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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现行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系
统性特征之一。在此视角下，俄罗斯与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

致性。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是促使俄罗斯强

化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因。相较于 Ｇ７，无论在国际贸易、金融
改革还是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

均愈发紧密。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存在身份和利益张力，具体表现为

俄罗斯徘徊在 Ｇ７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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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国通过跨国经济

监控与协调实现经济治理，③ 规避来自系统的风险。本文旨在以俄罗

斯参与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为例，剖析系统性风险给俄罗斯带来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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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探讨俄罗斯经济对全球系统、子系统 （例如金砖国家和原 Ｇ８内
其他成员国群体）以及其他经济群体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在此基础

上，基于系统效应 （外部环境）和现实需要 （内生需求）判断俄罗

斯的潜在行为可能。当然，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涵非常丰富，本文将集

中着墨于其合作的经济层面，① 剖析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合作的紧

密程度和未来发展潜力。通过对比分析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合

作，及其与 Ｇ７等发达经济体的合作，观察俄罗斯在 “向东还是向

西”问题中的系统压力、自身定位和利益平衡的张力。单是从经济层

次上看，相较于与 Ｇ７国家的合作，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一　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背景因素

（一）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外部环境

国际环境是俄罗斯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而结合国际环境影

响作出对外决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全球系统环境适应与学习的过

程。在学习和适应系统环境的同时，也离不开对自身国情的充分了

解。只有结合国情和世情，这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才能够做到 “持两

端而守中庸”，防止对外决策远离国内真实需要，或是不了解外部环

境就轻率做出对外决策，这就需要充分认识个体国家对外部环境具有

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鉴于目前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主要定位于经济方

面，本文将分析重点聚焦于金融、贸易、大宗商品等领域，以及俄罗

斯所面临的系统性环境及其做出的努力。同时，因为经济与政治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也兼顾了俄罗斯面临的国际战

略环境、国际政治地位变动等外部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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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地位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之一。２０１２年普
京发表题为 《关于我们的经济任务》的文章，详尽分析了俄罗斯所

处的全球经济地位，并指出其经济发展的出路所在。普京在文中指出

俄罗斯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实现高效农业、竞争力更高的工业、

更发达的服务业，以及更完备的基础设施；高效的经济改革机制和人

才创新引进机制。① 俄罗斯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自然资源，

出口结构属于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原材料或初级加工产品出口对其

ＧＤＰ的贡献超过１／４。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导向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
要特点，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严重依赖国际原料市场的俄罗斯经

济必然面临风险。

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制裁使得外国投资者对俄罗斯的投资

热情降低。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其资本外流达
１５１５亿美元，是自１９９４年央行公布资本外流统计以来最高值。② 面
对如此僵局，俄罗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

更加重视与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的经济往来与合作，以积极营造有

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国际环境。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相对缓和以及俄罗

斯有效应对措施的推出，其资本净流出明显减弱。２０１６年 １—７月，
俄罗斯资本净流出额为１０９亿美元，远低于２０１５年同期的５３３亿美
元。鉴于此，俄罗斯央行将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俄罗斯资本净流出预测
分别下调至１４０亿美元和１８０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将其经济合作的主

线贯穿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等，③ 将中国、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经济

发展紧密连接，这为俄罗斯对冲国际环境恶化的不利影响、再次融

入全球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与俄罗斯寻求新的对外合作经济

增长点不谋而合，拓展了其与中国乃至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深度与

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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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大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是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根

本原因

在贸易领域，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是俄罗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体现之一。ＷＴＯ可为各成
员国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提供更多机会，这成为俄罗斯积极加入的主因。

但近年来，由美国主导重建的、维护其自身经济霸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和跨大西洋贸易与
投资伙伴协议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ＴＩＰ）进
展较快，给ＷＴＯ的多边贸易机制和框架带来较大冲击，尽管目前二者被
特朗普政府暂时搁置，但其对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经贸空间的挤压不

言而喻，为此，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抱团取暖不失为一种良策。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８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地址：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ｔａｂｌｅ

