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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compares the Sino-US “New Silk Road” strategies to comprehend the efficiencies of the plan. Also,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is plan of the two countries affects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Finally,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Silk Roa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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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中美“新丝绸之路”的战略对比，了解两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成效性，分析
两国该计划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最后探讨在此计划上两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未来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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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世界格局变化多端，各国都经历着崛起、鼎盛、衰退的过程，只有不断根据时势变化制定正确的国
家政策，并加以实施改进，一个国家才能不断前进，争当王者。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亚传统的地
缘政治价值已经被中国和美国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所取代，而中美两国都提出了一个计划——
“新丝绸之路”。
201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推动中南亚地区经济联系，实现阿
富汗经济的复苏，确认美国在阿富汗的主导权。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
想。“一带一路”计划正是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年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逐步上升，而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近年国内经济状况大
不如以往，正努力通过各措施来恢复经济，调整在亚欧地区的战略，巩固已有地位。中国和美国在世界
的舞台上都是备受瞩目的，现在两国都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由于战略范围非常相似，所以两国之间是
竞争与合作并存。两国就此战略在意图上、形式上、态度上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两国在“新丝绸之路”
计划上可以进行怎样的合作呢？

2. 中国“新丝绸之路”计划
2.1. “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战略，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东北亚经济，并整合在一起，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
济整合的大趋势。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
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具有
包容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
起来[1]。

2.2.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古代商业贸易线路，从兴起、繁盛到走向没落，跨越了 2000 多年的历
史。中国在近百年里为重新发展“丝绸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
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构想既继承了过去丝绸之路的
建设构想，又充满了不断变化的时代特点。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了我国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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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此经济带的构建拉近了我国与欧亚各国的经
济联系，政治文化联系，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顺利，不仅是在政治
上，在经济上也有重大的意义。

2.3.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
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从秦汉时开始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
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日益密切，而东南亚地区也是“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建设新型贸易道
路，借此逐步把世界各地区连接起来，其中最核心的价值就是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尤其在中国成为世
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合纵连横的背景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无疑
将大大增强中国的战略安全。

2.4. “一带一路”计划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关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
设施建设。2014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亚投行，截止 2015 年 4 月，亚投行成员国已达 55 个，
包含除美日两国以外的主要西方国家[1]。
“一带一路”计划主旨在于加强欧亚国家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增进贸易来往，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亚投行主要集中精力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同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计划与亚投行相互联系和配合，亚投行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资金
支持；同时发展“一带一路”计划会带动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为亚投行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多
地机遇。未来，随着“新丝绸之路”的实施和亚投行的发展，这两个计划将共同促进亚欧国家甚至全球
经济的发展，前景一片广阔。

3.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
为了使阿富汗在经历完平反运动后平稳发展过渡，美国政府提出了亚欧版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虽然主要是针对阿富汗，但它对于美国自身具有战略意义。“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阿富汗需要一个
安全、稳定、繁荣的地区”是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出发点。但是，美国的着眼点并不限于此。安
邦研究团队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关于，“新丝绸之路”的设想早在 2009 年就已有雏形，2009 年 10 月
6 日，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威廉·伯恩斯就曾对美国商会发表过一次讲话，主题是，丝绸之路的
贸易与投资：美国与中亚经济联系的新路径，他在讲话中提到美国建立和强化与中亚地区经济联系的几
个目的：一是能源。二是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三是安全问题，美国希望在中亚地区保持可共
同维持安全的伙伴。四是联结当地的人民和社会[2]。

3.1. 国内背景
1) 美国政府在维持阿富汗战争中巨大的经济支出使美国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沃森国际问题研究
所 2011 年 6 月发布的报告中支出，按 2011 年的美元定值计算，美国联邦政府在阿富汗战中已支出的战
争费用在 2.6 万亿美元左右，远远高于官方数字。如果加上美国为退伍军人设置的社会保障成本，支出
将高达 3.7 万亿~4.4 万亿美元[2]，
奥巴马政府压力巨大；2) 由于长期的反恐战争带来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加上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民众厌战情绪高涨，民众由一开始的 88%支持出兵到后来只剩下 39%的支持率；
3) 奥巴马为了兑现曾经的承诺，为了获得民众的连任支持率，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成绩单，竭力发展“新
丝绸之路”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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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部环境
阿富汗经过多年的战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许多人流亡国外。尽管美
国有投入一定资源在其经济重建方面与人道主义项目，但与反恐的军事投入相距巨大，以至于给阿富汗
及整个地区的民众留下“只反恐不民生”的负面形象。而在全球战略调整方面，因自“911”以来，美国
一直集中精力应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来往。
在美国忙于反恐的时间里，亚太地区悄然崛起，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世界力量从西方转移至东方。
为了解决这一情况，美国不得的马上转变策略，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

