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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经济走廊布局 “一带一路”顶层设计*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意即如果不

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够筹划好一时的事情；如果不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

就不能够筹划好一个领域的事情。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国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因此，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既

体现了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体现了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之间互利合

作的需要，是当前中国实现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顶层设计。为了使这一顶层设

计落到实处，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

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 

 

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资源禀赋各有优势，经济互补性强，并且相互之间的

边境线很长，因此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一直以来，中国十分注重发展与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外交往来。蒙古国位

于中国以北、俄罗斯联邦以南，是一个地处亚洲的内陆国家。蒙古国国土面积为

156.65 万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 17 位，人口约 294 万。中蒙两国于 1949 年 10

                                                        
* 本文已发表于《当代金融家》2015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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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建立外交关系。2011 年 6 月，中蒙双方决定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 8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蒙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为 1707.54 万平方公

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当前，中俄双方正致力于建设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进行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在经济上，

自 2010 年起至 2014 年，中国连续五年位居俄第一大贸易国。在国际事务中，中

俄共同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金砖国家和中俄印合作等机制，在一系

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 

三国之间良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为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4 年 9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

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根据国家发改

委的设想，中蒙俄经济走廊分为两条线路：一是从华北京津冀到呼和浩特，再到

蒙古和俄罗斯；二是东北地区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和俄罗斯的

赤塔。两条走廊互动互补形成一个新的开放开发经济带，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

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从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一环。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又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亚欧大陆桥以横跨亚欧大陆的

铁路运输系统为中间桥梁，把大陆两端的海洋连接起来，实现海陆联合运输。它

是从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到荷兰鹿特丹港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 

新亚欧大陆桥全长 10900 公里。在中国境内，由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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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4213 公里。大陆桥途经中国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等 7 个省区，到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出国境。出国境后可经 3 条线路抵达荷兰的

鹿特丹港。其中，中线与俄罗斯铁路友谊站接轨，进入俄罗斯铁路网，途经斯摩

棱斯克、布列斯特、华沙、柏林达荷兰的鹿特丹港；北线经阿克斗亚、切利诺格

勒，到彼罗巴甫洛夫斯克纳，再经莫斯科、布列斯特、华沙、柏林到达鹿特丹港；

南线经过阿雷西、伊列次克、布良斯克，再经过布列斯特、华沙、柏林到达鹿特

丹港。也可从阿雷西分路，通过伊朗的马什哈德到德黑兰，还可从布良斯克分岔

至乔普到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新亚欧大陆桥对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拉近了中国与世

界大市场的距离。与亚欧两个大陆原有的陆上运输通道相比，新亚欧大陆桥的运

输距离要少 2000 公里，与比绕道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的水运距离相比，要少 1

万公里。新亚欧大陆桥辐射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互补优势明显。

一方面，它将日本、西欧等具有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的国家与人口众多、资源

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将经济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广

阔的亚太地区市场与急需寻求增长动力和投资对象的欧洲市场结合在一起。新亚

欧大陆桥在地理位置、运输距离、辐射范围等方面的优势显示出沿线国家巨大的

开发潜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潜力。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构建，不仅为亚欧两大洲经济贸易交流提供了一条

便捷的大通道，也为扩大亚太地区与欧洲的经贸合作，促进亚欧经济的发展与繁

荣，进而开创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依托和动力。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从新疆出发，抵达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

岛，主要涉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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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等五个中亚国家，以及伊朗、土耳其等国。 

中亚五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矿产资源方面，哈萨克斯坦拥有铁矿、锰

矿、铜矿、钾盐等矿藏，其中铬铁矿探明储量有 2 亿吨，仅次于南非、津巴布韦

居世界第三；乌兹别克斯坦现探明有近 100 种矿产品资源，据估计矿产资源储量

总价值约为 3.5 万亿美元，其中，黄金探明储量为 3350 吨，居世界第四位，铀

储量为 18.58 万吨，居世界第七位；吉尔吉斯斯坦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特别是

稀有金属汞、锑的储量可观。在油气能源方面，哈萨克斯坦石油已探明储量居世

界第七位，可采储量 40 亿吨，天然气可采储量 3 万亿立方米，煤探明储量为 1624

亿吨；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四位；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

资源丰富，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水电资源达 6400 万千瓦。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

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是吸引外资及与其他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

领域。 

伊朗国土面积约 1648195 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十八位，是亚洲主要经济体

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伊朗经济以石油开采业为主，为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国，地

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地区。截至 2011 年底，已探明石油储量 1545.8

亿桶，天然气储量 33.69 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11%和 17%，分列世

界第三、二位。石油出口是经济命脉，石油生产能力和石油出口量分别位于世界

第四位和第二位。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

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土耳其是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在经

济上，土耳其工业基础较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尽管中亚、西亚地区资源丰富，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多，其中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缺乏资金技术等问题较为突出。通过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建设，打通对外经贸合作和资金流动通道，无疑对于促进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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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南半岛，又称为中印半岛，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西临孟加拉湾、

