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P
欧洲－金砖国

家特刊

2012MAY

6



目录

编辑絮语欧洲-金砖国家关系:危机后通向世界的道路（第3页）机构第四届金
砖国家峰会成果及金砖与欧盟合作展望（第5页）参考体系欧洲-金砖国家进程
研讨会成果摘要（第7页）战略伙伴欧元区金砖国家战略合作前景：巴西视角（
第9页）地缘政治俄罗斯和巴西在金砖国家组织中——未来的野心（第12页）
经济欧洲-金砖五国合作的作用（第14页）贸易金砖国家合作促进贸易政
策形成、金砖国家当务之急、及欧元区－金砖国家合作（第20页）货币
体系中国决策者有意开放资本账户（第22页）教育知识经济领域的合作前
景（第25页）航空航天欧洲通往太空的道路上要靠中俄两国助推（第27
页）航空航天欧元区-金砖国家与主权科技：太空（第29页）航空航天欧
洲、金砖国家与太空——关于欧洲-金砖国家太空合作的讨论（第31页）



MAP由欧洲政治预测实验室联合欧洲2020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政治学院共同出版。

作者 Franck Biancheri（翻译：张远岸）
LEAP/E2020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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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砖国家关系:危机后通向世界的道路

这期MAP特刊关注欧洲-金砖国家的未来合作，LEAP/E2020（LEAP/E2020是一个欧洲政治预测研究机构，编
者注）继续摸索危机后通向世界的道路。这样说来，在欧洲-金砖国家的合作下，问题在于预期建立21世纪
管理和平衡世界主要力量的过程。

如果我们选择在法国大选后就立即出版这期刊物，这并不是巧合。确实，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失
败标志着法国倾美主义插曲的结束。这个插曲使法国在过去五年中在地缘政治位置中与华盛顿、伦敦、特
拉维夫这条轴线站成一行。而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的胜利不但标志着戴高乐-密特朗地缘政治观的
回归（独立欧洲的观念），还肯定了探索与金砖国家建立新联系的必要性，甚至紧迫性。

在看这期MAP时会发现，欧洲-金砖国家合作已经在很多领域开展（科学、技术、经济…），但仍然缺少一
个明确的政治-外交参考体系，而仅仅是这个体系就能够使这个关系对世界进程产生具有建设性的影响。在

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问题上，德国已经在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上开拓出一条道路，中国、俄罗斯、巴西弃权。然而，由于法国的
倾美立场，在进一步推动欧洲大陆和金砖国家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没有出现任何结构性的结果。但是，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随着西方军事冒险明显结束，两方合作的领域不计其数。一方面是欧洲，另一方面则是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
南非。法国的权利交接将允许欧元区，至少围绕法德的核心国家，在2013年之前就建立欧洲-金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打下基础。

当然，在任何一个伙伴关系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分歧。但正因如此，这样的对话才是必要的。如果欧洲-金砖国家有政治-外
交参考体系，那么欧洲对非欧洲航空公司征收碳税的紧张形势就不至于破坏双方（一边是布鲁塞尔，另一边是北京、莫斯科、新德
里）关系长达数月。

确实，早就应该在欧洲层面任命一个“帮助者”（facilitator）来找到伙伴之间的共同立场，尤其是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层
面，而不是让欧盟委员会把欧盟逼进一个长期令人难以容忍的位置。“帮助者”可以设法避开欧盟气候行动专员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1意识形态上的态度，也可以避免只会对欧洲和金砖国家合作造成伤害的冲突。

除了这个例子和很多欧洲-金砖国家的双边合作，这样的伙伴关系在二十国集团（G20）中的作用将从2013年起开始显现。在对国际

http://www.leap2020.eu/English_r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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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系统的改革，尤其是全球储蓄货币问题上，以及在对主要私营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上，欧元区和金砖国家有非常一致的战略利
益。同时，他们加起来构成了G20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危机后的全球前景将在这些国家，也只会在这些国家中崭露头角。这些国家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强调正是这位原丹麦环境部部长，赫泽高，由于
她处理谈判的方式引起了公众的反感，而不得不在2009年12月辞去哥
本哈根气候大会主席职务。既然现在欧洲人在与金砖国家讨论碳税问
题，他们不应该忘记这个“细节”。
来源：英国《卫报》，2009年12月16日

也将是实现这个前景的力量。因为就像LEAP/E2020在2009年和伦敦
G20峰会上强调的，如果不怀疑美元的作用，不对主要私营金融机
构进行严格监管，那么这场危机将无法结束。

不过，2012年5月第一次出现了自全球危机开始后欧洲-金砖国家战
略伙伴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的契机，这将增加克服当前危机的机会。

我们希望，这期MAP特刊能够帮助您了解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主要地缘政治变化前景，并与1945年后的世界格局对比。

最后一点，这期MAP欧洲-金砖国家特刊不仅一如既往有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的版本，还会有葡萄牙语、俄语和中文版。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dec/16/connie-hedegaard-copenhagen-r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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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金砖国家峰会成果及金砖与欧盟合作展望

作者Valery Vorobiev教授（翻译：张远岸）
法律博士，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副校长

第四届金砖国家峰会于2012年3月29日在新德里闭幕。金砖国家组织从成立至今已有六年，已具有
国际影响力。金砖国家由四个最大的新兴国家组成，这四个国家来自地球的四个角落。它们占全
世界人口的43%，所创造的GDP占全球比重25%。

传统来说，金砖国家关注金融和经济问题。他们倾向于深层改革世界经济结构，使其符合当今世
界经济现状。在这个现状中，多个新影响力中心已同时出现并发展。全球金融和紧急危机显示
出，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结构不仅仅是国际经济安全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全球安全所

依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表达了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政策调整、发展金融监管合作的意愿。他们希望改
善商品市场衍生物的管理机制，这对避免食品和能源供给不稳定来说非常重要。在其他的峰会成果中，创建开发银行的想法非常值
得一提，将来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可加入。发展银行的建立可以使成员国使用本国货币，用于贸易和合作项目融资，进而巩固他们的
地位。

除了经济活动的严格框架，金砖国家的合作领域在每次峰会后都有不断扩大。目前的合作领域还包括关于外交政策意愿的协调。新
德里峰会重申了金砖国家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和伊朗核问题的承诺。与会者讨论了在研究和使用原材料、能源政策、食品安全、青
年人政策和人口问题上的合作。

在金砖国家和欧盟间的关系中，有一些客观的矛盾存在，关于世界金融改革、储备货币多元化、食品市场和政治冲突管理。许多国
家支持对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但金砖国家传统上支持和平管理和最低限度地干涉别国内政。然而，金砖国家不但不
将该组织视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对抗的新“中心”，无论是从政治、军事、还是正式上来说；相反，金砖国家宣称是对各种伙伴
开放合作机会。

关于俄罗斯，其与金砖国家和欧盟的合作构成了一个主要的外交轴线。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俄罗斯和变化中的