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在金融领域，倡导国际金融公平、公正、透明的监管，符合俄罗

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近年来历次经济或金融

危机表明，现有的国际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监管机制效率低下，存在

缺陷，因而有必要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为了更真实地反映

当今国际社会的关切，需要加强对国际金融行业的监管。①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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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批评从未间断，普京曾在

不同场合多次呼吁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包括建立新的储

备货币体系、加强对证券衍生品的风险控制等，并积极倡导建立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世界银行集团与 ＩＭＦ改革进
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寻求扩大与金砖国家在经济与金融领域

的合作，就成为俄罗斯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在大宗商品领域，以现价美元和特别提款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ＤＲ）衡量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 ２０１１年 ２月高峰时的
３２９５和２７９，震荡下滑至２０１６年１月的１８１８和１７４２，跌幅分别
高达 ４４８％和 ３７６％，之后缓慢反弹至 ２０１６年 ８月的 ２０６５和
１９５２（见图１）。国际油价在２０１４年６月创出每桶１１５美元的高位
后，① 随即持续下跌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７日的每桶４１８７美元，创近六
年半以来的新低。②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４日，纽约商品交易所１１月交
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４８６９美元；１２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５０８７美元。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在于原油
的供应超过需求，特别是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大幅增长，使美国从原油

进口国转变为原油出口国，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

缓导致其需求下降。为了防止油价继续下跌，尽管２０１６年９月底石
油输出国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ＰＥＣ）
八年来对首个减产计划达成一致，但市场对该计划能否切实被履行存

疑，因石油供应过剩导致的石油持续低价能否得以改善仍有待观察。

这对以原油和天然气出口为主的俄罗斯经济的影响较大，能源价格对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③ 在面临油价低位徘徊、国际制裁

持续和卢布震荡贬值等多重利空的打击下，俄罗斯经济发展承受了较

大的压力。如何通过加强与金砖国家的经济与能源合作，提升自身对

国际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对促进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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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的紧密度分析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ＩＡ）的
统计，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为全球第一，原油储量列全球第八。① 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供给国之一，② 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其能源政策已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

一。③ 但同时，能源优势也使得俄罗斯经济具有显著的资源依赖特征，

经济发展明显受制于对外能源出口，经济增长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非常

敏感。而俄罗斯对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定价权又相对较弱，加之乌

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导致其外部环境恶化，④ 这促使其对金砖国家

合作的期望与日俱增。为了更好地描述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经济合作

的偏好变化，本节将对比分析它与其他金砖国家及其与 Ｇ７国家的经
济紧密度情况。

（一）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

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日趋紧密，但相较于其与 Ｇ７
国家的贸易关系，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如下。

从贸易额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俄罗斯对金砖国家和 Ｇ７的贸易额
均呈先升后降趋势 （见图２）。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俄罗斯对金砖国
家的贸易额从９１３４亿美元逐步升至１０５４２亿美元，随后逐步下降
至２０１５年的７７０６亿美元，２０１６年前五个月的贸易额为２９７１亿美
元。同期，俄罗斯对 Ｇ７的贸易额从１７７６７亿美元逐步升至２３９１４
亿美元，后又逐步下降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４３１５亿美元，２０１６年前五个
月的贸易额仅为５００２亿美元。这说明受２０１４年年初的乌克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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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等的影响，俄罗斯对 Ｇ７和其
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势头均在减缓，并出现负增长；但相比较而

言，其对 Ｇ７贸易额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其对其他金砖国家的下降幅度。
从贸易份额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俄罗斯对 Ｇ７的贸易份额先升后

降，而对金砖国家的贸易份额却保持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对

Ｇ７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２４５％逐步
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８３９％，后又下降至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７１２％。而同期俄
罗斯对金砖国家的贸易份额则逐年递增，从 １１５４％逐步升至
１６１１％。由此不难发现，金砖国家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虽明
显低于 Ｇ７，但前者与后者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也引致了俄罗斯在欧
美与金砖国家之间存在身份张力的可能。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Ｇ７的贸易额
说明：２０１６年数据为１—５月份的数据。数据来源：ＩＭＦ－ＤＯＴ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ｉｍｆｏｒｇ／

