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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东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枢纽地区。中东地区经济发展过度

依赖石油出口，经济结构失衡，易受外部冲击，亟需多元化发展。中国可以与中东各国在
国际贸易、下游石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合作、大宗商品定价、金融市场等六大领域
展开合作。中国与中东地区合作面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信贷风险较高、资金来源的不确
定性和外交风险较高等挑战。中国可通过加强风险预警，完善后期管理，把控项目特征等
多层次金融举措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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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现状
中东地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交通要冲，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运输
网，位于“一带一路”交汇点。中东被誉为“世界油库 ”，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一半以
上，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 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土耳其、约旦、科
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巴林、叙利亚、巴勒斯坦、阿联酋和埃及等 15 个中东
国家和地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目前中国和中东国家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基础
设施建设、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领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主要呈现四大特点。
第一，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57 批面上资助项目（ 2015M570217）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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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与中东地区就通过“丝绸之路 ”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
随着中国全方位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经济、文化、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 ，双边经贸合作步伐不断加快。
在贸易规模上，目前中国不仅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同时也是 9 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
重要的原油出口市场。中国与中东国家双方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 其中，沙特是中国在
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 年中沙贸易额达 691． 1 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1．
6% 。阿曼、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其他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也日
益密切（ 见表 1） 。 在进口商品结构上，中国从中东地区主要进口原油等初级大宗商
品。2014 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 1． 48 亿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 48% 。 得益于低油
2015 年前 11 个月，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数量
价，中国加大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数量，
达到 1． 54 亿吨，占比升至 50． 8% 。 中国海关数据表明，在中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中
东国家占了 6 个，即沙特、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和科威特，中国对中东能源有着
明显的依赖性。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中东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畸形现象突出，
除能源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较好之外 ，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普遍较弱。 中国对中东国家
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机电产品、医疗器材、计算机、轻纺产品、五金工具、家电
产品、玩具、工艺品等在中东地区拥有较大市场 。
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规模较大 ，导致中国与中东原油出口国之间往往存在
较大的贸易逆差 ，如 2014 年中国对沙特和阿曼的贸易逆差均超过 200 亿美元 ，占两
国贸易盈余比重较大 ，中国对原油的巨大需求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外贸收入的重要
因素 。 当前 ，国际原油现货价格在 30 美元左右 ，而中东石油出口国 2015 年国际收
支平衡油价和财政收支平衡油价平均为 102 美元和 87 美元 ，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将
导致中东双赤字现象难以缓解 。 在此背景下 ，中东石油输出国期待中国扩大原油进
口以支撑油价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 的 密 切 程 度 和 互 补 关
系。
表1

2014 年中国和中东主要国家的双边经贸往来（ 亿美元）

序号

国家

双边贸易总额

中方贸易顺差

中国对中东直接投资额

1

巴林

14． 2

10． 5

0． 05

2

伊朗

518． 5

－ 31． 6

5． 9

3

伊拉克

285

－ 130． 2

0． 8

4

科威特

134． 4

－ 65． 8

1． 6

5

阿曼

258． 6

－ 217． 3

0． 2

6

卡塔尔

105． 8

－ 60． 7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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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国家

双边贸易总额

中方贸易顺差

中国对中东直接投资额

7

沙特阿拉伯

691． 1

－ 279． 4

1． 8

8

阿联酋

548． 1

232． 7

7． 1

9

也门

51． 4

－ 7． 4

0． 06

10

埃及

116． 2

93

1． 6

11

约旦

36． 3

31

0． 7

12

黎巴嫩

26． 3

25． 8

0

13

巴勒斯坦

0． 8

0． 8

N． A．

14

叙利亚

N． A．

N． A．

0． 1

15

以色列

108． 8

46

0． 5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http： / / w w w ． w ind． com． cn / 。
注： 中国对巴林直接投资数据是 2013 年数据，N． A． 表示数据缺失。