俄罗斯将成为连接金砖国家和欧盟之
间的桥梁，协调他们的位置以及经
济、政治合作。这样的合作将构成未

来世界秩序的里程碑之一。

机构 

世界》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将把与金砖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并补充道，“俄
罗斯是大欧洲以及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人民认为他们是欧洲
人。我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绝非是漠不关心的”。俄罗斯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
一，同时欧盟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样的独特地位使俄罗斯能够成
为连接金砖国家和欧盟之间的桥梁，协调他们的位置以及经济、政治合作。这样的
合作将构成未来世界秩序的奠基石之一。

http://english.mgimo.ru/
http://english.mgim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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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2011年11月，“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大国：国际关系格局、外交政策
国际视野、国家现代化模式比较分析、俄罗斯试验”研讨会在俄罗斯外
交部内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研讨会聚集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理论方面的专家、研究金砖五国发展历史的知名学者和外交官。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研究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Lomonos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莫
斯科经济学院（Moscow School of Economics）、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巴西、中国、南非、和印度的大使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这次研讨会有两个目的：第一，分析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第二，研究金砖五国的内部发展和现代
化项目。这体现在两个圆桌会议上：“金砖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外交政策的全球愿望和全球预期”和“金砖
国家现代化模式和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特点：比较分析”。因此，在概念的层面上，研讨会的目的是展示金
砖国家内部框架内经济、社会、政治现代化事件中的相互关系和互相依赖，以及他们国际活动的基础。

http://www.mgimo.ru/news/university/document212765.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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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砖国家进程研讨会成果摘要
(全文)

来自俄罗斯、欧洲、印度、巴西、中国和南非的学者、外交官、专家1出席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中
心议题是“至2015年欧洲-金砖国家峰会议程及欧洲-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给金砖国家-欧盟会议带来的影响”
。此次会议由欧洲政治预测实验室（Laboratory of Political Anticipation, LEAP）、“俄罗斯世界”
基金会（Russkiy Mir Foundation）、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所共同主办，合作伙伴包括Europe 
2020、俄罗斯科学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欧洲研究协会和亚非系。

欧洲-金砖国家峰会未来议程的九大主题

在此次第一届欧洲-金砖国家研讨会框架下，会议最后一部分包括一个“头脑风暴”环节，旨在找出共同利益的主题，为第一届欧
洲-金砖国家峰会提供基础。我们发现了以下九点：

1. 改革全球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理会2、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等），使这些机构（的方法以及管理结构）与21世纪相
适应。

2.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一个管理多种储蓄货币的系统、货币及金融体系的全球凝聚力、更好地分析国际系统性风险）。

3. 改革“贸易与投资”二重奏的全球管理（再平衡保护国家市场的规则）。

4. 主动进行全球社会平衡（在主要国际协议中，社会内部外部团结的决心）。

5. 主动加强人类安全（防止自然灾难、贩卖人口、保证基本需求、食物链安全等等）。

1. 后者只是通过他们外交官的观察员。

2. 欧洲-金砖国家合作能够帮助国际社会意识到
不能够再躲避通过增加常任理事国数量和增加巴
西和印度来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同时，这个合作
会帮助欧洲明白，安理会增加普通席位是不可避
免的。这就是“危机后的世界”。

6. 主动治理世界金融（限制金融活动费用和奖金，控制国际金融流动）

7. 设立欧洲-金砖国家大学交流项目。

8. 科技合作，尤其在应对全球变暖、占领及管理太空、新能源资源方面。

9. 改善全球移民和人口流动管理。

不可否认，为了使世界在危机后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的。然而，其中的几个问题被很快从如G20这样的峰会框架中删除，
因为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解决的愿望）要求：

参考体系

http://www.europe2020.org/spip.php?article69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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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的能力，不考虑那些能从目前问题中受益的国家的利益：这与无法对
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进行重大改革的问题类似，只要美国和英国阻止对建立当
前体系基础的假设进行修改。这些假设来源于一个已接近结束的时代。

2°/  能够克服对某些问题的系统性否决：社会主题是这个类别的典型，因为美
国一贯反对将社会问题看成是经济和金融理论造成的附带损害。在这个问题
上，金砖国家与欧洲模式越来越一致。欧洲模式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将其看作

(全文)

欧洲-金砖国家有足够的潜力在二十国集
团（G20）中心创造不可抗拒的增长势
头。而由于未能“实话实说”，又未能将
重要的危机后管理问题放上议程，现在

G20被看作是一个缺乏能力的机构。

是经济硬币的另一面。

在研讨会期间的讨论显示，很多话题将在欧洲和金砖国家间产生强烈反对。不过，这正是需要讨论这些问题的原因，要记住要解决
一个问题，必须要先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

总而言之，欧洲-金砖国家有足够的潜力在二十国集团（G20）中心创造不可抗拒的增长势头。而由于未能“实话实说”，又未能将
重要的危机后管理问题放上议程，现在G20被看作是一个缺乏能力的机构。

http://www.europe2020.org/spip.php?article69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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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金砖国家战略合作前景：巴西视角
作者Alexander Zhebit（翻译：张远岸）
巴西里约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史博士

金砖国家和欧元区形成经济政治联盟的前景可能是个幻觉，尽管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如
果我们坚持欧洲政治预测实验室(LEAP)所宣称的目标，并同意在实验基础上得出的一些结论，那
么欧元区-金砖国家的战略合作甚至是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却是可能也应该描绘的。

由于厌恶风险以及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是在发展中和过渡期的经济体中）商业和货币造成
的传染性影响，那些把当前欧洲看成是灾难或麻烦的人认为发达国家现阶段的危机是不可避免
的，也是正常的，需要通过一些改革来纠正。也有些人称总体的情况是更广泛、复杂的，危机是
系统性的，因此需要对金融、经济以及国际政治秩序进行改革。

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要着重关注一些点，在这个背景下，要着重关注巴西对以下几点的反应：
 

=

=

=

战略伙伴

9

对国际金融、政治机构缺乏可信的改革，而这些机构能够给国家提供更强劲的支持以得到更美好的未来

变化的贸易模式 

在当前危机的形势下，近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和美元的羞涩复苏

这些发展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巴西、欧洲、金砖国家—欧洲之间更好、更紧密的关系呢？可以采取哪些政治或辅助措施来促进区域
间友好关系的建立呢？

在这个方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需要考虑，其中必须考虑到一些非常明显的趋势。首先，“金砖国家”组织不仅将自己看作代表整个
发展中世界的另一个政治和观念存在，希望获得更好生存环境，而且也将自己堪称是一股具有管理能力的政治力量，在最初组建时
就有金融和货币机构。如果一年前在三亚，关于使用特别提款权（SDRs）来增进金砖国家内部的俄贸易和双边合作还只是一些腼腆
的谈论，而之后在印度德里，金砖国家领导人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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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坚决支持开设新的发展银行，作为深化合作的联合金融机构。如果在三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还只是一个不太
可能实现的愿望，那么德里宣言则是通过文字来嘟哝对改革进程缓慢的不满，并且表达了对在世界银行、甚至二十国集团（G20）中

http://www.ufrj.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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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权力的需求，这可以从支持俄罗斯成为2013年G20峰会主席国中看出。虽然并不能确定金砖国家推动了世界金融改革，但在
欧元区陷入危机、美国在宏观经济及贸易问题上地位下降之际，金砖国家加强自身作用的举动是勇敢的。

其次，如果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引擎和亚洲增长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驱动力，那么为什么世界贸易，包括金砖国家间贸易，不
能够追随这个主要动力呢？1. 事实上，巴西－金砖国家间贸易发展很快：2000年时为37.9亿美元，2011年时已增长到935.5亿美元。这在服务贸易中不

明显，但商品贸易大大超过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2。除了中国因素以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间的贸易也有很大增长。巴西－欧盟间
贸易从2000年来开始缓慢下降，但对巴西经济仍很重要，巴西－美国间贸易量则保持稳定。尽管如此，巴西商品出口结构发生了改
变，从

大西洋轴线向亚太枢纽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巴西对技术和服务进口以及一小部分高科技出口的依赖仍是巴西与其主要伙伴——欧
盟和美国保持紧密、持续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