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东临太平洋的南海，为东亚与群岛之间的桥梁，为亚洲

南部三大半岛之一，面积 206.5 万平方公里，占东南亚面积的 46%。它包括越南、

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西部，这些国家和地区皆与中国具有密切

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 

中南半岛海岸线长 1.17 万千米，沿河海分布许多重要城市和港口，其中主

要港口包括海防、岘港、芽庄、胡志明市、磅逊、梭桃邑、曼谷、新加坡、巴生

港、槟城港、毛淡棉、丹老与仰光等。半岛南端居南海、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

峡的重要位置，是国际航运的要道，交通与战略意义重要。湄公河为半岛最大的

国际河流，水利资源丰富，经济及交通意义最重要。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东起珠三角经济区，沿南广高速公路、桂广高速铁

路，经南宁、凭祥、河内至新加坡，将以沿线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铁路、公路为

载体和纽带，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基础，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区域

分工、联动开发、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体，开拓新的战略通道和战略空间。 

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中，广西凭祥具有重要地位。凭祥处于湘桂

铁路与越南河内至友谊关铁路、南宁至友谊关高速公路与越南 1 号公路的铁路、

公路交接部，中国高铁、越南高速路通到凭祥后，凭祥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的交通枢纽地位更加重要。2014 年 10 月，中国政府批准了湘桂铁路南凭段扩

能改造项目，总投资 170 亿元，设计时速 160 公里，计划 2016 年开工建设。越

南河内至广西凭祥友谊关高速公路分三段建设，其中中段已开工建设。这将为推

进“一带一路”战略、加速凭祥融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起到重要作用。目

前，中国正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重要节点城市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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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对接。 

 

中巴经济走廊 

 

2013 年 5 月，为了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加强两国互联互通，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

间提出要打造一条北起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经济走廊。这一倡议迅速

得到巴方的积极响应。两国政府初步制定了修建新疆喀什市到巴方西南港口瓜达

尔港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及光缆覆盖“四位一体”通道的远景规划。中巴两

国将在沿线建设交通运输和电力设施，预计总工程费将达到 450 亿美元，计划于

2030 年完工。 

中巴经济走廊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全长 3000 公里，贯通南北丝路关键枢

纽，北接“丝路经济带”、南连“21 世纪海丝之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

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2013 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在这一框架下，中巴双方共同推进了喀喇昆仑公路（又称“中巴友谊公路”）、加

达尼和塔尔能源项目、瓜达尔港口运营、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等一系列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和能源项目。 

2015 年 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为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

关系按下了“快进键”，启动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系列项目，为“一带一路”

建设起到实质性推进作用。中巴两国政府初步制定了修建新疆喀什市到巴方西南

港口瓜达尔港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及光缆覆盖“四位一体”通道的远景规划。

其间，中巴签订 51 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超过 30 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目

前，双方已形成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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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的“1+4”合作布局。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对中巴两国商贸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还有助于促进整

个南亚的“互联互通”，并形成联系南亚、中亚、北非、海湾国家经济、能源领

域的合作的纽带。依托“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两国能够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

多元化的互利共赢，惠及相关国家近 30 亿的人口。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云南学术界提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

1999 年，四方在昆明举行了第一次经济合作大会，并且共同签署《昆明倡议》。

与会代表倡议成立四国区域经济合作论坛，具体措施是先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或协

调委员会，就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昆明会议的成果向各自国

家的政府、商会和提供资助的学术研究机构提交报告。并提出，区域合作应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平等互利、持续发展、比较优势、采用国际标准及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强联系，促进最大可能的经济合作。 

2013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并得

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的积极响应。2013 年 12 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

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各方签署了会议纪要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联合研究计划。会议就经济走廊发展前景、优先合作领域和机制建设等进行了深

入讨论，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商贸流通、人文交流等具体领域合作达成广泛

共识，并由此正式建立了四国政府推进的孟中印缅合作机制。在闭幕式上，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提出建议表明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未来发展方

向：进一步提升政治互信，平等参与、相互协商、求同存异，使经济走廊成为开

放、透明、包容的合作示范区；着力推进共同发展，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

路，在推动工业、能源、电信等领域合作的同时，也要大力推动农业扶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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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科技等领域合作；积极扩大相互开放，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消除

各类贸易与投资壁垒，带动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大力促进人文交流，扩大

民间交往，挖掘旅游合作潜力，加强卫生合作，拓展教育领域交流。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不仅直接惠及四国，其辐射作用还将带动南亚、东南亚、

东亚三大经济板块联合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西南、印度东部、缅甸、

孟加拉国相对而言均不发达，此前相互之间合作领域和动力十分有限。将四国合

作提升至国家层面的“经济走廊”，打造联系的，能够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减少贫穷和改善民生，并带动四国所在区域的共同繁荣。 

总之，六大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柱，将沿线 60 多个发展中

国家列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优先对象，不仅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到了实处，

也将中国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落到了实处。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中国勇于承诺与行动，通过规划六大经济走廊，为地区和国际社会

提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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