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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提 要 】 未来 5 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聚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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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挑战。后苏联空间因缺乏地区带动力，基本不会形成没
有俄罗斯参加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也会
加强在该地区影响。亚太地区尽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仍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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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将是普京本届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为评估本届任期后五年俄罗斯的内
外形势，2019 年底，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组织学者对 2020—
2024 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进行中期分析和预测，形成了《俄罗斯与世界：2024.
经济和对外政策》a 研究报告。主要涉及世界经济政治和全球安全问题，俄、美、
欧盟形势，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三大部分主要问题。其要点有：

一、全球政治经济安全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预测认为，2020—2024 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新技
术革命、气候变化与青年运动问题及其引发的相关后果。当然，不排除因错误信
息以及地区矛盾突出引发“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全球经济形势主要与美国挑起
的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还有因地区冲突、
贸易保护政策引发的经济问题等。而全球安全的主要焦点在于美国是否同意续签
《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一）2020—2024 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形势
2020—2024 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主要与技术革新、气候变化、青年问题相
关，突出特征是全球发展变化速度加快。
全球技术变革加快了武器装备与控制系统的更新速度，同时也给生产和社会
环境带来深刻变化。中国的 5G 技术不仅在电信和网络系统取得领导地位，而且
中国已经在制定 5G 技术的全球法律和制度框架。有专家指出，这其中比较敏感
的是电信和相关领域（如软件开发）的主权问题。
未来 5 年全球变暖可能成为决定地区与全球层面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世界物流运输格局，改变粮食安全规则。有专家指出，气候
变化是中东和整个亚洲矛盾的焦点之一。同其他全球问题一样，在气候政策上，
《巴
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却采取单边主
义立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警告，气候危机
将给人类一个教训：新自由主义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气候问题还可能成为各国内
政的关键问题之一。民众抗议越来越多地以环境问题为口实，且追随者甚众。“绿
a Рук. проекта – А.А. Дынкин，В.Г. Барановский.Россия и мир: 2024. Экономика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М.: ИМЭМО РАН，2019. – 42 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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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运动往往表现激进，被反对派作为政治工具。尤其在欧洲，该问题已然成为
欧洲议会选举的风向标。格雷塔·滕贝格 a 现象近期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全球问题。
青年抗议也是未来 5 年的主要问题。他们积极参加“绿色”运动，以“不要
偷走我们的未来”为口号，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他们不听辩解、无所谓的态度
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提升责任感，反而会破坏社会稳定，并妨碍形
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而言，这些年轻人的激进
抗议情绪和上升中的民粹主义交汇，尤其具有挑战性。在发达经济体，由于老龄
化和人口危机，青年问题就更加突出：他们不愿意日复一日地工作；沉迷互联网
且自我封闭，社会化程度大大降低，而出现抗议活动时又能被互联网迅速发动起
来；对社会失衡不满；对未来没有信心。有专家指出，在美国，建制派和青年一
代存在价值观差距，成为政治两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政治精英加速年轻化
的欧洲国家，未来 5 年这一差距会小一些。不过，欧盟也有自己的问题。如在英
国脱欧问题上，年轻人更赞成欧洲一体化。社会学家分析，其原因在于年轻人的
悲观主义、挫败感、不相信未来。还有学者在分析 2018—2019 年全球年轻人暴
动的原因时指出，在经济繁荣的巴黎、香港和圣地亚哥发生这类情况，主要原因
是“社会不公正感与对社会流动性降低的不满交织在一起”，而政治精英和政府
并不了解社会情况，更不知晓这种情绪。
除上述情况外，未来 5 年还可能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特殊情况发生。最大的不
确定性首先来自美国，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不排除因国际法对军控约束机制
减弱，个别小国参与进来并采取单独行动，或因网络媒体信息误导甚至伪造，造
成严重破坏国际局势的“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二）2020—2024 年世界经济形势
未来 5 年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话题还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以及可能发生的经
济危机。比较而言，其他经济问题并不是很突出。
1. 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与问题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经济以年均 3.9% 的速度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增长
