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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周方冶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泰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依托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划，中泰合
作对接“一带一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泰发展战略对接有助于深化中泰双边、中日泰三
边、澜湄次区域以及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进程。然而，泰国大选后的政局调适以及美国“印太
战略”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对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形成挑战。为此，有必要采取提升高
层交往、加强政党外交、拓展外宣渠道等举措，努力夯实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发展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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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泰合作在两国领导人积极推动下取

架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政策沟通方面，中泰两

得显著成效。2019 年 4 月，泰国总理巴育应邀参

国高层互访频繁，并于 2017 年 9 月签署了《中华

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会期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

间，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了巴育总理，

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2] 从而为中泰合作对

进一步深化了双方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共识。[1]

接“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二是设施

两国秉持“中泰一家亲”传统的高层互动，不仅将

联通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

有力促进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
，而且将有助

期工程顺利推进，并计划于 2019 年启动项目二期

于泰国发挥东盟轮值主席国作用，推动“一带一路”

工程。三是贸易畅通方面，从 2014 年到 2018 年，

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合作进程。然而，当前中泰合

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从 635.8 亿美元增至 801.3 亿美

作也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泰国大选后的政局调适，

元，年均增长 6.5% 以上。中国始终保持泰国最大

二是美国“印太战略”的负面影响。对此，有必要

贸易伙伴国地位，并且对华贸易总额在泰国对外贸

积极应对，切实保证总体趋好的发展大势。

易总额中的比重从 14% 稳步提升至 16%。[3] 四是
资金融通方面，2018 年中国对泰投资为 17.4 亿美

中泰合作的显著成效与新机遇

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同比增长 2.2 倍。近年来，

一、中泰合作取得“五通”显著成效

中国在汽车、机械、化工、农业、服务业和数字技

过去 5 年多时间里，作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

术领域对泰投资发展迅速，产业影响力进一步提

走廊建设的重要支撑，中泰合作在“一带一路”框

升。[4] 五是民心相通方面，中泰民间交往与人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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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泰国总理巴育。（图片来源：新华社）

来频繁。以赴泰旅游为例，尽管 2018 年发生了普

（一）泰国发展规划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吉岛沉船等意外事件，但中国旅客赴泰旅游人数还

2018 年 10 月，泰国首部《国家 20 年发展战

是突破千万大关，
从 2014 年的 463 万增至 2018 年

略规划》(2018—2037 年 ) 获得哇集拉隆功国王签

的 1053 万，年均增长高达 31%，在泰国海外游客

署批准。根据该规划，泰国将力争到 2037 年跻身

中的占比也从 31% 提升到 40%，旅游成为深化中

发达国家行列，成为稳定、富裕、可持续发展的

泰民众相互认知的有效渠道之一。[5]

国家。[6] 为此，巴育政府提出了包括社会稳定、增

二、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迎来发展新

加国际竞争力、发展国民权益、创造机会与社会公
平、在保护环境前提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政

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府执政效率等六方面的战略规划，并制定了人均国

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也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

民收入每年 13000 美元、基尼系数控制在 0.36、土

遇，这有助于双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双边、

地植被覆盖率达 4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0%—

三方、次区域、区域层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25% 等具体目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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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泰国《国家 20 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关键

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

抓手，巴育政府推出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划，计划

展需求有效对接，
这有助于实现
“1+1+1>3”
的效果。

以东部沿海的北柳、春武里、罗勇三府为核心，打

2018 年 5 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

造“东盟最佳和最现代的经济特区”
，以竞争力、

部与日本外务省、日本经济产业省共同签署了《关

包容性和绿色增长为引擎，推动泰国劳动密集型低

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
。作为与中日双

技术含量的产业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升

方都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泰国很可能成为优先

级，并在此过程中尝试解决人口老龄化、环境破坏、

受益者。从 2018 年 9 月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

贫富分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作机制第一次会议，以及同年 10 月的第一届中日

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划提出了十大类产业布

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来看，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建

局，其中既包括新一代汽车制造、智能电子、生物

设或将成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示范性旗舰

科技和高端农业、高端旅游和医疗旅游、食品深加

项目。[10]2019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工等传统优势产业，也包括自动化和机器人、航空

的“一带一路”相关部分中，首次提出“拓展第三

和物流、生物化工和生物能源产业、数字化产业、

方市场合作”
，从而为中日泰三方进一步开展合作

医药中心等未来产业；规划了纵横联通、高效便捷、

提供了政策保证。[11]