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ｓｐｘ？ｋｅｙ＝６１０１３７１２。

基于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如下：一是俄罗斯与其他金砖

国家、Ｇ７的贸易总额均先上升后下降，主要原因在于２０１４年年初的
乌克兰危机、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等的负面影响，

导致俄罗斯对 Ｇ７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势头均在减缓，但比较
而言，其对 Ｇ７贸易额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其对金砖其他国家的幅度。
这预示着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依赖性正在加强，而对 Ｇ７国
家的则在逐步减弱。二是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

４５２ 　／　“一带一路”



额的比重逐年递增，但增长的幅度不大。这说明虽然俄罗斯与金砖国

家的贸易往来势头不断向好，但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三是

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存在不平衡。其中，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额

占其对金砖国家贸易总额的 ８５％左右。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国仍保持为俄罗斯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
口来源地。① 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紧密程度，将对其与金砖国家的贸

易总额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此可见，尽管 Ｇ７在俄罗斯对外
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显著，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金砖国家有后来居上

的可能。俄罗斯把加强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作为危机期间的重要应

急补充，这是否具有战略性和持久性，还有赖于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

家尤其是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金砖国家的实力与国际地

位正处于上升阶段，俄罗斯通过扩大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不

仅能促进自身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提升自身在国际重大

事务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２０１４年３月发生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
事件，引发了美欧等国对俄罗斯进行轮番经济制裁。美欧等国从发布

对俄罗斯高官和重要人员的签证禁令、冻结其资产，升级到对俄罗斯

能源、金融和国防等各领域的制裁，并将制裁逐步扩大化，同年 １２
月美国又开始对克里米亚进行经济封锁，至今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仍

在持续。而作为反击和应对，俄罗斯也出台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如对

美欧等国的肉类、鱼类、禽类、乳制品、水果、蔬菜和坚果等实施禁

止进口措施，禁止乌克兰民航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并考虑将该措施

扩大到西方其他国家等。双方的制裁与反制裁博弈，导致俄罗斯对

Ｇ７国家贸易额整体下滑。
为了缓解这一不利影响，在美欧积极谋求替代市场的同时，俄罗斯

也在寻求更多的替代性贸易伙伴。为保障其重要经济支柱 （能源出口）

的安全，俄罗斯积极推进能源出口市场多元化，通过扩大向亚洲市场出

５５２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① 中国商务部官网，ｈｔｔ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ｖｉｅｗ１１０２０９ａｓｐ？ｎｅｗｓ＿
ｉｄ＝５２８３９。



口，缓冲来自欧洲市场的外部压力。① 而金砖国家恰能为俄罗斯提供广

阔的贸易市场，这为俄罗斯加强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提供可能。

（二）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

在金融领域，最近的卢布危机显示，俄罗斯对于系统环境具有高

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制度环境方面，俄罗斯参与 ＩＭＦ、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Ｂ）等治理机构的投票与决策份额相对欧美国家较
低，自主性较弱，而完善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俄罗斯寻求改善自

身发展的契机。至于俄罗斯的金砖外交策略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占据

何种地位，我们尚难下定论，但金砖合作机制 “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

的现实，并在俄罗斯的外交中占有了较为重要的一席之地”②。

随着金砖国家内部经贸联系的加强，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金

融合作水平也不断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运行。２０１４年７月，在巴西举行
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金砖五国决定成立法定资本为

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 “金砖银行”）。金砖

银行初始认缴资本５００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总部设在中国
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其中，首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

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至此，金砖国

家有了首个跨区域的国际金融组织。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在俄罗斯乌法
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前夕，俄罗斯主持召开了新开发银行

理事会首次会议，７月２１日金砖银行正式运行，这标志着金砖国家
合作的机制化和常态化，对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为

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③ ２０１６年４月金砖银行公布了首批贷款项
目，包括中国的智慧新能源示范项目、巴西的可再生能源转贷项目、