最后一点是所谓的“金融海啸”或“货币战争”。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注入，巴西外汇储备至2012年第一季度高达3668亿美元，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FDI）至2011年12月达到6605亿美元，再加上不断增长的投机性交易，巴西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金融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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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缓解货币战争对本国、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巴西的利率
为9％，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与金砖国家相比也是最高的——印度（8.5％
）、俄罗斯（8％）、中国（6.56％）和南非（5.5％），而且上述这些国家的
利率在逐渐降低。巴西的发展前景（PAC——加速增长计划）、大量的石油储
备、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绿色经济的潜力不但吸引了严肃的投资，也吸引了
不义之财。

该如何利用巴西的支持来建造金砖国家和欧元区之间的桥梁呢？

第一，政治机制必须再次重返议程，比如就南方共同市场－欧盟之间展开的商业协议会谈2004年中断，2010年重启。不管是法国前
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还是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Cristina Kirchner）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都不能对
区域间贸易协议构成不可逾越的困难，这个协议将是世界贸易系统中最大的。不过，巴西也不得不在更加开放其产业和服务方面做
出牺牲。巴西－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2007年，这个关系或可对一些保守领导在谈判中的强硬态度施加政治影响。在这点
上，赞同区域间进程的欧洲议会决不仅仅只是一个重要的盟友。

第二，促进巴西－俄罗斯贸易可能会对整个欧元区－金砖国家战略合作进程有重大价值。通过使用欧洲赊账最高额度，并且双方就
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新成员俄罗斯开展贸易达成协议，巴西－俄罗斯贸易从2009年下降后已开始缓慢回升。这可能成为帮助这个
链条复苏的环节。

1. 2010年国际贸易数据。见图表1.6,1.7 分别是世界商品
出口／世界商品进口。在60多年的时间段期间，世界贸易
组织（WTO) 。

2. Balança comercial brasileira: Países e Blocos 
Econômicos, Ministério do Desenvolvimento, Indústria e 
Comércio Exterior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0_e/its10_world_trade_dev_e.pdf
http://www.mdic.gov.br//sitio/interna/interna.php?area=5&menu=3385&refr=576
http://www.mdic.gov.br//sitio/interna/interna.php?area=5&menu=3385&refr=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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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G20平台可以很好地为欧盟服务，使其与金砖国家在IMF改革、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
重新分配权力方面达成协议，尽管这自然意味着让步。在讨论联合国改革时也需要同样的让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南南运动和欧盟政治应该彼此更加靠近，这样更好
的相互理解能够克服后殖民时代对发达国家世界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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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战略合作形成的金砖国
家－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路
线图可以也必须被用来配置
重组旧管理秩序的方法。

来源

* Balança Comercial Brasileira. Dados Consolidados. 2011. Ministério do Desenvolvimento, Indústria e Comércio Exterior. Brasília, 2012

* Censo de capitais estrangeiros no país 2011 - Abi-Base 2010, Brasília, Banco Central do Brasil, 2011

* Relatório de estabilidade financeira, Volume 11, N°1, Banco Central do Brasil, 03.2011 

* What agenda for a Euro-BRICS Summit by 2015?, LEAP/E2020

通过战略合作形成的金砖国家－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路线图可以也必须被用来配置重组旧管理秩序的方法。考虑到巴西与欧洲的传
统联系、民主本质、工农业发展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巴西是重要的参与者。

http://www.europe2020.org/spip.php?article69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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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巴西在金砖国家组织中——未来的野心

作者LudmilaOkouneva(翻译：张远岸)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 University）教授，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案例

俄罗斯把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看作是其长期全球战略的基本方向。金砖国家所共享的原则
（以及2012年3月在新德里金砖五国峰会上的宣言），比如改变国际经济金融系统的必要
性、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正确、适当的作用、不疏远（non-alienation）原则，从自
由选择国际政策中的优先事务、拒绝武力、到绝对命令和高压政治——这些都符合俄罗
斯外交政策的总方向，并且满足国际定位中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与所有金砖国家
都有经济和商业联系，并参加了所有相关活动，包括峰会，外交、金融、经济、农业部
长会议，更不用说为安全事务召集各国高级代表，金砖国家首脑私人代表及其下属举办
的会议，还有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俄罗斯完全接受并批准金砖国家组织议程。

俄罗斯－中国。两国之间关系的总方向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俄罗斯，中国被看作是多中心、多极世界中的一个中心。尽管有恐惧，大部分
俄罗斯人还是支持加强这个联盟，发挥其巨大潜力的。关于边境问题的诉讼已经解决，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共同的利益充满信心。在负面因素
中，贸易平衡有时对俄罗斯不利，还有商品分配网络、非法移民及所带来的犯罪问题。

地缘政治

金砖国家所共享的原则:改变国际经济
金融系统的必要性、金砖国家在世界
经济中正确、适当的作用、不疏远原
则，从自由选择国际政策中的优先事
务、拒绝武力、到绝对命令和高压

俄罗斯－印度。俄印之间是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有传统的友谊关系。两国在高科
技、创新和军备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

在“RIC”地缘政治三角的核心中，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合作（“RIC”由前俄罗斯外
长普里马科夫建立）。“RIC”被看作是三个经济潜力不相上下的亚洲大国的工具。
不过，“RIC”的表现并不能消除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已存在的矛盾。

俄罗斯－南非。20世纪90年代，由于与当时的种族隔离政权所建立的外交关系，俄罗斯和南非两国的合作停留在低级阶段，但1994
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2006年）访问南非之后。两国在许多联合国事务上由共同立场（不扩散核武器、
打击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及中东问题）。俄罗斯的进口偏向农产品和食品；同时，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俄罗斯对能源市场（包括
核力量）、铀、宇宙导航、海洋生物学、生物技术方面的兴趣日益增长。

俄罗斯－巴西。巴西被视作是俄罗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在现代经济商业多元化、政治联系新建与加强、世界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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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增多、对当前问题（不包括分歧）反应一致的情境下，两国的贸易增多。

巴西案例

巴西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地位证明了其外交政策的全球目标。巴西当今的外交结合了传统和21世
纪的新特征。在外交政策中将区域一体化放在首位，加上传统作为奠基石的“经济外交”结构，
使巴西为确保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作用而采用的新想法广受称赞：多边主义、南南合作、
为改革联合国安理会而付出的努力。

巴西与所有金砖国家在很多领域都有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双边关系系统——经济、贸易、科学、创新、政治因素。巴西与金砖国家的
经济和商业合作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满足了巴西外交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保证国家在世界中的经济利益。

巴西和俄罗斯的目标利益以及统治精英的定位（考虑到他们的出身和战略本质的明显不同）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两国外
交政策的国际野心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渴望将展示出上涨的趋势。作为区域内大国，巴西和俄罗斯两国将——各自用自
己的方式——证明他们对建立新秩序世界的承诺，并一步步推进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体系中扩大作用的战略（巴西－保证其在全
世界的经济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以及希望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努力恢复苏联解体后所丧失的大国政
治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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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砖五国合作的作用

作者ChandrasekharanJayanthi（翻译：肖丹）
印度哈里亚纳邦ApeejayStya大学助理教授

如果我们期望未来印度-欧盟关系牢固，我们不能只盯着水晶球。欧盟现在是27个成员国组成的集团，到
了2013年7月，随着克罗地亚的加入，它将拥有28个成员国。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参与者，具
有相当的经济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

总的来说，2010年欧盟产值超过16.0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欧盟也
约占五分之一。

传统上，印度和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单个欧洲国家有着牢固的双边关系，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除了在软实力方面，没
有对印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尽管这样，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迅速的全球化和金融市场整合催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
密切的联系，过去的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更是这样。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或者略
去南非的金砖四国，已经做得极为出色。

