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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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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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5 日 

 

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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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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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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Evgeny Vinokurov是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工作职责包括分析全

球和地区经济趋势，对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

克斯坦地区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主要关注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经济基础设施、与国际金

融组织伙伴关系的发展。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欧亚开发银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一体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gration Studies)的创始主任。他拥有德国哥廷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ottingen)的硕士学位，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University of Grenoble 

II)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的经济学特许任

教资格（Dr. Hab.）。他拥有约 150部专著。他最近的专著有:《欧亚经济联盟简介》(伦

敦和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8年)，《重新评估区域组织:官方授权的烟幕背后》(与 A. 

Libman合著,伦敦和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7 年)  

 

【往期回顾】（2020年） 

2020年第 1期（总第 67 期） 亚金协秘书处：2019 年亚洲金融十件大事 

2020年第 2期（总第 68 期） 刘锋：亚洲绿色金融发展方向在哪里？  

2020年第 3期（总第 69 期） Evgeny Vinokurov：横跨欧亚大陆的集装箱运输:“一带一

路”的成功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75&idx=1&sn=35188bca8bafdda529e09145237aeef1&chksm=fce83f4dcb9fb65b399f15f84908e1f2a5233aca50880c0a8294018b8de0cf22e1512e892d32&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80&idx=1&sn=45c11c7bb99a8cd479f7ad8bd158d3d1&chksm=fce83f76cb9fb660cd681161a28c3ae749528dda3e7f40478c8d17e6b8a406c14226c3a50efb&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91&idx=1&sn=9adaba906bcd5d44b49c6a67667b6b94&chksm=fce83f7dcb9fb66b4e5c6a6b96eaa8d5f3bfe1748e8557bc7059e848cdb6b1c59f291964b4cf&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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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4期（总第 70 期） 亚金协秘书处：“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及应对 

2020年第 5期（总第 71 期） 栾成校：“新冠肺炎”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分析  

2020年第 6期（总第 72 期） 亚金协秘书处：传染病的经济影响——基于多部门的视角 

2020年第 7期（总第 73 期） 亚金协秘书处：疫情下的应急经济政策——基于西非埃博拉

病毒和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比较研究 

2020年第 8期（总第 74 期） Alicia Garcia Herrero：“新冠肺炎”对全球价值链的影

响 

2020年第 9期（总第 75 期） Suan Teck Kin：“新冠肺炎”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评估 

2020年第 10 期（总第 76 期） 郑永强:“新冠肺炎”对保险业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机遇 

2020年第 11 期（总第 77 期） 亚金协秘书处：疫情下的经济政策权衡 

2020年第 12 期（总第 78 期） Rajiv Biswas：“新冠肺炎” 对亚太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和

展望 

2020年第 13 期（总第 79 期） 殷剑峰：疫情发展下的全球经济风险点 

2020 年第 14 期（总第 80期） 龚新宇：“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应对 

2020 年第 15 期（总第 81期） Vishnu Varathan：走在熊市的边缘 

2020 年第 16 期 (总第 82 期)  管涛:疫情全球扩散显露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短板 

2020 年第 17 期 (总第 83 期)  Andrew Pal:“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及环境的影响 

2020 年第 18 期 (总第 84期)  殷剑锋: 全球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与历次全球金融危

机的比较 

2020 年第 19 期 (总第 85期)  亚金协秘书处: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及其影响 

 

 

【协会简介】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于 2017 年 5 月，为首家由中国倡议发起设立的金融类国际性

社会组织，主要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金融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专业服务机构自愿

结成。目前，120余家会员机构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 31个国家和

地区，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资管、期货、国际金融中心、行业协会、金融科技及

金融服务等领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94&idx=1&sn=46e10e73234c09533cdca87c1c02cfbd&chksm=fce83f78cb9fb66e0303ac4ed277f3e3ac0b938bdb622cc62db7303a5a7dd8f344cddb63b377&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94&idx=1&sn=46e10e73234c09533cdca87c1c02cfbd&chksm=fce83f78cb9fb66e0303ac4ed277f3e3ac0b938bdb622cc62db7303a5a7dd8f344cddb63b377&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94&idx=1&sn=46e10e73234c09533cdca87c1c02cfbd&chksm=fce83f78cb9fb66e0303ac4ed277f3e3ac0b938bdb622cc62db7303a5a7dd8f344cddb63b377&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gyOTYyNQ==&mid=2247483694&idx=1&sn=46e10e73234c09533cdca87c1c02cfbd&chksm=fce83f78cb9fb66e0303ac4ed277f3e3ac0b938bdb622cc62db7303a5a7dd8f344cddb63b377&token=36176466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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