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转贷项目以及南非的输电网络和可再生能

６５２ 　／　“一带一路”

①

②

③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энергетикиРФ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СтратегияРоссиинаПериоддо２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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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
期。

任琳：《金砖峰会为世界塑造更公平合理有效的治理体系》，光明网，２０１５年７月９
日，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ｇｍｗｃｎ／２０１５－０７／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２３８８７６ｈｔｍ。



源发电转型项目，随着项目清单的推出并逐步落实，金砖国家务实合

作将迈上新台阶。

金砖银行的成立预示着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正从一个

“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 “政治经济治理并重、务虚

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变。① 它的建立给当前仅由欧美发

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带来较大冲击，提升了俄罗斯与其他新兴经

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这不仅折射出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无奈与失望，更是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进

行包容式改进的具体行动。② 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库库什金 （ＶａｄｉｍＫｕｋｕｓｈｋｉｎ）则认为，金砖银行不单是一个政治创意，
而是金砖国家应对挑战的真正工具。③ 也有分析认为，“在乌克兰危机

后，俄罗斯经受了严重的汇率振荡。俄罗斯将该银行视作美国主导的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另选方案”④。

第二，建立应急储备安排。２０１４年７月，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
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了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该应急储备安排初始承诺货币互换规模为１０００亿美元。其中，中国
的互换金额最大，为 ４１０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 １８０亿美
元，南非为５０亿美元。２０１５年７月，金砖国家完成了成立应急储备
安排协议的批约程序。该安排的目的是通过货币互换提供流动性，以

帮助俄罗斯或其他金砖国家应对实际及潜在的短期收支失衡压力。该

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提升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水

平，而且还有利于加强由国际金融组织、区域金融安排、中央银行间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及各国自有国际储备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成为

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第三，签署多层次金融合作协议。金砖国家发展至今，已成功进

行了八次领导人峰会，并达成多个金融合作协议。２０１２年 ３月，俄

７５２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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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国际观察》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贾中正：《“金砖银行”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总

第６３４期。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５／０４０３／１３／ＡＭ９Ｇ３ＵＡＴ０００１４ＡＥＥ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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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签署了 《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

协议》和 《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２０１３年３月，金砖国家进出
口银行和开发银行达成 《可持续发展合作和联合融资多边协议》和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多边协议》；２０１４年７月，俄罗斯与其他金
砖国家均支持完成 《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协议》，并加强

在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的合作等。２０１５年７月，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
家通过的 《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成为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

矿藏加工、能源、农业、科技、创新、财经等领域扩大合作的关键指

南。此外，俄罗斯还与其他金砖国家就制定２０２０年前金砖国家贸易、
经济和投资合作路线图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①

除了以上举措，俄罗斯还与其他金砖国家建立了政府各部门间的定

期或不定期会晤机制，如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财政和金融部门会议、

贸易部长会议等；同时，俄罗斯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内部各层级的交流互

动，包括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和工商理事会会议、金融论坛、工商论

坛、智库论坛等，并积极倡导召开金砖国家民间社会论坛等。通过良好

的沟通与协调，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经济

与金融合作水平逐步提升，这对完善俄罗斯金融体制、提高其金融的国

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除此之外，在经历卢布危机后，俄罗斯开始更为主动地推动国际

货币体系多元化建设，希望通过金砖平台改变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国

“一家独大”和规则 “非中性”的历史现状。② ２０１５年作为金砖轮值
主席国的俄罗斯，积极推动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工作的落实，俄罗

斯谋求多元化外汇储备的努力显而易见。

（三）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的联系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典型的能源出口依赖型，原油和天然

气出口在其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较大，③ 其经济发展对原油的价格波动

８５２ 　／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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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１日。
张宇燕、张静春：《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当

代亚太》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由于俄罗斯对Ｇ７和金砖国家的天然气贸易数据缺失，故本文仅以原油作为能源的