通信和技术革命已经重新定义了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它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这些地区
见证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后者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作用迅速扩大。

上个月由印度工商联合会、印度工商协会和印度工业联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联合组办的金砖五国商业论坛2012年峰会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经确立了自身驱动经济增长、帮助全球经济摆脱危机阴影的地位。
金砖五国内部贸易平均每年以28%的速度增长，目前规模约为2300亿美元。金砖五国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流动也在增长。金砖五国
的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5%到61%不等，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现今，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金砖
五国组成了新的增长中心，因其经济大国地位和在区域性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重大影响力而表现突出。

虽然欧洲认识到在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新的全球参与者即金砖五国的涌现，它必须适应和应对变化。金砖五国占全球土地面积的25%
，占世界总人口的40%。金砖五国商业论坛创建于2011年，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工商界解决自身问题、在集团间探索
合作领域以加强贸易往来和投资机会的平台。必须牢记，金砖五国总共占据全球人口的40%，GDP之和超过全球GDP的18%。据高盛所
言，到2050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和可能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经济总和。美国和欧盟市场每年增长3%到4%，而金砖五国在未
来的五年内机遇更大，预计增长率将达到9%或以上。

经济

http://post.jagran.com/India-European-Union-logjam-continues-over-Free-Trade-Agreement-130373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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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份额

虽然欧盟以15.6%的份额居世界贸易之首，但不含南非在内的金砖四国总共约占19.5%的份额。说到印度，根据印度政府数据，印度-
欧盟贸易大约为670亿欧元，而中国-欧盟贸易总值高达4230亿欧元。印度政府预计，到2015年印度-欧盟贸易将增加至总计1500亿欧
元，但这一数据仍将远低于目前中国-欧盟贸易数据。

印度对欧盟或许有这样一种感觉，欧盟是一个力量不够的集团，有太多迥然不同、或大或小的国家，并且鉴于目前的欧债危机而专
注于内需。这种感觉认为中国急于购买希腊资产，将其外汇储备由美元转成欧元。尽管印度和欧盟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中国精明
的态度将使得它从欧盟获得比印度更多的称赞。

欧盟和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益加强。金砖四国共同构成欧盟贸易的27%，并且是后者排名前十的贸易伙伴。
移民和技术转移在金砖国家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不断增长的收入和消费在这些国家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这一阶层现已
成为跨国公司特别是消费品公司所不可或缺的。

《欧洲委员会2007-2013年巴西国家战略文件》（2007年）表明6100万欧元用于加强欧盟和巴西之间的双边关系和环境问题。巴西对
欧盟出口41%是咖啡、可可和糖之类的农产品出口；而欧盟农产品出口的10%销往巴西。如果你看一下巴西的经济规模，它是世界上
第六大并有望于2012年底成为第五大经济体。2011年第四季度巴西GDP环比扩大了0.3%。历史上看，自1996年至2011年，巴西的平均
季度GDP增长率是0.8%，于1996年9月达到4.5%的历史高位，并在2008年12月达到-4.2%的记录低点。

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稳定的能源供给，经济政治稳定，环境和核安全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欧盟和
俄罗斯关系非常复杂，因为俄罗斯主要对通过控制其自然资源和出口市场、进入利润丰厚的欧盟市场以确保需求安全感兴趣。这一
战略被欧洲委员会视为威胁，反过来对俄罗斯进入欧盟市场提出条件。

俄罗斯强大的科技建树使得该国成为从冶金到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这也适用于空间技术、飞机制造、精密仪器和高科技
防卫设备等等。这些发展基于大众教育、广泛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网络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协调。在苏联时期，首先通过普通教育
保证劳动力的高水平，其次为该国的知识精英创建一个非市场激励的特殊系统（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生活标准和附加福利），从而
获得了研究工作成功所需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在转型期的初期，教育和研究活动方面的公共支出有所下降，但多亏了坚实的基
础，高技能的人力资本依然是俄罗斯的比较优势。苏联解体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停止外流至世界各地。作为昔日的全球超级大
国，俄罗斯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池是优势，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继续使国家从中受益。

《欧洲委员会2007-2013年印度国家战略文件》（2007年）集中于为社会部门（健康和教育）提供支持，并为行动计划中预见的经
济、学术、民间团体和文化活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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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2007-2013年中国国家战略文件》（2007年）重点在为中国的改革计划提供支
持，改革计划涵盖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欧洲委员会已经为2006-
2013年拨出总计2.24亿欧元的资金援助。欧盟和中国都是经济巨头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中
国不仅是欧洲最大的进口来源，也是其贸易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的变革堪称典范，是所有期望加快其发展进程、冲破两位数增长
藩篱的国家的灵感之源。1978年以前，中国发起了它的改革计划，该国面临着几个关键的挑
战：高失业率、大规模的贫困、增长滞缓以及限制性商业环境。然而，打那时以来，中国已经
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的国家。

中国政府决定开始对其经济体制展开制度性和结构性变革，从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向一个更加分散的框架，从而带来了这些发
展。作为经济管理体制整体变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出台了优先发展工业政策支持各级投资，建立了与世界最好的水平相匹敌的大
规模基础设施，鼓励国外直接投资流动，改善银行系统的经济能力，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通过国内创新和技术转移提高技术能
力也得到了持续关注。

这些政策有助于中国经济沿着增长阶梯迅速向上移动，现今它占据了令人垂涎的世界增长最快经济体的位置。此外，在2008年全球
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各类产品进口并出口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虽然中国政
府正刻意努力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增长过程对出口的依赖并刺激内需，但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占据的空
间将继续加大，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南非是非洲的经济强国，在工业产出和矿产生产领域领先非洲大陆，其发电占非洲电力的一大部分。该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发
达的金融、法律、通信、能源和交通部门，有排名世界前20的证券交易所，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支持非洲南部地区高效的货物分
销。南非因其药物、信息技术、农业产品、矿业、酒店业、银行和金融服务而闻名。因此，它是非洲大陆的关键国家，欧洲绝不能
忽视它。

属于“金砖国家”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强项。巴西是农业强国和一些大宗商品的大型生产商。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
然气储备。印度已在服务业领域取得了优势。中国是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南非有巨大的矿产资源储备。有
上述不同的强项，每个国家都可以支持并参与其他国家各自的增长和发展计划。

仅看金砖四国，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来，欧盟向金砖四国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11.1%，而欧盟从金砖四国的进口平均每年增长12%
。2010年欧盟对金砖四国的出口增长了34%，相较2009年的下降欧盟进口反弹了30%。据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
所言，欧盟-金砖四国的贸易将继续增长。

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各项战略的目标一直是提供充足的卢比流动性，确保宽裕的外汇流动性，为信贷持续流向生产

http://www.developmentandtransition.net/Article.35+M5823edde00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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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保持良好的市场环境。在衰退阶段，印度央行精明地降低了政策利率，包括回购和反向回购利率。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为
银行系统提供充足的支持，印度央行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流动性。此外，印度央行出售外汇，并向银行提供外汇掉期安排；非印度居
民存款利率上限有所提高；外部商业借款（ECBs）总括成本上限也有所提高。

但这足以建立和加强联系了么？印度犹豫不决，而中国继续转变并关注欧盟。欧盟驻印度大使
JoãoCravinho表示，虽然将欧盟视作衰落的一极已成惯例，数据显示正好相反。

欧盟占全球人口的7%，占全球经济的20%。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美国紧随其后，占全球
经济的19%，中国占14%，印度占7%。