率降至 3.6%。预计到 2024 年该数字将提高到 3.7%。其间，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主要因素包括：
a 格雷塔·滕贝格（Greta Thunberg），瑞典环保少女，2018 年坚持每周五来到瑞典议会前举牌，呼吁成年
人正视气候问题。在参加了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后，她的主张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人。

·71·
《俄罗斯学刊》

http://elsxk.hlju.edu.cn

俄罗斯学刊

第 10 卷总第 57 期

第一，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全面开启，是构成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导
因素，并且可能引发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增加了全球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出现新
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2020 年初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可促进双边贸
易和世界贸易总量增长，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都有利。不过，
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外交努力。且特朗普在 2020 年大选
获胜后很可能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可避免要采取行动应对，结果可
能是美国股票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德国、日本为首以及原材料出口
国巴西、俄罗斯）的崩溃。
第二，地区热点问题。个别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加剧全球市场不确
定性。这主要指波斯湾（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矛盾升级）、朝鲜半岛（朝鲜的核计划）
和中国南海（尤其是南海经济区问题与中国台湾问题叠加）问题。在欧洲，因在
建管道“北溪 -2 号”和“土耳其流”近期不能交工，若俄欧天然气管道在乌克
兰领土中断也可能带来重大损失。此类问题在 2020—2021 年间可能导致欧洲经
济放缓 0.3—0.5 个百分点。加上英国脱欧，预计该问题到 2024 年对欧盟经济的
累积影响为 1.3—1.8 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乏力。在当今，用政策手段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可
能性已很有限。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包括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曾
明显降低 2008—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在走出危机阶段却无法刺激经
济增长。此外，经济发达国家保持低利率（美国为 1.75%，欧元区为 0%，日本为 -0.1%）
已将该政策工具的现实作用排除了。在此情况下，对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产生过重
要作用的财政刺激政策成了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主要手段。不过，
发达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增长
均存在潜在负面影响。最大的风险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借口下与低碳经济有关的
税收政策上（包括所谓“碳排放税”以及对拒绝采取严格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家加征关税）。一方面，该举措可能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提高能源利用成本，
压低国内需求；另一方面，此类举措可能会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油气出口国的
利益。概言之，打着环境保护旗号的贸易保护主义，会给 2024 年前的国际贸易
带来负面影响，规模或与 2020—2021 年间可能发生的贸易战相提并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预测，因贸易战美国经济的增长率 2019—2020 年
降至 1.7%，2024 年将为 1.6%。而本报告预测，2019—2020 年度美国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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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2021—2024 年增长率将达 2.6%，发达国家将以年均增长率 2.0% 的速度
发展。与此相反，在未实施贸易保护的新兴市场国家，本预测期内 GDP 增速将
稳定在 4.5%—5.5% 的范围内。中国经济放缓将被印度经济的加速增长所抵消。
可断定，若能避免贸易战，全球经济将保持较高发展速度。
2. 能源政策
预测认为，能源不会限制全球经济增长，不过主要能源国之间的价格与非价
格竞争可能会加剧。在化石燃料中，煤炭的地位将继续弱化，因为很多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考虑气候因素，从电力行业中撤出煤炭，努力减少碳排放对公众健
康的影响。由于美国原油出口增长，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库存过多。市场积压给油
价带来下行压力，欧佩克不得不继续将其市场份额转让给美国和其他出口商。如
果中美贸易冲突寻求折中的结果，中国市场可能对美国石油重新开放，这将进一
步推动“页岩气革命”。若波斯湾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油价可能短暂上扬，这
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中东以外地区石油产业发展。液化天然气市
场库存积压将至少持续到 2022 年，这有可能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下降，加速全
球天然气市场的形成，可能会使天然气价格沿着较低轨迹运行。
3. 农产品市场
2024 年前，全球农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当前供求趋势。全
球需求变化受到世界人口年增长率（约 1%）和全球经济增长 3.6%—3.7% 这些低
预期限制。预计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为 1.15%，经济增长率为 5%，其结构变
化首先与发展中国家人口中青年占比上升相关，也与城市化、消费方式和食品需
求形式变化（包括生态化和定制化）有关，人均食品消费量趋于减少。当前农业
生产率超过需求增长，“主食”价格将略有下降，不过对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影
响不大。
4. 国际贸易
2018 年美国对以中国为主的重要贸易伙伴发动的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收回了上届政府已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中止与欧盟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