第二，中国与中东国家相互投资渐趋活跃 。
与贸易规模相比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直接投资额相对较少 。2014 年中国对中东
各国投资合计约为 20． 8 亿美元 。 阿联酋 、伊朗 、沙特等石油输出国成为中国主要投
资目的地 。 中国对中东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 、天然气和矿产等领域 ，大型国企是
投资主力军 ，①如 2014 年 ，中国电建投资 13 亿美元在沙特兴建燃气增压站 （ M aster
Gas System，简称 M GS） 项目 ； 2015 年 ，中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阿联酋投资 3． 3 亿美
元开发曼德油田 。 中国企业在中东的投资主要是资源获取型 ，目的是获取安全和可
靠的油气资源 。 随着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的提高 ，中东国家的原油出口对中国经济
稳定的重要性也在持续提升 ，中资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投资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国家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中东产油国
通过出口石油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但本国落后的工业和容量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
使得这些石油美元在国内的使用十分有限 ，不得不依靠海外投资实现保值升值，进而
使石油美元成为全球长期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 但长期以来，中东国家的主要投资目
的地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流入中国的资金量相对较小，且投资领域有限，主要集中
在基础设施领域。② 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投资回报率较高，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中东地区现实需求和利益，得到中东国家的积极响应，并纷纷加大对

① 管清友等：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投资风 险 评 价： 阿联酋 风 险 最 低，伊 朗 风 险 最 高》，载《中 国 经 济 周
刊》2015 年第 23 期，第 19 页。
② 佘莉：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对华直接投资》，载《商场现代化》2008 年第 31 期，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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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直接投资规模和力度，投资领域从原先的基础设施领域扩展至能源、金融、地产、酒
店等领域，标志着中东国家对华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升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对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可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 ，有助于打破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瓶颈，推进区域间贸易与投资发展，且具有较高的乘数外溢效应。 世界银行的
一份报告指出，整个中东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仅占其 GDP 总量的 5% ，在中
国这一比例已高达 15% ，全球平均水平约 10% ； 报告还称，全球基建项目投资回报率
在 5% ～ 25% 区间，对拉动就业具有明显成效，在海合会地区，每 10 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将创造 2． 6 万个就业岗位，而在伊拉克等发展中的产油国与约旦等石油进口国，同样
10 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将分别创造 4 万个和 10 万个就业岗位。①
然而，中东地区常年遭受战乱和政治冲突的威胁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运
输、油气管道和港口建设已无法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拖累了经济复苏势头。 阿
拉伯战略论坛预测，“阿拉伯之春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8 337 亿美元，有关国家
基础设施重建需投入 4 610 亿美元。②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庞大，流动性差，回报周
期较长，商业资金难以完全有效匹配。 目前，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来自公
共部门，在低油价背景下中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普遍薄弱 ，政府权威性和掌控力不足，
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 见表 2） 。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牵头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目的是帮助沿线国
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方向为具有战略意
义的中长期项目，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2014 年
11 月，中国与卡塔尔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将扩大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
领域，特别是交通、路桥、铁路、电信等方面的互利合作。 在中东地区中国企业还承建
过卡塔尔东西走廊、岸桥场桥、梅塞伊德天然气工业园等基建项目 ，在沙特承建过麦加
轻轨铁路等交通建设项目，具有技术和成本竞争力，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收益 。③ 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埃及和
伊朗期间，中国与三国先后签署了 52 项合作协议，涵盖交通、能源、通信等多领域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升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层次 。 访问期间，中
方促成沙特延布大型石化炼厂正式启动投产 ，未来沙特也将加大对华投资规模，增强
① 《世界经济论坛： 中东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 / / w w w ．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i / dxfw / gzzd /201505 /20150500989856． shtml，登录时间： 2016 年 1 月 30 日。
②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 区 基 础 设 施重建需 4610 亿 美 元》，中 国商务 部 网 站，http： / / cccmc．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i / dxfw / gzzd /201512 /20151201215425． shtml，登录时间： 2016 年 1 月 30 日。
③ 管清友等：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投资风险评价： 阿联酋风险最低，伊朗风险最高》，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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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在石油化工领域的合作。
表2