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和欧盟预计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印度和欧盟在贸易之外是否会有密切关系呢？这一方面似乎得到了一些
公认，事实上印度是一个致力于开放社会的民主国家。毫无疑问，随着国家排着队想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进一
步扩大。如果筹备中的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区获得成功，对两个地区而言都是有利的。印度应该利用经济实力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就
像中国常做的那样。在波及全球不同国家无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2008-2009年的衰退中，印度是全世界银行系统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之
一。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非常推崇使印度免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的监管得力的银行系统。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得益于坚实的央
行政策和中央政府实施的互补的财政刺激方案，印度的银行系统成功地度过全球经济所经历的金融风暴。

中央银行也就是印度储备银行（RBI）利用多种工具发号施令，如回购和反向回购利率、现金储备率(CRR)、法定流动资产比率
（SLR）、包括市场稳定计划（MSS）和流动资金调节机制（LAF）在内的公开市场操作、特殊市场运作和特定行业流动性机制。有多
种工具可用，加上在货币政策执行中对这些工具的使用使印度央行在全球宏观经济不明朗的情况能够调整流动性和利率情况。

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各项战略的目标一直是提供充足的卢比流动性，确保宽裕的
外汇流动性，为信贷持续流向生产部门保持良好的市场环境。在衰退阶段，印度央行精明地降低
了政策利率，包括回购和反向回购利率。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为银行系统提供充足的支持，
印度央行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流动性。此外，印度央行出售外汇，并向银行提供外汇掉期安排；非
印度居民存款利率上限有所提高；外部商业借款（ECBs）总括成本上限也有所提高。

印度央行将其政策立场由应对通胀压力升高的货币紧缩转变成应对通胀压力缓和的货币宽松政
策。印度央行货币宽松后，大部分银行降低了存贷款利率。尽管全球金融混乱，印度的银行业依

然健康。与上述的央行立场相结合的是政府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放松了对房地产等某些行业的要求，允许银行重组预付款，这
些在帮助印度银行度过危机方面亦成效显著。

http://inde.aujourdhuilemonde.com/les-investissements-indiens-l�etranger-ont-double-e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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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要提的是，尽管不利意外非常严峻、多样，印度的金融市
场显示了可圈可点的弹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坚实健全的银行
系统资本充足、监管得力，同时宽裕的外汇储备为海外投资者提供
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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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间金融、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情境
下，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因此，
这会将欧盟和金砖五国这样的主要集团置于强势地

位。

三个印度工商联合会提到，金砖五国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被证明是有益的，因为俄罗斯和巴西可以满足印
度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资本参与到油田开发中来，不断取得勘探和生产合
同，跨国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项目不断涌现。

可以发展一个能源合作机制，促进和加强金砖四国之间的能源伙伴关系，从而提高整体能源安全境况。来自四个国家的公司可在国
内或第三方国家承接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精炼的合资项目。

金砖五国之间的共同合作领域可能是制药和生物技术。在一个合作研究和开发的体系中，中国、巴西和南非新药的发现外包给印度
和俄罗斯，进一步的药品开发和临床研究则在五国同时进行，这结果将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

为使欧盟-金砖国家贸易增长，欧盟必须重点关注“金砖四国”需要投资和支持的领域，反过来对欧元区而言，金砖国家应在其关键
领域投资，并帮助减轻欧债危机。

在国家间金融、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情境下，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因此，这会将欧盟和金砖五国这
样的主要集团置于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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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risis
The Path to the World Afterwards
Europe and the World in the decade from 2010 to 2020

by Franck Biancheri

In this uncompromising book, Franck Biancheri (born in 1961, Director of Studies at the Laboratoire 
Européen d’Anticipation Politiqu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lack of anticipation of European leaders and 
elites when it comes to the crisis and presents a concrete vision of the future in France, Europe and the 
world by 2020.

“Because this crisis we are experiencing is not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 before”, it is also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rebuild a 
“world after”, provided not to be mistaken about the dange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head.”

Order On-Line

http://www.anticipolis.eu/en_2_present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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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促进贸易政策形成、金砖国家当务之急、及欧元区－金砖国家合作
贸易

作者：Tatiana M. Isachenko博士（翻译：张远岸）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MGIMO University)

 
贸易政策被广泛认为是能够最有效应用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来增大一个国家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
份额的一系列措施。理解这一点证明了俄罗斯参与贸易谈判，签署并执行有利协议的必要性。贸
易政策的当务之急包括三大战略领域：深入发展欧洲路线、金砖国家紧密及有成效的合作、利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优势。 

俄罗斯企业必须进入世界市场，不仅仅作为出口商，还要成为投资商。这意味着俄罗斯企业要像
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样，更多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可以
极大地刺激新兴经济体，通过开展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加强与主要伙伴——主要是欧盟的双

边贸易、促进在WTO中持共同立场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 

所有的金砖国家峰会都涉及解决贸易政策问题，并均赞同可持续贸易的理念。《三亚宣言》中已明确设定了促进金砖国家间合作的
道路：“我们回顾了金砖国家在多个领域合作的进程，我们都认为这样的合作是有益的，能使我们变得更富裕，而且金砖国家间还
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我们集中于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并且进一步发展其议程。我们下定决心要将我们的政治眼光转
化为实际行动，支持《行动计划》，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合作的基础”。

成功消除欧洲和金砖国家间在这些
领域的贸易冲突将成为多边贸易体
制的范本，展现出对改革和实施DDA

的新愿望。

在金砖国家贸易部长的《部长宣言》（2011）中，建立联系小组并委以提出机构框架和
具体措施的任务，以扩大金砖国家间以及金砖国家和其伙伴间的经济合作。联系小组的
建立是此前合作的成果之一。金砖国家无条件地支持俄罗斯加入WTO的进程，同时《部
长宣言》还恭贺了俄罗斯的成功加入。这将使国家

在未来WTO规则制定上协调各方立场。金砖国家普遍认为WTO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他们同意《多哈发展议程》
（Doha Development Agenda，DDA）谈判虽陷入僵局，但这不应该阻碍各国在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内寻求发展。利益问题应该是
早前协议（免税免配额，以及如棉花和农业等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些努力（和其他努力）必须与目前的命令相一致，并观
察透明度和包容性的原则。

http://english.mgim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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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金砖国家贸易和经济部长会议的《2012年联合声明》表示对许多国家面临的持续困难表示担忧，并强调需要更大的政策协调
以保证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坚信一个平衡的DDA结果将加强并进一步发展多边贸易体系，部长们同意协调在WTO、以及其他多边论
坛，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13次会议（UNCTAD XIII）和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中的位置。部长们指导他们的官员探
索加强和进一步发展金砖国家间合作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在海关合作、交流贸易便利经验、促进投资、中小企业合作、贸易数据
收集、电子商务合作、知识产权合作等领域。

有一个领域是金砖国家绝对有共同利益且可以有建设性地参与的。俄罗斯的贸易有四分之三是和欧洲做的。全球经济发展有几种可
能的情景，在每一种情景中欧洲都仍保持是俄罗斯贸易政策的首要考虑。同样的情景多多少少也对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适用。长崎
来说，欧洲占全球GDP的比重可能会下降到20％，但其仍将是国际商品和服务业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于此同时，欧洲和亚洲占全球
GDP的比重将达到70％。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利益是根深蒂固的，也几乎是不相上下的。这决定了俄罗斯的新目
标：成为促进欧洲和金砖国家进行对话的推动力，尽可能地解决所有贸易冲突，并利用贸易手段培养而不是阻碍贸易。金砖国家未
来与欧盟合作的共同利益包括以下领域：改善反倾销规则、技术规则和贸易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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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决策者有意开放资本账户