（TTIP），坚持重新制定《北
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并宣布必须修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其当前形
式不符合美国利益。据世贸组织评估，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增幅将在 2.7% 左右，
这一指数将比 2019 年扩大 1 倍。到 2024 年，贸易的弹性系数（相对于 GDP）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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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处在 1.0—1.3 的范围内。与全球经济总体形势相关的风险仍很高，人们
担忧中美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怀疑国际金融机制为信贷和财政平稳运转提供保
障的能力。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还将阻碍国际投资和跨境产业发展，并影响
到全球价值链下的商品周转。而终端产品接近消费地有助于减少制成品份额，提
升国际贸易中零部件、无形资产和服务的份额。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冲突是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2020 年初第
一阶段协议可初步解决这一问题。英国脱欧则是另一个不利因素。不过，英国与
欧盟已谈判三年，各方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做好准备的。因此，估测这些因素不
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灾难性影响。预计 2024 年前国际贸易增长将超过 3.0%，俄罗
斯商品出口将保持稳定。
（三）全球安全与军备控制
未来 5 年，军控领域很多已有的和新签署的协议前景还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主要是悲观（恢复包括核武在内的军备竞赛）和乐观（恢复军备控制）两个发展
方向，美国、北约、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做出决断。当然，多数决策的影响只会在
2024 年后呈现。无论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各方决策朝乐观前景发展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未来 5 年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间态势（既不
是军备控制也不是军备竞赛）。
1. 2020 年关键问题之一是美国总统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将 2010 年签署的《削
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a 续签至 2026 年。当前续签的可能性较大（超过
50%）。续签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现有军控机制崩溃的负面影响，有利于防止军备
竞赛，还可为俄美达成核军控新协议留出时间。
2. 不论是否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在本预测期内，俄美
之间恢复进攻性战略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都不大。未来十年美国核发展计划不会
超过该条约规定的限制数量，没有针对俄罗斯的超支计划。即便 2020 年选举后
美国修改并提高战略发展规划，那么规划落到实处的时间也已超出本预测时段。
美国更有可能接受大规模研发计划（НИОКР）b，以开发包括基于新物理原理的
新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被撕毁，其主要
a 俄文为 Договор о мерах по ограничению и сокращени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й，
缩写为 ДСНВ。
b НИОКР：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и опытно-конструкторские работы-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работ，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олучение новых знаний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и создании нового изделия или
технологии. 研究与开发：旨在创造新产品或技术时获得新知识和实际应用的一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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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将是两国战略核力量发展中的相互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丧失。双方停止交换信
息，减少核查程序，废除定期协商机制，从长远看，将助推核军备竞赛恢复。而
若能够恢复俄美战略稳定谈判，这些负面影响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3. 美国在 2019 年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
导条约》）a，不会自动迈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步伐。2024 年前，悲观情况下，
美国有可能决定在欧洲，尤其在亚太地区部署一定数量的中程导弹。但受技术和
政治原因所限，做出该决定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实施也将超出 2024 年视野。同时，
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动力中程导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目前尚未谈及。
4. 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近期美俄恢复战略稳定的可能性很小。2024 年
可能会略有上升。最可行的选择是继续开展协商。在 2024 年前或之后一段时期内，
事实上没有可能就限制扩大核武器展开谈判，包括有中国参加的谈判。若将进一
步削减核武器重新列入谈判议程，那么下阶段谈判将会是双边的（俄美之间）。
不排除围绕与导弹技术（陆基、海基和空基）扩散有关的新问题开展非正式双边（美
中）或三方（有俄参与）磋商的可能，但很难设想达成限制协议的可能性。
5. 预计美国 2020 年就会开始落实在欧洲部署第三（最终）阶段导弹防御体
系（在波兰的部署可能再次延期，但不会太久），并继续在东亚盟国部署导弹防
御系统，这将阻碍恢复核军控谈判，并妨碍非正式磋商取得进展。
6. 如果不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必然会加剧《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审议中的争端，给核大国带来更大的政治压力。2020 年 4 月举行的《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很可能促使主要参与国选边站队。此类争端还会继续
