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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7 

 

 

从地缘经济视角看“一带

一路” 
 

 

By: 廖文良, 盛裕控股集团和新加坡樟宜机场

集团主席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

通过开发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互联互通，从而提高

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根据“一带一路”的规划，

经济带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横

跨亚洲、中东和欧洲，南下太平洋、印度洋再北

上地中海，连接 65 个国家。“一带一路”所涉

65 国占全球总人口的 65%、全球 GDP 的三分之

一、全球贸易的 40%、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四

分之一。就实体规模、经济规模及地理范围而言，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 21 世纪最雄心万丈的经

济工程。 

去年 9 月，我在某个会议上提到，全球经济不容

乐观，要想大力刺激或拉动全球经济，重新恢复

增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二是“一带一路”倡议。虽然近来

不断有人试图使 TPP 起死回生，但目前可说回天

乏术。全球合作愿景仅剩“一带一路”倡议能成

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有人偶尔会拿“一带一

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实际

上“一带一路”的规模比“马歇尔计划”大 12

倍。 

 

 

 

 

 

 

 

 

 

 

“一带一路”的经济规模有多大？从现在到

2030 年，亚太地区需要投资 26 万亿美元建设基

础设施。未来 10 年，亚洲每年需要投资 1.7 万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维持增长。有估

计认为，未来 “一带一路”长期累计的投资将达

4 万亿至 8 万亿美元。因此，“一带一路”国家

乐见并支持此倡议，希望以此加速其基础设施驱

动的经济发展。2013 年至今，中国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总计 600 亿美元，最近还宣布，

未来五年，每年将对外投资达到 1200 亿至 1300

亿美元，总计投资 6000亿美元。 

资金从何而来？中国为展现领导“一带一路”倡

议的能力，启动了诸如规模 1000 亿美元的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规模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

以及 1000 亿美元的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承诺，将为

“一带一路”的项目提供 1240 亿美元融资，其

中 90 亿用于“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这是

一个规模宏大且志向高远的计划，而且发起人中

国立志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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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质疑中国的部署能

力_ 

有人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部署这个伟大工程，尤

其是西方媒体。在我看来，不论由谁主导，是中

国或是美国日本或其他经济强国，如此大规模的

全球倡议，实施时必然面临挑战和阻碍。融资便

是首个障碍，因为基础设施项目始终会面临可融

资性的问题。此外，一旦涉及外国投资，必然涉

及诸如东道国政治稳定与否、当地既得利益及可

能出现的阻力，以及项目管理与实施的风险等问

题。最后，还会有基础设施建成后运营成效的风

险。 

中国有能力实施这一宏伟的计划吗？过去几十年，

中国已切实证明其落实大规模项目并实现宏伟工

程规划的能力。1982 年，我首次访华，当时中

国还深陷赤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

200 美元，位于世界上最大却最穷的国家之列。

35 年后，中国人均 GDP 翻了 40 倍，达 8000

美元。1981 年，中国 88%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

下，农村贫困人口达 96%；2010 年，中国贫困

人口不到 10%。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资金储备惊人，一度超过 4 万亿美元。没有人预

料到中国脱胎换骨的转变。 

中国没有丰富的石油等天然资源，却仍然使 7 亿

人口脱贫，城市人口比率从 16%上升至 55.5%，

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移民故事。1982 年至今，

我定期访问中国；20 多年来，我在不同城市做房

地产生意——至今不变。起初，我对中国选择开

展的宏大项目并不乐观。过去 30 年间，中国完

成了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其中包括上海浦东新区。这个起初不过是

大片稻田的地段，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金融

中心之一；还有三峡大坝。中国还新建铁路 2 万

公里，包括高海拔的青藏铁路、世界一次建成线

路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港珠澳大桥，

还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不胜枚举。 

我见过中国太多争天抗俗背后的雄心壮志，也见

过这些雄心壮志如何迅速成真。我学会不低估中

国，也不质疑他们扬言要实现的伟大计划。 

当然，这些都是大型的国内项目，与诸如“一带

一路”等跨境项目所面临的挑战有天壤之别。工

程如此巨大，其规划必然也充满因政治、金融、

技术、环境和社会及其他与协作相关问题所致的

不确定因素。在全球基础设施工程中，这些因素

必然存在，无论推手是中国或其他经济强国。尽

管如此，我认为中国必须与其他国家缔结伙伴关

系，“一带一路”还要有商业和多边发展组织参

与，以确保其最终取得成功。 

我到底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又如何看待中国

在全球影响日渐深远这个感知印象呢？ 

 