作者：朱长征
财新传媒资深编辑，财新网副总编辑

中国央行描画资本账户开放路线图，这将走出人民币通往国际货币的重要一步，欧元区如何从中获益？

2012年上半年，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相继发表两篇研究报告，提出
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已趋成熟，　　且这一开放进程并无“先内后外”的次序问题。1

这既激发了这一话题的集中探讨，也表露了央行对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
可兑换等现今中国金融改革核心议题的态度，其未来推进将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质演变。

中国央行报告规划了“三步走”的策略，短、中期分别放松直接投资管制和商业信贷管制，长期安排（5-10年内）依次审慎开放不
动产、股票和债券交易。届时，资本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

对此的主要争论不在于开放与否，而是开放的次序和内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一派，主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个前提，加快资本账户可兑换“会严重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这些研究者认为，上世
纪末墨西哥、韩国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即是前车之鉴。

盛松成等则认为，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从中国实践看，“先内后外”只是一种理想化设计，实际
应当是成熟一项即推进一项。

更激进的金融业人士更认为，本币的完全可兑换本来就是一国公民的应有权利。“经济学的逻辑是，政府承诺比宏观经济条件重要
得多”。在此派人士看来，资本账户可兑换，本应在温家宝这届政府任内完成。

货币体系

1.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而确定，其篮子组成并未公开。
以往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幅度为中间价的上下0.3%，中间价
由央行根据前一交易日的汇市收盘而定。2007年波动区间放宽
到上下0.5%，2012年4月再度放宽至上下1%。人民币对其它主要
货币的日波动幅度为上下3%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几次重要跳跃，均源自经济体系自身已至举步
难艰地步，或同时遭遇外部强大压力，终以政治决断了结、促
成。1994年的人民币汇率并轨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是为典型。

今天，欧元区的处境，似乎同样以不断恶化的形势来考验政治家的
决心和政府承诺。

http://www.caixin.com/


MAP由欧洲政治预测实验室联合欧洲2020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政治学院共同出版。23

欧元区的稳定，不仅来自执行严格的财政趋
同标准，实施结构性改革，长远而言，还应
促成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成型，并从中获
益；多中心的货币体系，可能比现行体系更
能稳定世界金融市场，但也须准备迎接更多

的双边货币波动。

从中国的政治周期考虑，2012年为党政交接棒的特殊时刻，本届政府及货币
当局更有理由采取保守、渐进的策略。实际上，一则现有资本管制效力正不
断受到削弱，另一则，改革突破的时间窗口可能来临。

今年以来温家宝及央行行长周小川等高官均宣称，人民币正逐步接近均衡
水平。这一前所未有的判断，某种程度已获外界认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经济展望》春季报告（2012年4月），将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
GDP比例的中期预测，从原来的超过7%下调至4%-4.5%。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之比，在2007年曾超过10%——这被视为人民币汇率人为低估的最有力佐证*。2011年这一比率为2.8%。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可能会认为，尽管中国的外部失衡有所改善，但内部失衡并未改变，甚至可能仍在恶化。

不管怎样，IMF已经修正了其预测的偏差。而且，鉴于中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正在下降，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价格
的上升势头，以及环境保护的更高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已经难以公开对出口进行过度激励，至少中央政府的指引，已将旧的增长模
式称为不可持续。

出口回归企业自主决策。预计未来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之比不会再恢复至往日的高峰。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开，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加码，增强汇率弹性，放
开银行结售汇头寸……这些持续的举措，将强化人民币作为地区及国际贸易结算、投资货币，乃至未来储备货币的选择。欧元区应
当意识到金砖国家中出现的这一变化所蕴含的机遇。

欧元区的稳定，不仅来自执行严格的财政趋同标准，实施结构性改革，长远而言，还应促成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成型，并从中获
益；多中心的货币体系，可能比以往更能稳定世界金融市场，但也须迎接更多的双边货币波动。

即使欧洲已有统一货币及货币联盟，欧元区国家仍可寻求与中国及其它金砖国家的双边互利安排，如货币互换，相互国债投资，而
不只是将稳定架构系于统一货币体内部，或依赖多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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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ny occasions during the last 25 years,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focused around the personage of Franck Biancheri has, de 
facto, provided fertile ground for the correct anticipation of major historic events: the fall of the Iron Curtain,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llapse of the Dollar and the global systemic crisis… are some of the most striking predictions in the story (which 
is still unfolding) of this sphere of influence whose very diverse features (European context, network organisation, political objectives, 
independent state of mind…) allows one to suppose that they play some role, without doubt, in this “ability”.

A Manual of Political Anticipation
by Marie-Hélène Caillol

Indeed, if one’s correct anticipation is the result of chance, the second can be good luck, but by a third, it becomes possible to hope that some rules 
and a rational approach are at play.

The work done within this sphere of influence, among which the most illustrative is that conducted by LEAP (Laboratoire Européen d’Anticipation Poli-
tique) through its monthly publication, the GEAB (GlobalEurope Anticipation Bulletin), has even forced the respect of academics, giving rise to a need 
for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which is the purpose of this manual: What is political anticipation (and what it isn’t)? What is its use? What are the tools, 
principles and rules which shape it? What are its limit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which this small manual will try and answer.

Order On-Line

http://www.anticipolis.eu/en_6_present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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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年鉴》。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学院，2007年第2期，第
74页。

教育
知识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

从积极掌控新兴市场的发展战略到融入世界经济，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与世界发展是紧密联系的。

2012年2月1日，欧盟对外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应该
巩固其与新兴国家市场经济体的合作，特别是金砖国家。她同时称，虽然金砖国家之间有多方面的差异，但
它们是欧盟重要的战略伙伴，并应与之维持紧密联系。

知识经济必须成为欧盟和金砖国家间互动的一个领域。知识经济是一种通过创造、流通并使用知识以达到增
长和提高竞争力的经济。它不但运用各种形式的知识，而且还会主动创造新的“高科技”知识，这种知识

的表现形式是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科研和教育产品。在现阶段，基础知识和文化传统是知识经济的核心。正如知识和技术是人力
资本的重要因素一样，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根据在国家财富中的比率来衡量。俄国科学研究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
ence）经济院（Institute of Economics）的“21世纪初国家财富再生产的特质”条文提供了世界、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七国集
团（G7)和欧盟国家的国家财富规模和人力资本数据。根据该数据，人力资本大约占世界各国国家财富的66.4%。该数据在G7和欧盟
国家更高，为78.2%，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该比例为50%。1

在知识经济中，人力成为了一项重要资源。然而，该资源的潜力在金砖国家中仍未被充分开发。我们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改革和保障

作者Anna Makarenko教授（翻译：杨诚曦）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MGIMO University）经济理论系主任

企业员工充分接触新技术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利用。在这方面，欧盟
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十分有益。当前欧盟十分重视增强国家教育
系统质量，和保证每个公民受教育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权利。

在金砖国家中，印度和中国两国的教育水平快速上升。印度具备足够的科学潜力，并持续发展以新知识（即知识经济）为重点的战
略，无疑将成功提高经济生产力和国民生活质量。科技园（或称科技中心）的出现汇聚了大型企业，而吸引国外投资者和法制自由
化已经成功创造出上百万的中产阶级。印度国内分布着约50个工业园，包括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孟买等城市。印度高科技产业
的出现将帮助该国降低失业率并营造对企业有利的环境。