出现在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不过，在 2025 年下一次审议大会前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崩溃（一些国家退出该条约）也不太可能。
7. 欧洲常规军控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俄罗斯与北约国家间就限制
欧洲军事活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直接接触的军事活动谈判协商的可
能性都不大。如果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升级，可能会促使北约改变现状，进一步
加强其在东部的军事存在。可见，确保冲突地区有效停火和军队隔离，有利于稳
定当前局势，至少可就各自区域内的军事克制措施达成协议。
8. 美国自 2019 年开始谈论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特朗普连任后该可能性
会增加（超过 50%）。鉴于此，俄罗斯也可能退出该条约。这使得在欧洲就常规
a

俄文为 Договор по ракетам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缩写为 ДРСМ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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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达成协议将更加困难。但在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下，
即便“开放天空”机制崩溃，影响也会减小。
9. 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基于新物理原理的武器研发，特别是装备领域人工智
能现代化的推进，将对诸如军备发展、军控和保持战略稳定等相关军事问题的解
决产生更大影响。不过，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始，不太可能在 2024 年前
达成任何全面协议。

二、俄罗斯、美国、欧盟形势
2020—2024 年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都将处在政权变动周期中，预计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部分变化肯定会出现，甚至还可能有
较大改善。
（一）俄罗斯形势
近年，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2024 年前其作用
还会加强，并继续保持互利合作的开放态度。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会直接受到
外部政治环境影响。未来 5 年将为 2024 年总统大选做准备，并致力于经济改革。
俄罗斯精英和政权已意识到，根本性改善内部经济社会状况、保持发达国家高科
技水平将是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展望 2024 年，作为环境评级正面国家，俄罗斯有巨大潜力成为解决气候问
题的领导者之一。在环境问题上有担当的负责任国家（除俄罗斯外还有法、德、
中等国）已开始形成一个新群体，它将民族和宗教不同但都重视环境问题的国家
团结起来，是“21 世纪的诺亚方舟”（Ноев ковчег 21 века）。
在地缘政治层面，俄罗斯面临的任务将更多元复杂。乐观的判断是，2024 年
前甚至更早些，俄罗斯可能面临与西方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关系的任务。预计该正
常化部分取决于 2020 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共和党获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自
由度更大，不排除双方恢复对话的可能性，但主要取决于个人。这既不会消除华
盛顿的主流反俄情绪，也不会排除政治的不确定性，更不可能消弭双方的根本性
分歧。同时，“共和主义情景”还可能意味着美国同欧洲盟国之间出现更大误解，
由此将扩大俄罗斯与欧盟及其主导者法德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选择范围。如民主党
获胜，上述负面情况依旧，但不排除伊朗冲突程度降低、核裁军对话恢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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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尽管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性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
实用主义和求稳的心态很普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区域冲突、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前提下取消制裁、加
强互动并非不可能。
在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仍将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中东，俄罗斯
的预期还有：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在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非
洲进一步扩大影响 ；与美国保持有效的“现场”对话。俄还将保持并加强在印 - 太
亚洲区的多边活动，与该地区利益相关国，首先是印度、韩国、日本（尽管不可能
解决领土争端）、越南以及东盟国家合作，就朝核问题开展合作。在亚太地区的主
要合作伙伴仍是中国，中国正迅速扩大在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当前的
主要任务仍是在欧亚大陆构建独立和平衡的关系结构，这要求其集中全力扩大与中
国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当前俄中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有：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
作、“一带一盟”对接、建设“北—南”国际运输走廊。2024 年之后，中国还可
能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军控谈判。
后苏联空间未来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乌克兰。若 2020 年能在乌克兰东部
冲突问题上达成妥协，无论是逐步调解还是无限期冻结都可保证冲突停止。乌克
兰第五任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会找到一种精英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模式，以便各方接
受达成的协议。换言之，保证政权稳定，乌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俄乌两国政府
也能保持联系。当然，不指望两国关系在 2024 年前实现正常化。在悲观情况下，
如不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乌将面临无休止的内斗和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
且反俄仍将是乌内部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向之一。在外交上，后苏联空间俄仍掌握