“一带一路”能缓和保

护主义情绪_ 

美国和欧盟保护主义情绪日趋高涨，世界的增长

和全球贸易，对防止保护主义情绪升级至关重要。

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就业是重要的政治议题，

尤其对欧洲及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落实“一带

一路”本身能推动增长，并且创造需求和就业，

以缓和全球的保护主义情绪。 

至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就更关键了。多数发展中

国家，例如亚细安、中亚及南亚，都面临人口统

计学家所谓的“青年人口膨胀”问题，因为年轻

人口越来越多。失业会导致这些国家高度不稳定。

任何推动经济发展并创造就业的全球动力和倡议，

必然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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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阶段，有人质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是否能

实现互惠互利。这些人声称，抵达中国的列车满

载，但返程空载，两地贸易方程并不平衡。上周，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

章表示，关于中欧班列空返的说法不准确。他说，

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关共验放中欧班列 62 列，

货物共 2850 箱，总重 3 万 5027 吨，返程空箱

率仅为 11.4%；与去年同期相比，集装箱数量增

加近两倍，空箱率却下降一半。中欧班列自

2011 年开行以来，至今已累计开行 3000 多列，

中国国内开行城市已达 27 个，覆盖 21 个省区市，

到达欧洲 11 个国家的 28 个城市，到 2020 年将

达年开行约 5000 列。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

元，服务贸易比率也在提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600

亿美元，未来五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达到

6000 亿至 8000 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将流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从经济角度来看，许多诸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企业，也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

益。中国及各东道国必然需要充分利用全球的产

业，并购买整个增值链中发达国家服务供应商的

服务，包括总体规划、设计、建筑学服务、咨询、

项目管理和法律与金融服务等，不一而足。建筑

业巨头及机器和设备供应商，例如通用电气、西

门子、卡特彼勒、劳斯莱斯、空客等，在“一带

一路”项目中很可能发挥极大作用。金融机构如

高盛、瑞士银行、摩根大通等，也可以参与基础

设施融资。发达国家自身基础设施发展较为成熟，

上述产业主体必然乐见国外开展如此庞大的工程。

另外，实施“一带一路”的间接影响，以及美国、

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主体的潜在利益，也

都不容忽视。 

有了“一带一路”及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今日如

亚细安、中亚和中欧等发展中国家便可发展起来，

并且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而这些地区随着其收

入提高和中产阶级扩大，也能成为中国及诸如美

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未来的市场。 

 

“一带一路”须开放包

容_ 

诚然，“一带一路”会加强中国的支配地位和影

响。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另一个国家大量投资

或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必然对该国有一定的政治、

甚至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我认为这一点不可避

免。这种影响是积极或消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

题；显然，不同国家，就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考量。

中国在全球贸易的支配地位和影响在全世界都能

感受到，不论有无“一带一路”。 

对于东道国而言，“一带一路”所可能带来的直

接和间接利益，很可能大于其对中国全球支配地

位的关切，不论关乎政治或其他方面。那些并不

直接参与的国家，也能通过加入实施过程并分享

增长契机而获益。对我而言，不参加或不参与都

不是办法。 

最后我想说，现今世界缺乏主要增长引擎。我认

为，“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未来 10 年的主要

推动力。这是一个针对发展全球基础设施，进而

改善亚欧国家互联互通而设计的工程规划。有规

划和愿景，总比没规划和愿景要好；努力使规划

行之有效，又总比臆度揣测规划是否可行更好。

新兴国家资源有限，或许没能力探索寻思其在全

球拓展的愿景。中国有能力和经验，但如果没有

所有东道国家参与及协作，规划也无法全部实现。

中国也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在服务和专长上的必要

支持。如果各方都愿意搭上“一带一路”列车，

与中国携手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世界的经济

面貌将焕然一新。最终的结果将是“三赢”——

中国会赢，发展中国家会赢，发达国家也会赢。

尽管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本身不能解决所有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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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问题，但绝对能帮助消除贫

困并改善大量人口的生活品质、减少就业问题。

其间接效益是维持政治稳定，尤其在脆弱和欠发

达地区。 

换言之，“一带一路”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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