中国的知识经济已是国家战略之一。中国领导人有意将该国转型为“世界实验室”，不再依靠购买外国技术，而是要成为世界科学
技术发展的真正参与者。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形成了教育立人的理念。在中国，持有大学认证的工程师人数是美国的两倍。中
国建立“知识经济”长期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15年内减少30%的对外科技依赖度。

http://english.mgim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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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金砖国家在知识经济层面的互动，
更准确来说就是开展大学交流项目，这将

为双方长期互利合作提供基础。

知识经济的竞争优势是时间，也就是技术更新周期的速度。俄罗斯的优势在于其
注重基本科研和全民教育的文化。欧洲的大学专注应用教学，而俄罗斯的大学则
主要提供基础教育。可以说，我们是互补的。

欧盟和金砖国家在知识经济层面的互动，更准确来说就是开展大学交流项目，这将为双方长期互利合作提供基础。双方在未来可以
探讨并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课程周期计划，从学士学位教育开始，并可选择性地创立双学位课程、两年研究生课程、联合科研
课程，直至博士学位，同时组织召开研讨会、圆桌会议和科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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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

欧洲通往太空的道路上要靠中俄两国助推

作者Stefan Hilgermann（翻译：杨诚曦）
记者，德国科隆

最强大的火箭、无限的雄心壮志并且资金充足——中国当之无愧是未来中期内世界太空国家
中的胜者。这是欧洲航天局（ESA）主任之一托马斯·瑞特（Thomas Reiter）的看法1 。他
最近到访中国，并对所见所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手下的太空事务官方代表彼特·亨特兹（Peter Hintze）3 认为，中国是
欧洲航空航天事业的一项资本，并希望增进中欧合作4 。 

即使是德国基督教民主党（CDU party）的一位前秘书长都在感叹时代已经改变！所以，那个在创立文件中就写着跨大西洋主义和跟
随美国的政党，现在也已经把目光转向未来的中国。

1.见欧洲航天局网站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托马斯·瑞
特传记。

2. “Rendez-vous dans I’Espace”,《明镜周刊》
，2012年1月30日。

3. 见维基百科彼特·亨特兹传记。

4. 见备注2。

5.阅读《中国产业是安全的》，《商业日报》
，2011年9月1日。或Weltwirtschaft的《从出口模
式转向基于国内需求模式》。

6. 来源：Die Stern, 2012年2月14日。

7. 来源：《时代周报》,2012年2月14日 （前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员工谈“国家耻辱”）。

8. 来源：Russland Heute,2012年4月16日

美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领头羊了。但这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中国拥有从多年对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顺差中积累起来的巨大金融资源。但是几年前，中国采用了一项
改革其经济体制的政策，现在更加支持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5。

哪个领域能比太空研究这种被视作是创新与高科技先驱的领域更好地创造出顶级工
作？因此，中国人一石二鸟：中国投资了未来技术，成功地减少了其庞大的资产储
备。在美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下，谁知道这些资产能保值多久；同时还创造了能够刺
激国内消费的高薪职位。而且，科研和创新为将来的经济增长铺平了道路。

未来属于那些直面问题的人：

• 美国正在缩减其太空计划预算6，而中国将这一领域看作重点之一。
 
•美国已退出“ExoMars”火星探测任务7，俄罗斯取而代之8。

•美国已停止其太空飞船项目且无替代项目；为维持国际空间站的运作，美国现在
打算使用私人公司提供的航天器。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monde/2008-09-27/regardez-la-chine-reussit-sa-conquete-de-l-espace/924/0/277666
http://www.esa.int/export/esaHS/ESAYBVZUMOC_astronauts_0.htm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83774685.html
http://de.wikipedia.org/wiki/Peter_Hintze
http://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dank-binnennachfrage-chinas-industrie-laeuft-stabil/4564456.html
http://www.weltwirtschaft-und-entwicklung.org/wearchiv/042ae69e980f00e01.php
http://www.stern.de/wissen/kosmos/akute-geldnot-nasa-steigt-aus-marsmissionen-mit-esa-aus-1786447.html
http://www.zeit.de/wissen/2012-02/nasa-mars-kuerzungen
http://russland-heute.de/articles/2012/04/16/russland_und_europa_vereinbaren_marsprojekt_14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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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空领域，新世界秩序已经形成。美国支撑起来的单极世界开始让位于由金砖国家、欧洲和美国组成的多极世界，美国已经从“
老大”转变为“成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航空航天领域，欧洲似乎懂得合作比对抗更有利。这使从危机前的旧世界和平
过渡到未来世界的前景乐观。

New at Editions Anticipolis
The big fall of Western Real Estate
by Sylvain Perifel and Philippe Schneider

The crisis has demonstrated the fragility of Western real estate markets, raising many questions amongst the large 
audience that is interested in the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market, either as a buyer, seller, owner, tenant, business or 
private individual. It has also allowed everyone to become aware of the complex links between the different national real 
estate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y, finance, foreign exchange and interest rates. Finally, it 
makes sense to many that real estate markets have reached an historic turning point.

But this awareness is usually a victim of the shortage, even the lack of analysis, enabling the inclusion of a far-reaching and material era,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any credible attempt to forecast future real estate market developments in one’s own country. And these forecasts 
are dependent 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en to sell? when to buy? should one rent?

With this book the two authors, Sylvain Perifel and Philippe Schneider, fill this gap in the Western world real estate market, for which they 
have indisputably discovered common trends. They successfully mix, with an easy style which is always easy to follow, accurate analysis, 
critical data, closely reasoned argument, forecasts with not only dates but numbers, and useful tips for the individual, the professional or the 
business, making this book a real decision-making tool.

Order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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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砖国家与主权科技：太空

作者Jean-Paul Baquiast (翻译：杨诚曦)
Automates-Intelligents 网站编辑

主权科技是指地缘政治力量用于维护自身在多极世界中的独立和实力的科技。为此，发展这些科技
必须使用本国资源。

这种主权科技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法国的“阵风”（Rafale）战斗机。该战斗机由法国独立完成，体
现了戴高乐传统。今天，这种法国战斗机改变了21世纪上半页美国企图以F-35战斗机独霸军事装备
界的局面。顺便说一下，美国的计划未能成功。太空领域必须是主权科技中的重头。无论在民用还
是军事上，它对于国家的生存都至关重要。这些项目的融资主要来自公共资金。太空力量的主要特
点众所周知，在这就不再详述。

欧洲-金砖国家可以成为21世纪的主要太空力量
 
自其决定全面称霸太空时起，美国在该领域一直比其他国家领先好几年。这就是全面称霸太空的概念。欧洲国家在经过讨论后，决
定独立地或通过欧洲航天局（ESA）来保证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包括发射火箭、民用或军用卫星和盖亚那太空中心（Kourou Space 
Centre）等等......而中国和印度则决心利用自身资源来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这包括其中最高风险的项目，如行星间任务等。俄
罗斯则通过与欧洲合作，正重新挖掘其太空发展潜力。

对于未来，欧洲、中国、印度和其它金砖国家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能否在未来几十年中独立迎接伟大的太空挑战：在2025年建
立常驻月球基地、在2040年左右登录火星或火卫一，或者在更远的未来在火星上建立永久基地？答案是否定的，它们没有这样的能
力。

为什么不和美国谈谈？因为美国会像往常一样提出不能接受的条款，要求“盟友”放弃主权。同时还因为缺乏资金已使美国否决了
此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极具野心的计划。目前他们正在讨论是否求助于私人公司提供地面行道飞行。

合作制胜

对于欧洲和金砖国家，由法国带领的欧洲航天局拥有“历史性”的技能，足以考虑登录月球甚至火星。但是，欧洲航天局除了进行
一些有趣但具体的项目外，并没有多少大计划。多年以来，该署最大的一次行动便是预备在2020年发送“太空漫游者”到火星