对外政策主动权。未来 5 年，影响后苏联空间局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客观上西
方（无论欧盟还是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度降低；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活跃；俄与
美欧之间关系逐渐正常化。在此情况下，该地区各国在俄罗斯与西方矛盾中周旋
的空间将缩小，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外交战略，以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据此，
俄近期应继续“三步走”战略：与后苏联空间各国发展务实关系；深化区域一体
化并提高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效率；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倡议框架
内与后苏联国家开展互动。当然，在“冲突冻结”状态下维护国家利益仍是最大
困难。
从中长期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创建大欧亚空间，作为文明共同体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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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空间，当然，也是欧亚安全的共同体。为实现该计划，俄将努力提升自身
对邻国的经济、技术和人道主义吸引力。当然，只有在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得到
本质改善并保持高科技国家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二）美国形势
从中期看，美国内外政策可分为稳态（国内政治稳定）和动态（国内政治结
构改变）两种情形，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将是主要决定因素。
1. 国内局势
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形：特朗普获得连任并持续现有政策。未来 5 年，美国社
会与政府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两极分化将继续。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自由派 / 保守
派主张不同，全国党派和选民分歧达 50%—60%。公众情绪激进化还将持续。该情
况主要基于美国中期人口发展趋势，即自由化的年轻一代与较为保守的中老年在
全社会几乎各占一半，且代沟还会在政治精英层面显现。国家继续走向衰老，很
少体现年轻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这期间，得到 80% 以上年轻人支持的民主党会
加速更新阵地，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左转。若在中短期内共和党保持右翼立场，
那么民主党的活动只会强化激进主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制定出共同社会纲领。在
此背景下，公众不满情绪将上升，政治行动更公开，支持非官方领导者，破坏规则，
与体制激烈冲突。
国内政治结构改变的情形：2020 年选举结果难料。即便民主党采取激进竞选
活动，特朗普仍有不错的机会连任：经济上的成功、所在党派的支持、与公众交
流的能力、拉拢粉丝、为竞选投入巨资（7.4 亿美元，而民主党候选人总共才 6.8
亿美元），都决定了特朗普能成功地开展竞选活动，并再次获胜。鉴于民主党已
打出所有底牌，弹劾程序也已结束，特朗普连任后将比第一任期更有行动自由。
可以设想，他能够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强化美墨边界管控。不过，内政还取决
于国会中的党派团结。若一半以上选民对总统不满，共和党就不太可能扩大立法
席位，充其量在 2020 年和 2022 年保留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很可能控制众议院，
这将使立法崩溃、总统主动性加强，总统只能最大限度地运用行政命令。如若特
朗普失败、民主党候选人获胜，那么政策风向标将反转：恢复奥巴马遗产，废弃
特朗普的全部努力。民主党将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问题上：深化医改、中学教改，
保障环境安全。无论如何，从中期看，美国政党内部和政党间的冲突及政府部门
内部和政府部门间的冲突都将强化，并影响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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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交战略
由于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所谓基于自由规则的世界秩序）
遇到一系列巨大障碍，直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美国外交战略都将处于过渡期。
政权统治登峰造极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外交政策基本理念，而政党之间的两极分
化和竞争使外交政策严重复杂化。两党都努力维护和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
其实施途径各异：共和党会努力对盟国和反对者采取单边行动；民主党在与盟国
关系上将回到集体安全讨论中，并力图在诸如气候变化、保护人权、推动国际发
展和自由贸易等全球问题上采取主动。从中期看，美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可能破
坏原有国际关系体系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因此，其主要挑战将来自于亚太地
区，围绕美中竞争展开，而中国是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争夺战中美国的主要战略
竞争对手，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各领域制定新标准。美国则力保超强地位，并垄断
某些技术。美国极可能通过以下方式限制中国经济增长：首先，实行贸易、经济
和金融限制（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日本和 21 世纪初对欧洲的做法）；其次，
对作为销售市场（拉丁美洲、非洲）或“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和南亚、欧洲）
以及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国施加经济影响。已开始的贸易冲突不会随时间
流逝而减弱，还会转向高科技领域和财政金融领域。尤其可能在 5G、6G 技术或
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领军企业实施制裁或加强出口管制。在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
保护上向美国跨国公司施压，甚至对北约合作伙伴施压，强迫其放弃采用中国技
术。以人权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等为借口，向中国提出索赔清单，或者收紧中国
本科、研究生及赴美访问学者的录取条件。即便美国领导人更换，美中之间的不
信任气氛也会持续，贸易冲突可能还会加强。在坚持要求缔结“全面和长期”贸
易协议的同时，美国还会要求在协议文本中列入禁止中国采取应对措施的内容，