代表。



较为敏感。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来看，国际原油价格

在２０１４年８月之前虽有波动，但基本维持在每桶１００美元以上 （见

图３）。最高时在２０１２年３月曾达到每桶１１７８美元，最低时在２０１２
年６月为每桶９０７３美元。自２０１４年６月开始，国际油价持续下跌，
从２０１４年６月的每桶１０８３７美元，一直下跌至２０１５年１月的每桶
４７４５美元，这对以能源出口为主的俄罗斯而言实非幸事，持续下跌
的能源价格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经济。

图３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原油价格
说明：原油价格是英国布伦特轻质原油、迪拜中质原油和德克萨斯重质原油的平均加

权值。数据来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

从俄罗斯对 Ｇ７的原油出口来看，一是出口对象以欧洲国家为主。
俄罗斯对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原油出口量，占其对 Ｇ７原油出口总
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７０％以上。２００６第一季度至２０１４年第三季度，
该比重的均值高达 ７８５５％。二是出口总量不断下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其季度原油出口量基本维持在１５００万吨以上，均值为１６４３７万
吨 （见图１６）。自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开始，该出口量降至１５００万吨以
下，俄罗斯对 Ｇ７的原油出口量总体处于下降态势，尤其在２０１４年，
截至第三季度已下滑至１１８０８万吨。

从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的原油出口来看，一是出口对象严重失

衡。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的原油出口基本表现为对中国的出口。尤

其是２０１３年以来，俄罗斯对巴西、南非、印度的原油出口为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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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口总量稳步上升。２０１２年之前，其季度出口量基本在 ６００万吨
以下，但之后维持在６００万吨左右。２０１４年前三季度该出口量稳步
提升，从第一季度的６７０４万吨升至第三季度的８２１０万吨，上升幅
度明显放大。

对比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和 Ｇ７的原油出口可以看到，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对二者的出口量占其原油对外出口总量的比重均较
为稳定，出口 Ｇ７的比重均值为２８８７％，出口其他金砖国家的比重
均值为５２７％。２０１０年以来，俄罗斯出口Ｇ７的原油比重在波动中下
降，而出口到其他金砖国家的原油比重却总体呈上升态势。这种此消

彼长的走势说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

制裁与反制裁，正在使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方向发生转变，俄罗斯对其

他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原油出口依赖度在不断上升，而对 Ｇ７的依
赖度则在下降。

图４　２００６第一季度至２０１４年第三季度俄罗斯对金砖和Ｇ７的原油出口
数据来源：ＣＥＩＣ，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ｃｄｍ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ｃｄｍＷｅｂ／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ｒｈｔｍ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ｄｅ＝ｚｈ。

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境，暴露出其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

病。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对全球能源价格

非常敏感。第一，俄罗斯需要寻求能源的替代市场，比如出口转向中

国、印度，这对减轻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其经济的影响大有裨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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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结构的突破。① 普京认为，能源等

传统行业恰是改革向前推进的突破口，提高能源行业的加工度和出口

附加值，从单一能源经济向现代能源经济过渡，同时保住制药、化

工、复合材料、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和核工业等领域

的传统优势，② 这是俄罗斯向创新型发展道路迈进的第一步。第三，

如果能够在产业的多元化融资和先进技术引进方面实现突破，俄罗斯

经济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高敏感度也会随之下降。第四，在机制建设

层面，俄罗斯若要改变其在天然气等能源方面的定价权劣势，通过加

深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大力推动金砖能源联盟建设，或是有效途径

之一。

此外，俄罗斯还积极推动世界能源市场重构，谋求通过全球能源

治理，维护能源市场秩序，保障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世界能

源市场，俄罗斯十分注重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还

注重与欧盟及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俄罗斯主张构建 “天然气输出

国组织”，通过产量、税收、管道等措施来影响全球石油价格，力争

在国际油气的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近年来美国 “页岩气革命”

来势汹汹，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将可能成为欧洲

天然气市场版图及俄欧能源博弈关系的改变者 （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③ 面
对挑战，俄罗斯意识到单纯依赖出口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模式具有很大

