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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亚洲金融智库关于新冠肺炎影响系列研究第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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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规模宏大，得到了全球 130 多个国家的支
持，其本质是跨区域合作，因此易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新
冠肺炎对“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包括货物和人员跨境流动、被投资国债
务和财政可持续性、金融资源减少风险、“一带一路”多边化进程风险等，
并基于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最后文章指出，在与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进
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不要只看眼前的影响和局限。“一带一路”大家庭应将
共建“一带一路”视为一项长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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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作为跨境倡议，在新冠肺炎危机中面临挑战
新冠肺炎病毒的迅速传播带来了自 2008 年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和
信心缺失。市场的波动性也以极快的速度升至过去 10 年罕见水平。在
这种不利的环境下，很多行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包括旅游业、客运、
航空、酒店等容易受到跨境人员流动影响的行业。
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长期发展规划，不应在最易受到冲
击的行列之内。同时，虽然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很重要，但大多数基础设
施严格意义上仅涉及单个国家。然而，2020 年“一带一路”的建设可能
另辟蹊径，“一带一路”将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基础设施，重点放在大欧
亚地区，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将被调动和拨付。显然，“一带一路”倡议
下有很多跨境项目——主要是高速公路和铁路，但也包括发电和配电项
目。“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跨境倡议，因此，它难免会在新冠肺炎
引起的经济危机中面临挑战。
“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有 132 个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35%，
货物贸易占全球 43%，人口占全球 60%。最近的一项综合研究估计，已
支付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1000 亿美元，已承诺和已支付的贷款总额
为 6000 亿美元，而且其中向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国家的贷款往往提供了优
惠条件，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与中国接壤的低收入国
家的贷款，通常还款期约为 20 年，每年的实际利率为 2%，宽限期为 512 年。
二、新冠肺炎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影响
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对“一带一路”项目完美、高效的实施产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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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们试着列一份初步清单。
首先，目前跨境出行和交通面临多重限制。由于“一带一路”在很
大程度上是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扩张，它将受到来自多种渠道
的直接冲击，包括贸易、投资和客运的缩减。目前对全球价值链造成的
严重损害加剧了对商品跨境流动的影响。
其次，对沿线国家的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担忧。许多被投资国
是经济增长不稳定的中低收入国家。因此，在 2019 年 4 月于北京举行
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的与国际金融机
构合作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值得称赞。
第三，可用于“一带一路”项目的金融资源可能会减少。“一带一
路”项目不仅是资本密集型项目，而且需要优惠的融资(“长期低息贷
款”)支持，特别是对于在欧亚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
济体。如果各国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财力来刺激国民经济，是否仍有充
足的金融资源支持长期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这些问题仍有待解决。
第四，许多“一带一路”项目涉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因此，
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在海外工作。如此庞大的外部工作人员的部署和
跨境调动将面临多重障碍。
最后，“一带一路”的多边化进程 2019 年才开始，2020 年、2021
年有望取得首批实质性成果。在多边化进程中，许多资金雄厚的国际金
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开行、伊斯兰开发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有望参与进来。国际金融机构根
据已签署和批准的国际条约提供项目融资，这些国际条约不受地方立法
3