这将加大冲突超出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一起走向保护主义的风险仍相对较低，一个制约因素是国际贸易停滞甚至可能出
现全球衰退。美国行为可能引发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外采取
集体应对措施。同时，为对冲美国的影响力，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永久结构性合作”
（PESCO）a 和“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这样的新机制。这些情况可能
促使华盛顿逐渐放弃冲突，转向与北京“合理竞争”，并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
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如尝试在绿色能源领域合作。当然，这在中期内效果有限，
a

永久性安全与防御结构合作，是欧盟成员国的一项计划，旨在在安全与防御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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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共和党激进派极力反对，该党力主与中国经济“脱钩”。
在中东，美国将保持有限或精准介入政策。美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强度，或与
实施域外战略相关，或与潜在参与具有战略意义的冲突相关。美国将面临与中东
新精英建立关系的问题。华盛顿使美土关系正常化的能力就是一个考验：土耳其
渴望实现对外关系多元化并强化战略独立性，很可能导致美国在 2023 年土耳其
议会及总统选举期间支持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美土关系状况将影响到美国应
对北约内部挑战的能力，而解决美土矛盾的结果将为北约其他盟国开创先例。美
伊冲突过渡到直接或间接武力对抗的风险在增强。美国将继续在谈判、减轻对伊
压力与推动因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以恢复强硬的多边制裁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伊朗
政权因选举结果（2020 年举行议会选举、2021 年举行总统选举，哈桑·鲁哈尼
不能连任）发生更迭，并且由于美国最高领导人可能更换而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
伊朗新政权采取更果断行动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美国作
为能源净出口国与中东国家的竞争将加强。华盛顿将继续增加原油和石油产品出
口，降低从欧佩克国家进口，首先是减少沙特王国 a 的石油供应，这将增加运用
非市场机制限制贸易的可能性。与沙特王国的关系可能会成为 2024 年总统大选
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中东对抗加剧可能导致能源供应中断，这将使经济增长疲弱
的发展中国家更加艰难。
欧洲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地位不会改变。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
挑战加强，或者在俄罗斯地区“雄心”增强的背景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美国
的重要性不会丧失。但这不能消除美欧关系的现有矛盾。华盛顿将继续向北约盟
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军费开支，即所有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在 GDP 中占比提高到 2%
的水平，当然，2024 年前不一定能做到。同时，美国在军事政治领域刺激欧盟也
可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可能强化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发展，如
PESCO。如果这样，美国军工企业在欧洲市场的利益将受到影响，并造成新的矛盾。
脱欧后英国能否维持其原有军事开支水平，并为美国实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计划
提供全力支持眼下还难说，美国不得不在欧盟内寻找新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第
三方首先是中俄的挑战将被作为保持美国领导地位及北约扩大的借口。美国的问
题是，欧盟各国缺乏统一的对华政策，甚至在此问题上互相矛盾。这首先是指中
东欧国家，当前北京正努力与其加强互动。鉴于欧洲现有军控体系瓦解的风险提
a

КСА（Королевство Саудовская Аравия），沙特阿拉伯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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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将军控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以限制中国更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将继续在后苏联空间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俄罗斯的影响力，主要挑战来自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2024 年前，作为跨大西洋统一体的一个要素，美国反俄
计划极有可能后续乏力，这将为俄欧关系发展创造条件，且可能推动形成欧洲安
全体系。预计 2024 年前美国不会取消对俄制裁，该政策的强化受到国际局势和
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美国的政策方向之一是向欧盟施压，要求扩大对欧液化天
然气供应。该目标既可压制俄罗斯的经济，又符合其占领欧洲能源市场大部分份
额的利益诉求。不过，由于海上液化天然气运输需要特殊的基础设施，相关的费
用问题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其欧洲盟国来说都是个制约因素。在北极，俄美冲突可
能加剧。可以预见，美国将倾力推动北极问题地区化，不支持扩大北极海洋开发
者的圈子，努力阻止中国利用北极空间和资源，同时，又以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为借口吸引其盟友参加北极合作。美国的北极政策主要还是坚持航行自由，
希望在“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框架下可以在俄北极部分活动，
可能需要北约盟国参与，而俄主张在北方海航道水域实行国家监管。在中亚，受
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美将更加关注中亚国家。不过美主张的多边合作形式（包括
“5+1”），军事技术和经贸合作对遏制中国影响不一定有战略实效。美更可能
推动印度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联系，以制约中国。
在南亚方向上，美国将把重点放在阿富汗内战、印巴冲突和“一带一路”倡
议上。在那里，两方竞争将深化：一方是美国、印度和阿富汗政府，另一方是中国、
巴基斯坦和诸多阿富汗反政府军，两方都希望把俄拉入自己的阵营。
（三）欧盟形势
据 2019 年欧盟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欧洲委员会构成及关键岗位人事安排有
所更新。若没有重大过失（如腐败丑闻），本届欧盟班子将工作到 2024 年底。