4. 中美“新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自从第一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以来，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背景研究方面：王卓怡 2014 详细介绍了中国新丝绸之路的范围，横跨亚欧大陆，途经多个国家，涉
及总人口近 30 亿，接着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全面分析中国提出建立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背景，总结
出计划的最大价值在于转移当前贸易路线的压力[1]。赵华胜 2012 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新丝绸之路的概念，
以事实论证了新丝绸之路战略给阿富汗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本身带来的影响，阐明计划的现实背景[2]。
战略意图及实施对比方面：朱锋(2013)由浅到深地介绍了中国新丝绸之路的范围以及功能，认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解读为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外交思想[3]。赵臻(2012)分析了美国建立新丝绸之
路的战略意图，第一点主要是巩固过去十年反恐战争的成果；第二点是发展北方运输线(NDN)；第三点
是，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成为遏制伊朗和中国的力量[4]。何茂春(2013)阐述复兴丝
绸之路对于我国的意义，将其别的国家的丝绸之路计划进行对比，得出我国丝路计划身居优势的结论[5]。
吴兆礼(2012)结合现实状况分析美国在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存在时间上的优势，但缺乏资金上和民意上的
支持，策略方面也存在好高骛远的不足[6]。
战略实施与预测方面：许亭玉(2013)介绍了中美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不同诉求，两者都主要是通过
经济合作组织形式进行，结合两国计划的特点进行对比，得出两者实施的预测情况：中国新丝绸之路计
划由于政治基础较好，经贸合作较稳定，在形势上比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更具优势(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局
势不够稳定安全) [7]。柳丰华(2007)通过正反两面的方式对战略进行评估，对于短期目标来说，增进区域
经济联系在未来几年是可见成效的；但对于扩大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终极目标来说，美国还需要突
破许多政治壁垒，过程漫长[8]。
实施建议方面：长远来看，由于两国“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涉及到中亚地区，对于两国来说是合作
与竞争并存的。王恬阐明了美国丝绸计划是“大中亚”战略的复刻版，计划存在排斥中国的嫌疑。根据
实际情况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方式且将会遇到的困难[9]。对此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
对此的应对措施：封东虎详细地就美国新丝绸之路的攻势，对中国的应对措施提出了四项建议，主要借
助上合组织的优势以及稳定中巴和中哈关系。整篇文章条理清晰，论据十分充分[10]。

5. 中美“新丝绸之路”的战略对比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上你追我赶，各自有自己的优势所在，那么在实
施“新丝绸之路”计划上，两国又存在着什么优势和不足呢？

5.1. 战略范围对比
中美“丝绸之路”战略都涉及到中亚地区。
美国：已阿富汗为中心，主要连接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计划在中亚和南亚地区里面形成一个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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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主导的地缘经济板块。
中国：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范围比美国丝路的范围更加广大，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中
亚地区，中国中、西部省份。而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依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中
国沿海经济带和东南亚、南亚以及中非的港口城市联系在一起。

5.2. 战略意图对比
1) 美国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
首要目的是恢复阿富汗的经济状况，通过以阿富汗为中心，建设与周边地区及南亚的贸易交通网络，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制度，吸引各方投资，建设实现经济上的成功转型升级，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和社会的平稳过渡，巩固其长达十年的战果。再提升美国在本地区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声望，
使其能更好地建立长期主导地位。再者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中国在中南亚的势力。最后增强综合国
力，提升国际地位，扩展美国在中南亚甚至整个亚欧地区的影响力。“新丝绸之路”战略措施更像是针
对中亚与南亚的一项外交政策设想。
2) 中国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
建立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通过经济贸易手段，实现经济互通，
政治联盟，建立和平发展环境，共同发展，是对古代丝绸之路内涵的传承与发展。