86

2020 年 3 月 25 日

变化的限制，这有助于减轻某些风险。但在危机情况下，这些国际金融
组织将其资金和人力资源用于应对危机，从而剥离了长期基础设施项目
中急需的资源。
三、应对疫情不应反全球化，而是需要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包罗万象。即使是全球化真诚与积极的支持者，
包括我自己，也应该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全球化同样会为非法
活动，如毒品或人口贩运，还包括人员的跨境流动为疾病的传播创造机
会。对比早期传染病的传播速度，禽流感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仅在 2 个
月内就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病。为了控制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需要国际
合作。然而，在实践中，它可能被利用，成为限制各国经济联系的工具，
并作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我们早在 2012 年出版的《欧亚一体化:横贯大陆的区域主义的挑战》
一书中，就提出了一个主要假设，即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基础上，
向欧亚大陆共同市场方向推进，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强调，应对共同威胁，特别是应对毒品走私、人口走私和跨境流
行病威胁，应与积极的一体化议程同时进行。
总体而言，全球化这一双刃剑同时也为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挑战，
对政府治理能力和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当重点关注新兴问
题，例如，在“9·11”恐怖袭击后，毒品和武器贩运成为公众辩论的焦
点，在过去十年中，从非典（SARS）到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欧亚
大陆出现了多种流行病威胁。然而，由于误解和缺乏适当的信息，公共
机构的决策常常受到阻碍。通常，实际威胁和潜在威胁之间的界限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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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微妙的。当前的国际合作还远远不够，虽然所有国家都认识到这些问
题的重要性(至少在口头上)，但它们往往无法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部
分行政官僚体制限制了有效应对。对人口贩运、非法移民和流行病的一
个非常典型的应对措施是加强边境控制。然而，这限制了经济往来，可
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在于增长的潜力受到限制，而且体
现在，由于欧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受到限制，虽然成功应对了区域化
的“消极面”，但也导致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轻欧亚大陆最贫困地区贫困
率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新冠肺炎危机非常清楚地表明，现在是加强
这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时候了，这些合作不仅仅囿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
还包括其他力量支持。
四、对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国的政策建议
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用性的建议。希望能够为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国在
当前危机下的如何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参考。
首先，展望 2020 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的倡
议。为了确保以一致且有效的方式建设基础设施，必须坚持一个长期愿
景，以抵御今后合作中的各种风险。“一带一路”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一
项经典倡议：它打算从质量上提升全球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以一种前
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大欧亚大陆。这与跨境基础设施尤为相关。除长期融
资外，它还需要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眼光。这样的战略眼光不仅在制定
的过程中历经艰辛，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充满困难。一旦协议达成，将具
有长期性。
第二，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国、合作机构应该高度重视债务和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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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事实上，当前的危机已经在考验全球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极
限。在部分“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国，“一带一路”相关贷款占其对外
公共债务的比例有些高达 40%-45%，这些贷款大部分以优惠条件提供，在
很大情况下缓解了债务可持续性的压力。2019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关于“与多边金融组织合作，提升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建议，我们深表认同。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新冠
肺炎危机比目前预期的更长、更严重，一些被投资国可能将面临债务重
组。
第三，对跨欧亚大陆运输保持出口相关铁路货运补贴，避免大幅削
减，至少在当前危机的活跃期建议不要消减。自 2013 年以来，原本可以
忽略不计的集装箱数量迅速增长至每年 40 多万个。这一引人注目的增长
源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一，中国对中部省份发出的集装箱列车的
补贴；其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铁路及有关部门为简化程
序、消除瓶颈作出的努力；其三，陆路运输优势凸显：在 15-17 天之内
可以实现将货物从中国中部运送到中欧，而海上运输则需要 35-40 天。
第一个因素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至少是启动跨欧亚航线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当危机度过严重阶段，横跨欧亚的运输得到持久恢复之后，可建
议补贴向较低水平迈进。从长远来看，建议至少保留部分出口补贴，提
高补贴水平的透明度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引导，基础设施、运输、
机械制造企业和物流公司将面临潜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投资。
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建议“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
国应减少负面情绪的表达。面对危机，各国政府极有可能重新采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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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策，并削减那些利润率较低、但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显示出
积极影响的长期项目。这一建议主要针对被投资国而非中国。
最后，我请大家不单单看到由冠状病毒所引起的经济危机的直接影
响与限制，而是用目光眺望远方。“一带一路”的大家庭应该要把“一带
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来对待。让我们展望 2020 年，评估“一带
一路”倡议的影响和有效性。它颇具价值，我们切不能在冠状病毒的侵
袭下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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