此间欧盟权力有限，在许多问题上是补充性的，无力取代各成员国的决策过程。
欧盟议程重点在完善社会机制，主要计划是，确保体面的最低收入，改善医
疗条件，保证青年就业。为保证资金就要实行税改，包括打击税收欺诈。由于在
欧盟运营的公司普遍技术水平较高，但很多公司的数字基础设施更新赶不上世界
领先者，而此类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发展又涉及关键领域的技术主权。因此，
支持关键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将是欧盟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科学领
先及公民的高质量生活，欧盟计划到 2025 年建成“欧洲教育空间”，清除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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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确保现代学习过程伴随一生。2020 年初，推动学术交流的“伊拉斯莫斯 +”
计划 a 的财政预算已翻倍。2024 年春将举行欧洲议会选举，其规则会有调整，以
加强与选民的沟通。2024 年前欧盟结构的变动将只是英国退出，多数成员国对向
西巴尔干国家扩张并不热心。其筹备工作主要是更新合作机制，不过，即便是那
些小的候选国要获得完全准入权也不会早于 2025 年。此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
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话题还谈不上。欧盟共同防务项目将继续，尤其是国防工业
合作，可能会取得更显著的成果。不过，欧盟防务质量构成千差万别，是最应改
善的，可当下还提不上日程。
欧盟的主要问题，一是长期脱欧。尽管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斗争仍在继续，但
英国脱欧已成定局。评估脱欧经济政治后果尚需几年，但英国脱欧肯定会给欧洲
一体化进程造成严重打击。欧盟担心英国退出带来“多米诺效应”，不过考虑到
脱欧对英国的负面影响，该可能性很小，但风险犹存。随着英国退出，法德和解
对欧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欧洲怀疑论者的声音将越来越小。二是多种族民
粹主义。欧盟精英层面的政治偏好和取向应不会改变，但在成员国层面，可能会
发生许多大的变化。不少国家传统的中间派政党受欢迎程度在下降，出现了新的
民粹主义和激进的政治力量，这些运动给中间派敲响了警钟。德国的“默克尔时
代”将不迟于 2021 年结束，但重要人事问题尚未解决，主流政党在经历代际变革、
尚未有突出的领导者的情况下形成传统联盟的可能性很小。绿党受欢迎度暴涨，
这是民粹主义情绪与环境问题交织的结果。近几年德国可能会为环境而斗争，这
一议题也可能吸引部分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抗议活动，激进分子有可能带来泛欧动
荡的风险。2022 年春法国将举行总统大选，马克龙将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主要
竞争者是勒庞。马克龙有关欧盟未来发展的大胆表态目前未能在欧盟提高他的声
誉。若因移民形势和中间派力量削弱等因素影响，勒庞有机会获胜，则不仅对法国，
对欧盟也是一项重大考验。在南欧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受经济问题影响，政治动
荡和分离主义情绪爆发的风险始终存在。而对欧盟来说，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可
能是个大问题，那些民粹主义者意图违反欧盟规定并打破成员国在关键问题上的
共识。在中东欧国家，民族民粹力量也不太可能被削弱。据部分调查结果，中东
欧地区的年轻人认为，对欧盟来说，民族主义比气候变化更加危险，比经济问题
a 伊拉斯莫斯（Erasmus）是欧盟的一项非营利计划，旨在在欧盟国家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北马其顿和挪
威的大学之间交换学生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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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危险。甚至在匈牙利和波兰这样领先的“自由民主”国家，执政党的主导地
位可持续到 2024 年，但反对党的活动及公民社会运动等也将持续活跃。
在外交方面，就自身属性而言，欧盟不具备与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条件。欧
盟各国十分关注美中关系的恶化，但截至目前，欧盟未能制定出协调一致的独立
政治路线。在外交方向上，预计 2024 年前欧盟对后苏联空间的兴趣还会降低，
对其加快过渡不抱什么希望，但与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三国的结盟协议
还在继续讨论和落实。美国在军事安全问题上还将继续担任欧盟担保人角色，但
特朗普连任对欧盟来说将是磨难。目测 2020 年美国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可望得
到欧洲同情，但不能排除即使民主党人出任总统美国对欧洲的兴趣也会继续降低
的可能。华盛顿无意扶持欧盟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中国在欧盟国家的存在
及中国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仍将是政治辩论主题之一。最棘手的情况是，欧盟成员
国在敏感领域究竟优先选择与美合作还是与中合作的意见不统一。欧盟诸多问题
的核心在于欧洲一体化结构自身——难以在整个欧盟层面和各成员国层面的决策
中取得平衡。现有的抗压力结构能否足以应对现代挑战，是欧盟未来几年的主要
问题之一。

三、中东、后苏联空间、亚太地区发展趋势
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外交政策变化受到一些内外因
素的影响，客观上要求俄罗斯对内外政策做出一些调整。
（一）中东
中东地区将面临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有限相关的一系列挑战。该地区年均气
温上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严重的干旱正成为常态，而可用资源分配不当
又加剧了该状况。粮食安全问题也将更突出。2024 年前，社会问题甚至国家间冲
突都可能激化。埃及与尼罗河上游国家，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关系的紧张程
度可能加剧。同时，不排除在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利用问题上，以土耳其为一方、
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另一方发生摩擦。因为土耳其正在幼发拉底河上修建大坝，
限制向其他两国的水流。在经济上，廉价石油时代的开启是个长期趋势，到 2024
年其影响将更明显。中东油气输出地已转向亚洲国家（日、中、韩、印）。天然
气、石油、石化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参与者，强化了对亚洲的竞争。甚至像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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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富国也将面临财务困难。另外，与油气出口依赖相关的问题还可能强化现有
能源多样化进程。鉴于该地区各方尚未准备好接受范式转型和修改现有社会契约，