中东“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资源禀赋情况

劳动力

教育

基础设施

贸易

金融

自然资源

立法

中央集权

巴林

充裕

一般

发达

较好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差

科威特

较差

一般

较好

一般

一般

充裕

较好

较差

阿曼

充裕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完善

较差

卡塔尔

充裕

发达

发达

较好

较好

较好

完善

较差

沙特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充裕

较好

较差

阿联酋

充裕

较好

发达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伊朗

缺乏

较差

一般

薄弱

较差

较好

一般

较差

也门

缺乏

薄弱

薄弱

较差

薄弱

一般

薄弱

薄弱

埃及

缺乏

薄弱

较差

薄弱

一般

较差

薄弱

较差

约旦

较差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薄弱

一般

较差

黎巴嫩

缺乏

一般

较差

一般

一般

较差

薄弱

较差

巴勒斯坦

缺乏

较差

薄弱

较差

一般

较差

一般

较差

资料来源： IM F，“M 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Ｒegional Economic Outlook，”October，2014，p．
15，28．
注： 资源禀赋充裕程度采用五级分类法，根据描述对象的不同，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发达（ 充
裕、完善） 、较好、一般、较差、薄弱（ 缺乏） 。

第四，政府合作机制推动人民币本地结算 。
为便利跨境贸易结算和双边经济合作，中国政府于 2009 年开始致力于推动人民
币国际化。中东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在政府合作机制的推动下，该地区的人
民币跨境使用、产品创新和离岸清算中心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 。2012 年和 2014 年，为
更好地为拉动双边贸易提供保障，中国先后与阿联酋和卡塔尔两国签署了等值 350 亿
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 年，中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建立人民币清算中
心，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发展。 多哈人民币
清算中心开放交易后，卡塔尔凭借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在货币清算、贸易金
融、资产与财富管理和资金服务等领域开展专业商业交易的能力 ，在满足中东与非洲
客户人民币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① 2015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ＲQFII） 试点地区扩大到阿联酋，投资额度达 500 亿元人民币，
① 刘水明等： 《人民币在中东认可度越来越高》，人民网，http： / / w orld． people． com． cn / n1 /2016 /0102 / c100228003591． html，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

· 35·

中国与中东关系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中国人民银行还与阿联酋中央银行签署了在阿联酋推进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
录； 双方还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维持 350 亿元人民币 /200 亿阿联酋迪
拉姆不变。① 这些措施标志着中国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合作正在稳步推进 ，有利于区域
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 ，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

二、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实施将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带来诸多
利好。
第一，贸易结构互补性强有利于中国向中东出口机械产品和从中东进口石油 。
中东地区与中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东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发展潜力
较大的地区。②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和实施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合作进入
“快车道”，许多中东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当前国际油价仍在低位徘徊，制裁解除后的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无疑将加剧当前供
过于求的局面，但也为中国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机遇。 除了石油，中东国家还向
中国出口大量石化产品、金属制品、矿石及其他自然资源类初级产品，“一带一路 ”倡议
将拉动这类产品的对华出口。当前，中国可加大机械、纺织品等产品对中东的出口，将
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运输工具、钢铁制品、轻工产品等作为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口
的重点产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产能，确保市场份额和长线产能在中东地区的
发展，实现双方优势产业、优质资源、优良市场的对接（ 见表 3） 。
表3
国家
沙特阿拉伯
伊朗

阿联酋
阿曼

中国和中东“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结构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机电产品、日用品、纺织品、钢铁制品
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运输工具、钢
铁制品、轻工产品

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原油、石化产品、铜及其制品、
原油、矿石、初级塑材

机械器具、电机、电器、音像设备、钢铁制

矿物燃料、铜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石

品、车辆机器

灰、水泥

施工机械、汽车、机电产品、矿产品

石油、石化产品、矿产品

①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地区扩大到阿联酋》，中国政府网，http： / / w w w ． gov． cn / xinw en /2015
－ 12 /14 / content_5023933． htm，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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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国家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钢铁制品、核反应