5.3. 战略优势劣势对比
1) 时间上：美国比中国更早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
美国于 2011 年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占据时间上的主动优势，相关协议的制定与实施进度能走
在更前面。
2) 地域上：中国临近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更具地缘上的优势。
美国远离亚洲，而中国是亚洲国家，西部与东南沿海是实行经济开放的地区。同时国际有声音指出
“丝绸之路应有亚洲主导建设，西方国家不应左右太多”。这表明中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比美国
更具舆论优势[3]。
3) 资金上：中国比美国在“新丝绸之路”计划资金上更具优势。如表 1 所示。
4) 政治上：中国比美国更具政治地缘优势。
具有心脏地带之称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亚欧大陆各国争夺的战略区域，中国与中亚五国已结成战略
伙伴的良友好关系，信任度由于睦邻友好，互不干涉的外交政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为以后
双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达到合作共赢的态势[4]。
在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战争的这十几年里，其在亚欧地区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但迫于局势所逼，
美国不得不撤军阿富汗和伊拉克，于是便通过利用“新丝绸之路”计划，继续对阿富汗进行控制，延续
其占领利益，可想而知，中亚地区也清楚美国的实际意图，防备和戒心也是必不可少的吧。因此对于美
版“新丝绸之路”也不能完全公开平等地进行战略合作。
从表 2 可以看出，美国减少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同时，中国对该地区石油的依赖却在增加，这将对地
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5) 包容程度：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相对较低。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以阿富汗为中心，范围上排除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其本质目的是维护其自身
利益；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计划打通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原因是中国占
据亚洲大陆的中央，从中国各个边境出发，将贯穿整个亚洲大陆，因此中国的位置决定着中国的新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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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New Silk Road” budget sour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表 1. 中美“新丝绸之路”计划资金情况对比
国家

美国

中国

资金情况

1) 依赖于亚洲银行、国外投资者、私人部门
注资；
2) 国内财政不景气；
3) 已投入大量费用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
战争，难以独立支持阿富汗经济恢复；
4) 国家外汇储备数量庞大。

1) 东南亚和中亚地区里也有很多中国企业的投资，具有很大的经
济互补性；
2) 中国政府宣布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3) 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向国有政策性银行注资 620 亿美元，打
造连接海外市场的基础设施项目；
4) 亚投行的资金支持。

资料经本文作者整理而得。

Table 2. 2014 oil output and input of China and the US
表 2. 中美 2014 年石油产量与进口量对比
石油产量

2011 年~2014 年上涨率

原油净进口量

相比 2012 年

中国

430 万桶/日

6%

2.89 万吨/日

下降 20.6%

美国

1300 万桶/日

28%

3.35 万吨/日

上升 7.5%

来源：柳丰华，1994。

战略将具有最大的包容性。
6) 策略上：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比美国的更胜一筹。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国内民众支持率较低，主要是得到军政支持，计划预期期望值过高，财政
上，为支持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计划的开展明显力量不足，加上阿富汗及邻国地区局势不稳定，政
权问题严峻，环境是不利于经济合作发展的，但美国却没有注意到这点，坚持在如此不明确、关系复杂
的背景下实施丝路计划，无疑是高估了自身实力和忽略了环境的影响。还有，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
排斥伊朗，伊朗不但是阿富汗的邻国，而且是交往甚为密切的贸易伙伴，缺少伊朗的参与，美国的“新
丝绸之路”战略也就更难实现[5]。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线路清晰，由易到难，逐一延伸，计划沿线地区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良好，
还有国家大力支持，为计划的开展消除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加上日后可能建立的合作机制，中国版“新
丝绸之路”前途一片光明。

6. 中美“新丝绸之路”战略实施预测
“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契机，然而战
略的实施需要根据两国的综合国力和现时国情来开展。

6.1. 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实施预测
中国版的“新丝绸之路”获得国家的重视，建立专项资金投入建设，并且其战略本身符合中国现时
国情。
以下从四个方面概况来对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进行实施预测：
1) 良好的地缘优势。中国旨在推进与中亚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谐的周边环
境。中国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基础良好，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双赢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愿意
看到的。
2) 发挥好现有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优势。只有发展好国家之间的连线交通，例如我国与中亚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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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设施，才能与更好地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
3) 舆论支持推动。我国西部一直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生活贫苦，生活经济来源单一，产业相对
落后，而实施“新丝绸之路”将大大改善其区域环境，带动各类产业积极发展，增加就业率，改变区域
人们生活面貌，还有可以减少恐怖主义活动。我相信这样的计划人们是很乐意接受的。
4) 民族包容度高。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有利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民族包容度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局势下，一个崭新的区域合作方式将多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不仅能促进
经济发展，还能增进不同种族间的政治交流，因此人们可以预想，这将得到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6.2.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实施预测
虽然美国“新丝绸之路”倡议表面上赢得了中亚和南亚国家的响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发展还
是要面对种种困难。此战略发展意义符合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的宏源目标，有利于巩固美国在阿富汗
的战后成果，但此战略起点过高，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
以下从四个的方面来分析美国“新丝绸之路”的实施情况和未来实施预测：
1) 战略计划成立时间较早。部分基础设施已完工，特别是在跨国铁路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有
利于配合以后一些计划的开展。
2) 计划包容度低。战略以自身利益为中心，计划合法性低，加上美方素有“世界警察”的称号，与
大部分中南亚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阿富汗邻国众多，要想连接好中亚到南亚的经济政治通道，建
立区域合作组织，打好与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国的关系显得额外重要，“外交战”是美国第一步要
解决的任务[9]。
3) 阿富汗国家环境不稳定。由于北约部队撤军后，阿富汗国内环境还处于动荡时期，这令投资者望
而却步，经济发展受阻，因此短期内实现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4) 民众支持率较低。在美国国内，军方才是该战略的主要支持者，国务院对其前景持怀疑态度的大
有人在。2014 年之后，美国对中亚的兴趣是否会急剧下降，美国有多大政治意志、经济实力和资源手段
来推行这一战略，这些问题还都是未知数[10]。

