觸」 ，兩
地連繫始終難及內地，但關係進展甚速，去年
雙邊貿易額便比前年急升 41%到 38 億美元。他
指俄商在港業務廣泛，數量正在增長。除了在
金融、物流和工業等知名大企業外，也有投
資、食物和文化範疇的中小企，以及提供專業
服務的初創企業。
科茲洛夫稱，俄港都要作出特殊努力，發展
雙邊合作和展示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 的潛
能，他認為香港仍有獨特優勢， 「我相信只要
香港有能力提供往中國經商的額外門路，包括
尚未與俄羅斯伙伴接觸的華南地區私企，俄企
對香港仍會感興趣」 。他說香港作為首屈一指
的金融和物流中心，可成為歐亞經濟聯盟和
「一帶一路」 倡議之間的橋樑，並在區內融合
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只有兩間俄企——
俄 鋁 （RUSAL） 和 鐵 江 現 貨 （IRC） 在 港 上
市，估計原因是港交所直至 2016 年才全面承認
俄羅斯為 「獲接納的海外司法地區」 ，他希望
這決定可令俄企對來港掛牌更感吸引力。他又
歡迎港府有意在莫斯科開設經貿辦，相信肯定
可增進雙邊經濟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