矿物 燃 料、矿 物 油 及 其 产 品、有 机 化 学

堆、机械器具

品、铜及其制品

约旦

机械设备、机电产品

钾肥、有机化学品、铜及其制品

卡塔尔

机械设别、电器及电子产品、家具、建材

液化天然气、原油和石油化工品

以色列

机电产品、纺织品、陶瓷制品

科威特

埃及

土耳其

钾肥、机电产品、医疗仪器及器械、电讯
产品

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纺织品、轻

原油、棉花、纺织品、农副产品、铝材、钢

工类产品、木质产品、化工产品

材

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金属制品、化

矿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机电

工产品、家具、运输设备、陶瓷玻璃

产品、金属制品、皮革箱包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外交部、商务部资料整理而成。

第二，产业链具有互补性，具体表现为中东在资源勘探、开采等上游产业具有优
势，中国在加工、冶炼、运输等下游产业具有优势。
中东国家在资源勘探和开采等上游产业积累了丰富经验 ，体系比较成熟，产业链
条完整。在当前国际油价低位运行时期，上游产业发展和项目投资受限，下游产业相
对而言具有成本优势。资源出口国普遍倾向于发展下游加工、炼化产业，如沙特的主
要石化生产商目前正实施多元化战略 ，采取业务收购、兼并、设立新厂等多种措施，积
极向产业链下游拓展。
中国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人力、资本充裕，技术水平相对先进，在加工、冶炼等下
游石化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中石化、中石油等公司在石化行业已达到国际水准。 中国
和中东地区可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深化全产业链合作。 今
后，中国石油公司对中东地区投资要实现上下游兼顾 ，超越投资上游油气资源领域的
传统思维，更多向炼油生产、管道建设、成品油运输及销售等下游环节拓展 。
第三，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东可承接中国优势富余产能。
在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实现钢铁、水
泥等优势富余产能的输出。在国际低油价的背景下，中东产油国希望加快推进经济多
元化，实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改造 ，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因此，中国与中东
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双方在加强基建领域的合作上具有共同意愿 。
中东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公路里程、
人均铁路里程等指标均远低于发达国家，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
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大。 以海湾国家为例，阿联酋迪拜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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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2020 年世博会，预计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总投资达 183 亿美元，迪拜交通、通讯、
建筑类项目对外承包量将大幅增长； 卡塔尔将举办 2022 年世界杯，政府在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的投资将超过 2 050 亿美元； 沙特政府计划在 2013 年至 2023 年投资 450 亿美
元建设全国铁路网，包括沙特大陆桥连线、南北线等 6 条铁路干线； ① 伊朗遭受多年的
经济制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民生凋敝，伊核谈判全面协议的达成将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而制裁期间伊朗大量油井弃用，需要吸引外资以恢复
产能投资，市场预测伊朗原油行业投资规模约为 2 300 亿美元。
中东国家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同时也面临有限公共财政资源的制约。
社会资本投资热情和参与度不高 ，成为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 。 在此
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建设思路和方向，即通过加强国际
金融合作，创新融资模式，改变依赖财政拨款的传统观念，以争取在中东地区推进一批
兼具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项目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 。 中国建筑、中工国际、中国铁建、中
材国际、中国港湾、中国水电等中资企业在该领域可发挥巨大潜能 。
第四，加强科技合作是未来中国提升与中东合作层次的重要路径 ，中国可推进与
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对接。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生产效率和高技术密集度等特点，具有较强的经
济外溢性，能够驱动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发展。 与油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不
同，以色列的能源、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但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世界前列。2013 年以色列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达 15． 6% ，远高于石油输出国 1% ～ 2% 的比重。
这主要得益于以色列的高科技水平、高素质劳动力以及以政府对工业研发、技术创新
型领域的外企投资鼓励。② 中资企业可加大对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设立研发
中心，将两国经贸合作由单纯贸易往来，向新兴产业、新兴领域、技术合作、共同研发、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等更高层次发展 。
第五，石油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之争”下的合作机会。
石油人民币是相对于石油美元而言的。 石油美元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油
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 ，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
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③ 在现代金融界，石油又有“金融边缘产品”和“准金融产品 ”之
称。因此，石油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鲜明的金融
2014 年中东 9 个主要产油国外汇储备量达
特质。④ 用外汇储备可近似衡量石油美元 ，