成本低廉的交通物流运输网络，包括扩建乌塔堡机
场，扩建马达普港口与林查班港口，新建客运高速

（三）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助推次区域
与区域合作
从次区域层面来看，由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

铁路及货运复线铁路等。
然而，巴育政府在绘制了宏伟发展蓝图的同时，

印度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有力推进当

也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难题。例

地的资源重组与优势互补，为中泰合作提供更坚实

如，东部经济走廊政策委员会批准的基建项目，仅

的发展根基。作为中南半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2017 年至 2021 年就需要至少投入 200 多亿美元的

较高的国家，泰国的发展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辐射

资金，对泰国而言压力明显，更遑论在建设过程中

与示范作用，特别是在澜湄合作对接“一带一路”

所需的技术支持与人才储备。因此，巴育政府在推

的发展进程中，中泰合作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随

动东部经济走廊对接“一带一路”方面表现积极，

着纵贯中国、老挝、泰国的中老泰铁路合作等基础

[8]
努力搭乘国际产能合作“顺风车”
。 2018 年 4 月，

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稳步推进，中泰合作的外溢效

阿里巴巴集团与泰国政府签署备忘录，计划在东部

应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助推中南半岛的贸易、投资、

经济走廊投资 110 亿泰铢（约合 22 亿元人民币）
，

人员往来，切实激发次区域各国的经济活力与可持

[9]

推动数字中心建设与电子商务发展。

续发展动力。

（二）
“第三方市场合作”助力中日泰三方合作

从区域层面来看，依托泰国 2019 年东盟轮值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将

主席国地位，中泰合作将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发

为中泰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作为中国首创的国

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际合作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将中国的优势

东盟处于“一带一路”的陆海交汇地带，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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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近年来，
中国—