局限性。为了提高自身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争取在国际能源

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俄罗斯成立了可持续能源工作组，以研究建立

“绿色”发展和能源效率激励机制、增加原材料市场可预测性和透明

度、海洋环境保护、合理调控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等问题。在国际层

面，俄罗斯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来改

善世界能源市场。在 ２０１４年第六次金砖峰会上，俄罗斯提议建立
“金砖能源联盟”，并在该联盟体系下成立 “金砖能源政策研究院”

和 “金砖能源储备银行”。２０１５年５月，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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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届能效正式会议。在２０１５年７月的第七次金砖峰会上，金砖
国家一致支持俄罗斯提出的在２０１５年年底举办第一届金砖国家能源
部长会议的倡议。其他金砖国家支持在节能、能效、能效技术研发等

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相关工作平台。基于这些举措，俄罗斯与其他

金砖国家希望平衡消费者、生产者和能源资源转移国利益，并为能源

市场可持续和可预测发展创造条件。

粮食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粮食格局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人类面临的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在经

历了２００８年的全球粮食危机后，为增加粮食供应、获取投资收益，
世界银行把涉及农业的各类投资提升至９５亿美元，远高于之前的２５
亿美元。① 俄罗斯作为粮食生产出口大国，拥有大量未开垦土地，粮

食增产的潜力巨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的研究报告，世界仅有四个国家未开发的土地资源
能对满足未来全球粮食需求增加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有三个属于苏联

地区，即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第四个是阿根廷。② 据俄罗

斯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粮食产量在 ２０１５年为 １０４８亿吨，
预计２０１６年将达到１１３亿吨，此后俄罗斯拟将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到
年产１５亿吨。③ 粮食的丰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俄罗斯通货膨胀的
压力，拉动经济的增长。俄罗斯希望通过扩大粮食出口、发展绿色农

业，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重要供应商。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俄罗斯做出了如下积极努力：利用创新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率；缩小粮食的价格波动，加强市场透明度，改善供应链；协调本国

和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等。

从俄罗斯对 Ｇ７和其他金砖国家的粮食出口来看，其对 Ｇ７的谷
物出口额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持续下降，从１４亿美元降至７６００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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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１）；其占俄罗斯谷物出口的份额也持续下降，从 ３２０％降至
１６１％。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谷物出口额却基
本呈上升态势，从２８１万美元升至１２５亿美元；其占俄罗斯谷物出
口的份额也基本呈上升之势，从 ００８％上升到 ２６５％。由此可见，
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和对 Ｇ７的谷物出口依赖度的变化截然相反，
其与前者的粮食贸易联系在加强，而与后者的联系在减弱。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俄罗斯对Ｇ７国家与金砖国家的谷物出口

年份 贸易伙伴 贸易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２００９

世界 ３４４４３７ １００

Ｇ７国家 ３３４６ ０９７

金砖国家 ２８１ ００８

２０１０

世界 ２３９６１０ １００

Ｇ７国家 １５７７ ０６６

金砖国家 ６１８ ０２６

２０１１

世界 ４４３８７１ １００

Ｇ７国家 １４２２１ ３２０

金砖国家 ３３３４ ０７５

２０１２

世界 ６２５１３７ １００

Ｇ７国家 １３９５３ ２２３

金砖国家 ３１４７ ０５０

２０１３

世界 ４７５２１４ １００

Ｇ７国家 ７６４８ １６１

金砖国家 １２５８０ ２６５

　　说明：由于部分国家数据不详或缺失，Ｇ７国家与金砖国家包含的国家数量有所变化。

其中，法国的数据仅在２０１１年可用；２００９年巴西和南非的数据不详，２０１０年南非的数据

不详，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巴西的数据不详，２０１３年印度的数据不详。占比是指俄罗斯出口

Ｇ７国家或金砖国家的谷物占其对外出口谷物的份额。

数据来源：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ａｔａ／。

综上所述，俄罗斯在各领域内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可以简单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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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日趋紧密，但与 Ｇ７国家的贸
易联系相比，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 Ｇ７国家的金融制裁持续
升温，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水平也不断提升；作为能源