①

管清友等：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投资风险评价： 阿联酋风险最低，伊朗风险最高》，第 20 页。

同上。
③ 《美元石油绑架全球，国际石油贸易欲 与 美 元 脱钩难 实 现》，凤 凰 网，http： / / phtv． ifeng． com / program /
cjzqf / detail_2011_05 /30 /6706789_0． shtml，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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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87 亿美元。 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结算 ，在强美元周期下，油价持续
低迷，石油美元流动性开始收缩。2015 年以来，沙特等石油出口国主权财富基金开始
大规模赎回资金，以满足本国财政或债务的资金需求，加剧了国际股市和汇市的动荡
局势。据高盛公司 2015 年 6 月测算，油价新“均衡”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每月净减少 240
亿美元，到 2018 年将累计减少 9 000 亿美元，① 这将对中东国家流动性和外汇收入构
成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东石油输出国逐渐意识到在出口石油时采取单一货币结算的弊
端，开始尝试在同中国开展石油贸易时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 与美元相比，采取人民
币结算具有几大优势： 一是人民币汇率与石油价格并不直接挂钩，不存在明显的反向
关系，中东国家可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国际供求情况 ，自主决定价格； 二是人民币币
值相对稳定，从长周期来看，人民币处于升值周期，是很好的保值币种； 三是中国经济增
速相对较高，
经济增长潜力较大，中东国家可通过人民币回流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目前，
中国已与卡塔尔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卡塔尔投资局将成立
100 亿美元基金投资中国。随着卡塔尔对中国投资的增加，
人民币需求将相应增加，
卡塔
液化天然气等产品获取人民币，另一方面会促使其他中东国
尔一方面将通过出口石油、
②
家逐步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并到卡塔尔的多哈人民币结算中心交易。

第六，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合作将为双方政府 、市场、金融机构全方位、多层次金
融合作提供更多机遇。
中国在加强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的基础上 ，需要进一步推动双边金融合作向纵深
发展，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中国与中东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
依靠政府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清算机制的建立只是基础性的金融合作平
台，金融合作要落到实处，还需要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在超低油价的冲
击下，“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资金缺口加大，石油美元收紧威胁中东国家流动性和
外汇收入，海湾产油国财政压力高企。沙特等石油出口国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开始大规
模赎回资金，满足本国财政和债务需求，这为中国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 。
中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购买国债、提供中长期贷款等方式，填补中东地区国家的融资
缺口。

①

林建建： 《石油美元将枯竭石油人民币在崛起？》，华尔街见闻网，http： / / w allstreetcn． com / node /219183，登

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
② 《中东已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跨境人民币网，http： / / w w w ． qianzhan． com / analyst / detail /329 /141121de4ca36a． html，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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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和挑战
中东地区既是全球的“能源基地”，也是世界的“火药桶 ”，又是民族、宗教、政治纷
争的“是非之地”。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使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合作时面临多重风险和
不确定因素。①
第一，战乱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
从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 。 以色列
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 ，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局部战争时有发
生。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如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伊斯兰
国”组织的扩张使部分国家主权统一受到严重威胁； 伊朗国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矛盾冲
突不断； 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恐怖袭击事件频发。 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
民族、宗教、领土、水资源等矛盾，以及大国在中东的博弈为“一带一路 ”在中东地区的
实施和推进带来诸多挑战。
第二，文化差异较大。
受宗教和语言差异等因素影响，中国和中东国家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认知差
异，导致双边关系面临一定的困难，影响民心相通。 由于二战时中国上海曾经收留过
为数不少的犹太人避难，尽管文化差异较大，以色列对华关系友好，对华关系得分位居
中东国家之首（ 见图 1） 。其次是阿联酋和科威特，两国使用汉语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
的人口数量、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所占人口比例较高 。 伊朗对华关系经历了多次
曲折和反复，目前可能更加希望借助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和影响力达成自身的政治和
经济目标，因此，中伊关系随时可能受到世界局势和经济利益的冲击 。