航空航天

http://www.automatesintellig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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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mars任务）。这将是对火星进行深度机器探索的开端（极光计划）。俄罗斯原本能够重新证明其加入月球探索任务国际框架的
资格，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故，包括前往火卫一探测器任务的失败（火卫一－土壤探测器），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对于中国，该国直到现在在该方面还未出过事故，而且野心越来越大。据一份2011年底发布的五年白皮书显示，中国正在考虑建立

来源：

•《欧洲自动转移航天器“爱德华多-阿玛尔迪”号与国际
空间站对接》， 2012年3月29日——欧洲航天局

• ExoMars任务

•“殖民月球”，维基百科

低轨道太空站并正探讨进行宇航员登月行动的可能。

然而可以看到的是，当前所使用的相关科技还是比较原始的。弱点很可能出现。印度想跟随中国的步伐，但资源却未能跟上。当
前，巴西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那么可想而知，如果把国家自豪感放一边，欧洲和金砖国家在技术上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则是合作。
而这个方案主要是欧洲人和俄国人决定的。

对于预算，成本的计算比较困难。然而当前的共识是，当年美国的阿波罗任务的成本在今天约等于3000亿美元，一个大国还是能承
担得起这个数字的。不过，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欧洲和金砖国家愿意独立出资。如果各国决定联手，情
况就会大不相同。工业和科技领域上的合作将有效降低成本和风险，但却不会影响到各国的主权。

http://www.esa.int/esaCP/SEMUASGY50H_index_0.html
http://www.esa.int/SPECIALS/ExoMars/SEM10VLPQ5F_0.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6708><7403><6B96><6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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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砖国家与太空
——关于欧洲-金砖国家太空合作的讨论
作者Tanja Masson-Zwaan（翻译：杨诚曦）
莱顿大学国际大气与太空法律研究所副主任
国际空间法学会主席

介绍

在2011年于莫斯科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欧洲欧盟-俄罗斯研讨会上，专家们就未来欧洲-金砖国家峰会
的日程主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一项主题是“在全球变暖、探索并管理外太空和新能源搜索上的科技
合作”。金砖国家正在快速地向成为新世纪太空大国的角色迈进，而欧洲应继续并加强其在欧洲航
天局（ESA）和欧盟框架下与金砖国家在航空航天活动领域中已有的合作。本文主要讨论目前欧洲与
金砖国家在太空活动领域的合作，并支持进一步加强合作。

金砖国家与太空：简要概述

我们先简短介绍一下金砖国家之间关于太空活动与合作的现状。首先，俄国、中国和印度都已是公认的太空大国，具有发射的能力
和探索其它行星、建造太空站和载人航天的雄心。这三国均在此方面与其他国家进行着广泛的合作。在1957年苏联成为第一个成功
将一个物体——著名的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 1）发射进入地球轨道的国家，俄罗斯从那时起就已经成为了太空“超级国家”。在
美国的航空飞机于2011年撤下后，俄国是目前国际空间站里唯一能够使用其“联盟号”（Soyuz）火箭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中国进
行太空活动的历史也不短。在2003年，该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载人进入太空的国家。印度的太空计划也早已在60年代启动，
且其太空计划规模相当大。印度有探月任务并且正在推进载人计划。巴西太空活动的历史也十分长，且与中国和俄国等国家有广泛
合作。中国-巴西的CBERS远程探测计划就是金砖国家间合作的绝好例子。虽然巴西的发射计划遭遇了挫折，但无疑该国在不久的将
来将成为发射国家的一员。南非的太空计划开展得比较晚，但前景十分好，已经发射了几个卫星，且与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进行合
作。

欧洲-金砖国家的航天活动合作：前景光明

多年以来，欧洲航天局与欧盟都已和金砖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先拿欧洲航天局来说，在其局长发布的《2025年议程》中已经明确确认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

航空航天

http://www.popsci.com/technology/article/2011-08/europe-and-russia-plan-team-first-manned-mission-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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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

“特别是来自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兴趣和投资为欧洲工业带来了竞争和机会”。

“中国是第三个独立研发出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该国正在研究建立太空站并宣布了月球探索计划。虽然某些领域上的合作将比较
复杂，但欧洲航天局应做好与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上加强合作的准备”。

“考虑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欧洲航天局应该和中国建立广泛合作关系，特别是科学任务和载人航天领域，以
增强当前国际太空站的多国合作关系”。

“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生产重心将逐步转移到亚洲，各国将更多地面临来自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航天局局长把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列为其三大战略伙伴。

欧洲航天局与俄罗斯的合作十分密切。最近，首个“欧洲联盟号（European Soyuz）”火箭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市发射被认为是一次
里程碑式的事件。欧洲航天局最近正寻求与俄罗斯在Exomars火星探索项目上的合作，并准备发送一个火星探测器。此前美国已经因
资金预算原因取消了相关项目。

中国和欧洲航天局的合作有龙计划（Dragon project），该计划是一个运用欧洲航天局地球观察数据关注中国的科研项目。就在上
个月，中国和欧洲航天局就中国发射神舟太空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行了讨论。

印度和欧洲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仍在继续，比如印度月船1号（Chandrayaan-1）的升空。

欧洲航天局在2002年与巴西政府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而在2011年巴西加入了由欧洲航天局等机构在2001年发起的《空间与重大灾
害国际宪章》。

而欧盟也和金砖国家进行合作。例如，欧盟第七框架计划（EU 7th Framework Programme）已经吸引了俄罗斯和中国在太空科技科
研项目上的广泛参与。不过，欧盟与金砖国家的一对一合作也十分密切。以下是几个例子。

与俄罗斯的合作开始于2006年，包括导航、通信、地球观察、科学技术、发射系统和载人航天等。双方每年均会召开关于合作进展
的会议。该会议制定的2010/2011年度合作计划的首要任务包括地球温室气体观察，并正在商议建立全球定位卫星系统与加紧在载人
航天方面的合作。

关于中国，在去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4届欧盟-中国峰会上，双方重申将遵循《2003协议》继续卫星导航的合作以取得更大进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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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双方将寻求新的合作领域，如卫星导航技术及其应用。

印度也在许多领域上与欧盟建立了合作关系，例如伽利略定位系统（Galileo）。双方在将来将进一步
加强合作。

首届“欧盟-南非太空对话”于2009年首次举行，旨在促进与南非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并开展在太空领
域对双方有利的实际合作行动。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是地球观察、导航和科研。

对于巴西，在2011年10月巴西科技与创新部长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亚尼先生（Mr.Tajani）签署了太
空政策对话意向书。该意向书表示，巴西与欧盟“增进在太空科技与应用上的合作是互利的”。双方
打算就太空领域合作建立一个包括欧洲航天局和巴西航天局之间的对话机制，特别是在地球观察、导
航、通讯、科技和探索领域。

总结

今天，由于技术挑战和资金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开展大规模的太空探索项目。在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中，该管理太
空活动的法律的创始人就颁布了国际合作的条款，时至今日这变得愈发重要。在此引用《大宪章》中第三条关于外太空的条文：

“签署条约的国家均应在国际法律和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进行对月球和其它天体的探索与开发，旨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并促进国际
合作与了解。”

几年之后，美国与欧洲在太空探索领域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将让位于金砖国家。毫无疑问，欧洲-金砖国家在该领域的合作对双方
都是迫切且重要的。
 

http://www.parabolicarc.com/2012/03/27/esa-china-discuss-shenzhou-docking-at-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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