大国的俄罗斯对能源价格的敏感性较高，它对其他金砖国家特别是中

国的原油出口依赖度在不断上升，而对 Ｇ７国家的依赖度则在下降；
作为粮食生产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其对其他金砖国家的粮食贸易联系

在加强，但对 Ｇ７国家的在减弱。

三　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前文对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在贸易、金融和大宗商品等领域内的合

作情况展开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动

因。在此之外，国际政治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割离了政

治看经济或是割离了经济看政治，都无法揭示事物的全貌和本质。总

体看来，俄罗斯的经济政策选择 （包括政治、经济和制度等层面上的

选择）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面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① 俄罗斯需要统筹全局，合理制定其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应对战略。未来的系统环境依然处于变动之中，俄罗斯将何去

何从？国际社会又会对其做出何种反应？

第一，在贸易、金融、大宗商品领域，俄罗斯正在对国际规则适

应、学习和改进。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超级大国地位，经济发展面

临巨大压力 （外部经济环境恶劣、外来投资减少、全球能源价格下降

等）。俄罗斯正致力于经济发展，积累经验，积蓄力量。俄罗斯意识

到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国际环境，需要对系统环境进行及时的学习与适

应。全球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经济治理是促进全球经济

共同发展的重要环节。出于经济发展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俄罗

斯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积极表达主张，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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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其经济发展。



浓厚。加上卢布危机的警示，俄罗斯意识到，过去的危机救助都是在

既有框架下进行的，遵循的是战后既定的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为支柱的国际组织架构和国际金融规则。然而，随着全球权力格

局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上升。新兴

经济体谋求更大话语权的愿望越发强烈，亟须塑造一套新的危机预警

机制和应急机制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以更好地体现新兴经济

体的利益。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之一的俄罗斯，其诉求与该趋势不谋而

合，这更加激发了其参与全球治理、改进国际规则的热情。

第二，俄罗斯的行为取向也有可能影响到全球系统环境。金砖国

家的未来发展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各成员国的协同努力。俄罗斯

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对金砖合作的依赖性不断加强。为了谋求金砖国

家的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相统一，俄罗斯逐步认识到，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意义重大。

在全球政治经济系统之中，俄罗斯的个体诉求表现为：在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积极推动治理机制完善，通过自身实际行动加速

改革进程，获得更大收益；在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

俄罗斯积极发声，争取更多权利；在推动贸易和投资环境透明化过程

中，努力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推动世界能源市场改造过程中，作

为能源大国的俄罗斯力争在油气价格制定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以

维系其重要地位；在推动世界粮食格局改造过程中，俄罗斯通过优化

粮食出口结构，以在新格局中谋取有利位置。俄罗斯对世界环境的认

知，推动了它对多元力量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力支持。这与俄罗斯

的大国政治主张并不相悖。俄罗斯重视大国协调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

地位，① 主张主要大国在治理全球事务中应该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俄罗斯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世界格局中的重大地缘变化，②

意欲借助金砖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升俄罗斯在国际 （经济）事

务中的话语权，缓和西方对俄的强硬态度。这在客观上意味着，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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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参与将夯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

要平台的地位。金砖成员国家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针对全球经济变革、货币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贸易合作等全

球性重大问题表达清晰的群体观点，反映金砖国家自身的诉求，在国

际上提高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第三，“向东还是向西”的徘徊，体现了俄罗斯在自身定位和利

益平衡上的张力。从整体看，俄罗斯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认知层

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向东倾向。在物质层次上，相比与Ｇ７国家的合作，
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制度层面上则大有作

为；但在身份认知层面尚存不确定性。

俄罗斯在 Ｇ７问题上的徘徊，反映了其在自身定位上的矛盾心理。
俄罗斯曾经积极融入 Ｇ７，谋求借助该机制提升俄罗斯参与全球事务
的能力。但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俄罗斯逐渐意识到其与新兴国家群

体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同时，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与欧美关系带来较

大冲击，借助 Ｇ７显然已无法维系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何况俄罗斯
已经被排除在外。所以，俄罗斯更加积极地参与金砖国家合作，谋求