图1

中东“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对华关系得分

资料来源： EIU 数据库，http： / / w w w ． eiu． com / home． aspx。风险指标得分最高 10 分，得分越
高，风险越低。

第三，信贷风险偏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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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开发的国家信贷风险评分体系 ，叙利亚受内战影响国家信贷
风险最高，风险得分达 85 分，接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分值的两倍 （ 见图 2） 。 其
中，也门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24． 7% 。 鉴于国际投资项目通常金额较大，中国应对即
将开展业务的国家进行严格的信贷风险评估 ，优先选择卡塔尔、阿曼、以色列和沙特等
低信贷风险国家进行投资。

图2

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信贷风险情况

资料来源： EIU 数据库，http： / / w w w ． eiu． com / home． aspx。

第四，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有限。
项目建设融资是“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推进面临的重要瓶颈。“一带一路 ”
沿线的中东国家中，相当数量的国家发展水平较低，缺乏用于相关投资的资金，私人部
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导致中国政府常被动地成为主要出资者 。 据估算，仅沙特、阿
联酋和卡塔尔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达 1 700 多亿美元，仅依靠亚投行与丝路
基金难以满足资金需求。因此，资金来源将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建设“一带一路 ”的重
要制约因素。

四、应对风险的对策建议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高企，企业投资面临的经济风险较高，中国政府、企业和金
融机构可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
（ 一） 政府层面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建立政治互信。 中国和中东国家文明辉煌、历史悠久，具有
理性思考和哲学思辨的传统，中国推崇“和而不同 ”，中东倡导“宗教多元、文化融合 ”，
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建立政治互信。中国可从三个层面加强与中东国家的政
治互信构建： 一是加强高层外交，中国在保持与中东地区大国高层频繁往来的基础上 ，
适当加强与地区中小国家的高层往来和接触 ； 二是中国可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机
制，加强多边交流，提升双边政治对话的机制化水平； 三是加强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
将经济合作基础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互信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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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实行多元融资，
破解资金瓶颈。中国可加强与中东各国的金融合作，缓解资金
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以丝路基金、
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
不足和流动性紧缺难题，
多边金融机构为依托，
形成一套“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金融决策机制，
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建立资源换贷款机制，
中东各国工业基础薄弱，贷款抵押品相对不
足，
中国可与伊朗等国采取石油换贷款的融资方式； 三是引导民间力量进行海外投资，加
①变政府主导为政府、
速推进 PPP 融资模式，
民间双轮驱动； ②四是开发多种金融产品，如
③
对外担保、
混合贷款、
丝路债券等，
通过金融创新疏通融资管道。

第三，加强风险提示，完善预警机制。为推动中资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投资活动 ，中
国政府需要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服务 ，如制订并出台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大
国地位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包括制订全面的中国对外能源政策和有效运行机制，
强化中国企业对世界能源危机的忧患意识 。④ 同时，可考虑设立中东地区信息发布平
台，通过当地驻华使馆、金融机构分支行等渠道，搜集包括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政治
局势、法律框架等各类信息； 加强并完善对外投资咨询机构的建设与服务 ，鼓励科研机
构设立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专业智库 ，提供智力支持。⑤ 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税收减
免、设立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等措施，减轻企业税负，降低
企业海外经营风险。
（ 二） 企业层面
中国企业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把控项目风险。 中国企业要深入了解中东国家的发
展需求与合作重点，在此基础上选择业务伙伴并确立合作领域和项目 。 中国企业在继
续加强同中东地区进行能源资源合作的同时 ，应考虑将机电产品、钢铁制品、轻纺产品
等中国对中东出口的重点行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确保市场份额，分散投资风
险。中国企业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建设的契机，与中东国家加强在能源开采和运
输、网络通信、高铁、港口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同时加强项目风险把控，从项目开发到效
益评估、资金投入等各个环节都坚持市场化原则 ，遵循国际金融规则，遵守国际以及合
作国国内法律，做好风险防控。
（ 三） 金融机构层面
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业务拓展与风险防控具有同等重要性 。
第一，在战略上更加重视中东地区。一方面，中东地区石油美元资金充裕，国民储