过去 5 年里，在巴育政府的领导下，泰国当局

东盟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著进展，但

在对接“一带一路”的政治决策方面，更多呈现的

也面临诸多难题。中泰合作取得的成功经验，不仅

是共识而非分歧。2019 年大选后，泰国政治很可

将为东盟国家深化对华合作提供仿效样板，而且将

能将重返多元格局，巴育连任总理须依靠公民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对接

党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这就需要进行更多的协商

“一带一路”的合作进程。与此同时，中泰合作也

与妥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决策效率和执行

有助于防范地区安全风险，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

能力。

促进各方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深化合作，早日达

尽管在 6 月 5 日的总理投票中，巴育赢得了国

成符合地区实际、各方共同遵守的地区规则，为地

会两院全部 747 席中的 500 席，远超政治对手未来

区和国际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地区环境。

前进党党魁塔纳通的 244 席。但是，如果扣除保守
阵营提前遴选任命的上议院 250 席，巴育在下议院

泰国大选后的政局调整

获得的支持率仅是勉强达到半数。更严峻的是，巴

一、泰国政治格局面临结构性调整

育组阁的执政联盟政党数将达到史无前例的 19 个，

自 2014 年军方政变以来，军人集团与王室—

仅拥有下议院 1 个议席的政党就多达 11 个，立场

保皇派结盟的保守阵营主导了泰国政局，在一定程

摇摆的中间力量民主党和泰自豪党分别拥有 53 席

度上保持了社会稳定，但也在泰国社会积聚了一定

和 51 席。这就意味着，仅拥有 116 席的公民力量党，

的不满情绪。

将很难保证巴育总理对执政联盟的有效约束，可能

随着军方“还政于民”
，泰国于 2019 年 3 月

面临重要议题议而不决的弱政府难题。

24 日举行了国会下议院选举。巴育在亲军方的公

三、泰国政府推进改革将面临新情况

民力量党支持下，于 6 月 5 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

随 着 大 选 后 新 政 府 的 组 建， 巴 育 也 将 失 去

成功连任总理。[12]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泰合作

2014 年临时宪法第 44 条赋予“全国维持和平秩序

对接“一带一路”的政策延续性。但是，泰国政局

委员会”主席的临机专断权。这就意味着，即使巴

的调整可能引起持续性的权力博弈风险，进而影响

育连任总理，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依托宪法第 44

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泰方决策能力。

条强行排除改革阻碍，贯彻“有共识要改革，缺乏

二、泰国政治多元化或将弱化国家决策能力

共识就在改革进程中达成共识”的政治意志。在过

泰国社会各界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方

去的 5 年时间里，巴育总理曾不止一次动用宪法第

面具有广泛共识，因此在泰国大选后，无论巴育能

44 条促进各领域改革，其中就包括推动中泰铁路

否连任，新一届民选政府都不会改变中泰合作对接

合作项目。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以开放与创

“一带一路”的基本立场。但是，泰国各派政治力

新为前提，推进过程中难免影响既得利益集团的“坛

量在如何对接“一带一路”问题上难免存在分歧，

坛罐罐”，如果失去政府强有力支持，即使高层达

特别是在重点领域、优先方向、发展步调、责权分

成共识，相关合作也很可能成为“抽屉政策”，难

担等问题上，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与诉求。

以有效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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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国政治不满情绪外溢可能波及对华合作

“一带一路”合作的步伐，而且通过利用泰国的东

尽管此次大选引发政局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

盟轮值主席国身份，有可能在地区层面特别是南海

并不意味着政治分歧与社会矛盾会得到根本性缓

问题上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从大局来看，泰国不会

和。一方面，大选在 3 月 24 日举行，但正式结果

放弃“大国平衡”的传统外交立场，但其国内多元

待拉玛十世加冕仪式后公布，导致政治反对派很难

政治力量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不利于近年来中泰

就选票与当选议员问题公开质疑，因为在举国庆典

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良好态势。一方面，泰国

期间的任何政治杂音，都将被视为对国王的不敬，

为数不少的知识精英都有西方教育背景，较容易在

很可能面临“亵渎君主罪”的刑事追责。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上受美国“印太战略”话语表述影响。此

作为军人集团代表，泰国陆军司令阿披腊曾在大选

次巴育连任总理，很可能引发泰国知识精英特别是

前明确表示，“如果政局不稳，军方不排除再次政

政治反对派的不满情绪，甚至产生“为反对而反对”

变的可能性”
，从而释放了强硬的政治信号。[13]

的政治不理性。如果这一群体沦为美国“印太战略”

泰国大选的社会不满情绪，如果在政治层面得

的“传声筒”，难免会影响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

不到宣泄，就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甚至在亲西方

的政府决策与贯彻落实。另一方面，泰国媒体特别

势力的刻意误导下，影响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

是主流媒体受西方影响较深，易受西方舆论误导。

的社会认同。近年来，泰国社会不时传出巴育政府

近年来，泰国巴育政府采取了相对严格的媒体监管

以迎合“一带一路”为筹码换取中方政治支持的荒

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虚假新闻的发生率。

唐言论。尽管相关谬论既无事实根据，也不符合逻

然而，随着军方“还政于民”
，大选后的媒体监管

辑，但在政治多元化的权力博弈中却被反对派所炒

力度在反对派的影响下可能松弛。[16] 这就会为炒作

作。

不利于“一带一路”的负面消息提供可乘之机，使
得“债务陷阱论”
“华人移民威胁论”
“文化霸权论”

美国“印太战略”的负面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出了旨在对华进行

等谬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甚至影响泰国民众对“一
带一路”的理解与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社会舆情。

遏制的“印太战略”
，并开始在经济、安全以及民
主与治理等领域加紧落实，试图通过地缘竞争方式

关于促进中泰合作对接

对“一带一路”形成有效制衡。[14]2018 年 11 月，

“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第六届美国—东盟峰会上发表演

为在新形势下更好促进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

讲，甚至含沙射影地指责“帝国和侵略在印太地区

路”
，有效化解泰国政局调整以及美国“印太战略”

没有立足之地”
，并强调“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

引发的负面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应对举措。

区，我们作为伙伴和朋友将继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

[15]

对美国而言，积极引导泰国在“印太战略”框
架下发挥支点作用，不仅可以影响在中南半岛开展

一是提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适时促成
泰国国王拉玛十世访华。2017 年泰国宪法具有明
显的“泰式民主”特征，因此在军方“还政于民”
并举行大选后，依然延续了保守阵营特别是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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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与军人集团的政治主导地位。中泰合作对接
“一带一路”的相关决策，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开拓

于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舆论环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精神与创新意识，因此进一步提升两国高层交往水

副研究员）

平，将有助于自上而下引导形成合作共识，勾画发

（责任编辑 ：魏丹丹）

展蓝图，明确前进方向。泰国王室拥有崇高的社会
威望，如果能通过高层互访方式，促使双方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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