7. 中美“新丝绸之路”战略对比分析
因中美双方的“新丝绸之路”范围都涉及到中亚地区，所以双方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竞争与冲突。

7.1. 美国的立场与态度
在很早以前，美国政府就推出了“大中亚”战略。美版“新丝绸之路”计划其实是“打中亚”计划
的复刻版，打着振兴阿富汗地区经济的旗号，对撤军后的根据地变换策略进行控制，发展地缘经济，连
接南亚和中亚五国形成经济合作组织，紧接着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排斥强国俄罗斯和中国，最
后把大中亚收回囊中。其中，美国政府对外应对媒体中表示，“中国曾为丝绸之路做出过贡献”，并无
明确指出中国在美版“新丝绸之路”的所处的地位和角色扮演如何，这也有可能表明美方有意避开此话
题的敏感度。近两年，根据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外交举动，都暗藏着高调重返亚太组织的意思，而美国最
大的对手就是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美方一向喜欢以军事演习挑战敌方的底线，例如通过在太平洋西南
面，对中国沿海领域进行围堵，影响我国在经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航线[6]。

7.2. 中国的态度及应对措施
面对美国的攻势，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应端正心态、主动积极、立足长远地去应对。主要能通过
以下六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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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阿富汗成为上合组织成员。这有利于中国更多地参与到阿富汗振兴国家的过程中去。
2) 发展好中印关系和中哈关系。近十年，中国与印度在世界舞台上飞快地发展，经济实力也逐步提
高，良好的中印关系有利于双方经济政治领域的发展。印度作为南亚里最重要的国家，其战略地位是不
容忽视的，中国与印度建立好盟友关系，深化互联互通，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消除了重要的障
碍。而印度一向坚持独立外交政策，不必担心其依赖美国的战略措施。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是五国
中实力最强的(生产总值位居五国榜首)，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我国有两条已修建的铁路经过，石油和天然
气管道也经由此国)，实属我国西大门！加上我国一直以来和哈萨克斯坦往来较为密切，政治关系良好，
贸易成交量也是中亚五国里最高的，使它成为我国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线突破口最合适不过了。如
果中哈关系持续良好态势发展，我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就有了一大优势[7]。
3) 利用历史地位上的优势。我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建者之一，历史文化悠久，我国应抓住此点，
为“新丝绸之路”的修建增加历史色彩。
4) 筹划更多的资金。我国应该呼吁更多的组织建立丝路基金，依靠银行，私人单位等等获得更多资
金来源，为“新丝绸之路”的沿线设施建设，沿线地区的人民，提高强大的资金后盾。
5) 深化中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出了名的“好朋友”，而巴基斯坦是美国“新丝绸之路”突破
的关键点之一，恰恰美巴关系处于紧张局势，历史问题严重。深化我国与巴基斯坦的事务上合作，能有
效对抗美国对于我国西部的军事围堵。
6) 深化上合组织内区域合作。美国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现时美方为削弱我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做
了一系列威胁到政治安全的战略部署，因此中国应利用好上合组织这一形式，明确反对一切在中东有可
能发生的威胁行动，深化组织架构中的成员之间的合作[8]。

8. 结语
种种迹象表明，中美两国的关系处在深刻的“战略互疑”状态，而中美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将会
给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目前断言还为时尚早。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随着中国
崛起，其在亚欧地区的影响力也逐日扩大，希望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回
响起“中国声音”。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提出虽早，但掺杂过多的因素使其没有明确的实施方案，
要解决处理的矛盾也比较多，其战略前景相对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似乎没那么明朗。
目前，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主要是由“一带一路”计划组成，“一带一路”计划具有强大的辐
射带动作用和包容性，“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计划有合作与互补，以达到
双赢的结果。另一方面，如今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近段时间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狂潮的背景下，中国
西部区域的安全问题变得尤其严峻。美国在中南亚地区实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则有利于稳定中国西
部地区局势和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政府也明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之大，加上由于中东局乱，投资在中南亚地区的经费越发减少，谋求中国的经济支持和合作是不可缺少
的[11]。所以中美两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计划包容性发展，可使中美在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形成新的
合作领域，有利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美两个大国在传统经济往来之外的新领域进行合作，
共同奏响世界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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