①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模式： 公私合作模式，
即鼓励通过民间资本、私营企业和政府资金的合作，参

与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式。
② 魏琪嘉： 《“一带一路”风险分析及应对建议》，
载《国际金融》2015 年第 12 期，
第 40 页。
④

王有鑫： 《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外溢影响与我国对策》，载《宏观观察》2015 年第 30 期，第 8 页。
顾正龙：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合作范式研究》，第 25 页。

⑤

2015 年第 9 期，第
王林聪： 《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应对与挑战》，载《当代世界》，

③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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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率较高，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长期资本来源之一，为各国金融机构发展负债业务提
供了良机；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有
限，金融基础设施不足，普通大众金融需求高，但获得银行服务机会少。 中资金融机构
应该重视中东地区的业务机会，可采取下列方式推进金融合作： 一是直接开设分支机
构，经营本币业务，服务本土客户； 二是加强与当地同业间的联系，包括参股金融机构、
签署合作协议、信息共享等； 三是银企合作，包括银行做担保的项目贷款、抵押贷款、票
据贴现、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结算等； 四是资本市场合作，包括发行债券、股权融资、
设立合作基金等。
第二，加大营业网点布局。目前中资商业银行在中东地区业务网点少，中国金融
机构“走出去”步伐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无法为企业提供持续和全面的金融服务 。 以
中国四大银行为例，截至 2014 年底，中国银行在中东地区已成立迪拜子行，在阿联酋
首都阿布扎比设立了分行，同时设有巴林、迪拜代表处； 中国工商银行设立了迪拜国际
金融中心分行、阿布扎比分行、多哈分行和科威特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仅成立了建行迪
拜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了迪拜分行。① 除此之外，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尚未涉足其
他中东国家。由于伊朗、沙特等石油输出国是中国主要投资目的地，未来中国商业银
行可考虑在更多的中东国家设立分支行 、子公司或代表处，增加网点布局，跟上中国企
业“走出去”步伐，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第三，业务重点要符合双边经贸发展需要 。中国面向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日渐增
多，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机电产品和工程承包等领域，中资金融机构应该重点
关注和支持此类行业发展，在项目投资、融资租赁、设备出口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带
动中国长线产能在中东国家的发展。 在能源领域，要构建完善的营销产品库，着力发
展石油人民币业务，突出人民币相关、跨境相关和资本市场相关的产品特色。 在贸易
金融领域，中资金融机构要重点发展国际贸易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贸易融资、对外
担保等业务，促进贸易规模增长。
第四，加强贷后管理，防范信贷风险。针对中东国家信贷风险高、部分国家不良率
中资金融机构应重点关注具有授信关系的行业、客户及产品的贷后管理，加
偏高的现实，
强与前线业务部门的前后联动，
多方配合，
为贷前、贷中管理提供可持续的良性支持。对
要做到因势利导，
不断探索防范化解信贷风险的对策措施； 同时汲取不良案
于不良贷款，
例教训，
举一反三，
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全力保障授信资产的安全和稳定。
（ 责任编辑： 赵

①

军）

子行是指在当地直接成立法人资格的银行，而分行属于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子

行是独立法人，分行不是独立法人； 二者享受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所能承做的业务和监管标准存在差异。中国
银行阿布扎比分行隶属于迪拜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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