与新兴国家对话，借此拓展战略空间。

在制度层面上，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一道，把改革不合理的经

济治理格局作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向和途径，以推动实现金

融、贸易和大宗商品领域内的有效改革和公平治理。此外，俄罗斯认

为欧美主导的经济秩序也存在对俄不公，① 加之持续至今的制裁，俄

罗斯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经济遭受重创后的俄罗斯积极参与金砖国

家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意在今后能够避开危机的负面溢出效

应，改变制度初设阶段的 “非中性”现象，实现经济逐步复苏。

俄罗斯在欧美与金砖之间动用大国协调战略的可能性，导致其身

份张力依然存在，今后俄美、俄欧之间的关系走向何方，依然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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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КонцепцияВнешнейПолитик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УтвержденаПрезиденто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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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① 由于全球化时代的俄罗斯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美欧对俄

采取经济制裁意味着他们可能同样蒙受巨大损失。从长远来看，随着

制裁逐步取消，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中实施东西方权力平衡战略的重心

是否会发生偏移依然未知。危机前俄罗斯强调自身与其他金砖国家相

比更加发达，② 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更具相似性，③ 这与其在危机后的

表态并不一致，换言之，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更可能是为了恢复

昔日辉煌，④ 这使我们难以对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战略的可持续性

做出有效评估。

四　结语

俄罗斯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是其加深与金

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因。本文通过对比研究俄罗斯与金砖国家、Ｇ７
国家的经贸联系，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从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贸易联系来看，一是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

家的贸易总额先上升后下降，主要原因在于２０１４年年初的乌克兰危
机、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等的负面影响，导致俄罗

斯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势头有所减弱，但比较而言，其对 Ｇ７
贸易额的下降幅度要更大。这预示着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依

７６２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①

②

③

④

在学理上，改变不确定性是可能带来系统不稳定的重要途径，意即建立信任机制。

建立逐步交换的信任机制也是一个积累信誉的过程，在博弈学里的一报还一报 （ｔｉｔｆｏｒｔａｔ）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详细探讨请参见尹继武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５页；［美］彼得·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张非等译，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６页；［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３３页；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ＡｍｏｓＴｖｅｒｓｋ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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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正在加强，而对 Ｇ７国家的则在逐步减弱。二是俄罗斯对金砖国
家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递增，但增加的幅度不大，

说明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三

是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贸易存在不平衡。其中，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

额占其对其他金砖国家贸易总额的８５％左右。俄罗斯与中国贸易的
紧密程度，将对其与金砖国家贸易总额的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来看，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主

要表现在：第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运行。这预示着俄罗斯与其

他金砖国家的合作正从一个 “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

向 “政治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变。

第二，建立应急储备安排，目的是通过货币互换提供流动性，以帮助俄

罗斯或其他金砖国家应对实际及潜在的短期收支失衡压力。第三，签署

多层次金融合作协议。截至目前，俄罗斯已参与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并签署了多个金融合作协议。

从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来看，其出口 Ｇ７国家的原油比重在波动中
下降，而出口到其他金砖国家的原油比重总体呈上升态势。这种此消

彼长的趋势说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

制裁与反制裁博弈，正在使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方向发生转变，俄罗斯

对其他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原油出口依赖度在不断上升，而对 Ｇ７
的正在下降。

从俄罗斯的粮食出口来看，其对Ｇ７的谷物出口额和出口比重均在
持续下降，而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谷物出口额和出口比重却基本呈上升态

势。由此可见，俄罗斯对其他金砖国家和Ｇ７的谷物出口依赖度变化截
然相反，其对前者的粮食贸易联系在加强，但对后者的在减弱。

此外，本文分析的重点虽是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紧密程

度，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动，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研究对俄罗斯

与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紧密性的判断。因此，现实场景远非经济领域内

的数据所体现的那么简单。在探索俄罗斯行为所具有的经济动机的同

时，我们也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剖析俄罗斯经济行为的政治动机，这将

为后续研究留下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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