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可能会推动政治现代化，也可能出现地区动荡。
随着气候变化，农业生产有可能减少，这将迫使阿拉伯国家政府增加进口，给已
稀缺的财政预算带来额外负担。结果，其他社会支出项目可能受损，再加上人口
增长，可能导致内部政治危机。在这方面，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这类人口众多的国家最脆弱。土耳其政府将继续努力克服经济危机，据国际评级
机构分析，这场危机将持续到 2021—2022 年。伊朗经济发展将很大程度取决于
制裁。2022 年后，随着对制裁生活的适应，伊朗经济形势将不那么动荡。但因无
法通过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来更新固定资产，其基础设施条件恶化问题将凸显。
固定资产枯竭将成为伊朗经济发展和保证预算收入稳定的主要障碍。
在国内政治方面，2024 年前，中东一些国家政治局势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不
稳定。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交织可能导致黎巴嫩、伊拉克、苏丹出现严重和持久
的动荡，动摇埃及局势。因个别国家内部局势恶化，很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 2.0”，
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会导致威权政府垮台，叙利亚、埃及、土耳其基本如此。
尤其是土耳其，2023 年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根据宪法，埃尔多安不能连任三届，
但不排除他绕过该障碍。他若参选，获胜的机会很大。如果经过艰苦斗争共和人
民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则很有可能改革埃尔多安的政策，且土耳其外交会转为亲
西方。2024 年，伊朗最高领导人很有可能会改变，国家外交政策将取决于其继任
者。已开启的第三任最高领导人非正式竞选清楚地表明，反对深度自由化改革且
戒备西方的伊朗中右翼精英或右翼激进组织代表获得此职位的机会更大。而在“自
由主义者”队伍中，没有任何重要的和有魅力的人物能赢得最高领导人职位。鲁
哈尼政府经济政策失败以及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很可能使改革落得失败的下场。
在地区冲突和外交上，即便 2024 年冲突正式结束（如果确实发生的话），叙
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局势还会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不排除“伊斯兰国”及其
他恐怖组织重新活跃。不过，不稳定形势不太可能严重超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已
适应的当前高度。巴以冲突解决前景仍旧模糊。以色列对现状以及在约旦河西岸
建立定居点，并将以色列主权扩展到那里的现实可能性感到满意。巴勒斯坦问题
悬而未决不会成为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也不会为其
签署协议铺路。伊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以色列间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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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可能会努力改善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与以色列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对外部参与者来说，中东局势越来越有竞争性。美国将在中东，主要是在波
斯湾地区维持军事存在，将继续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安全保证者反对伊朗。
美国力图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但对美政策可预测性的怀疑也许会刺激阿拉伯国家
扩大与俄、中联系。俄罗斯有机会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能源公司在这里
活跃，武器销售增加，俄参与该地区建立安全机制和解决冲突，这些都是可以预
期的。不过就提供新技术和推动建立高素质人才培训体系而言，直到 2024 年莫
斯科的影响都将非常有限。
欧盟在中东的地位未必会提升，但是其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合作对于双方和其
他国家而言仍然是外交、经济和文化政策的重要方面。到 2024 年，中东地区的
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将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双边贸易额将上升，但主
要有利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在该地区也会日益活跃。到 2024 年，
中东当前复杂的均势将被改变，但导致地区严重不稳定的可能性不大。
（二）后苏联空间
后苏联空间主要指中亚（五国）、南高加索（三国）和欧洲地区（三国）。
中亚和南高加索有些情况类似。未来 5 年，从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看，没有哪个
中亚国家（甚至人均收入水平高于邻国的哈萨克斯坦）能达到世界发达经济体的
水平。因边界畅通以及 2018—2019 年中亚各国检查站互相开放，可预期今后在
人员、货物和服务领域交流会更自由。不过，由于缺乏地区经济带动者，2024 年
前无论中亚还是南高加索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不会发生。国家间联合或合作项目（欧
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影响力会继续，俄罗斯将保持领导力，中国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也会加强。从人口统计和人口迁移动态看，乌兹别
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将保持人口增长趋势，哈萨克斯坦人口外流将继续。哈政府
颁布政策吸引哈萨克族人回迁，有可能彻底改变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均衡，有利于
“土著民族”，但不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中亚的城镇化正在进行，农村人口大
量涌入城市，将使社会经济状况复杂化，造成就业失衡并增加失业，特别是对年
轻人而言。在年轻劳动力数量增加、社会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就业岗位不足将促
使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劳动力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一些人口增长率较低或
负增长的国家迁移。当然，本预测期内的个别年份移民人数也可能会略有下降。
从未来挑战和风险看，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风险，将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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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环境恶化。地区特情也强化了挑战和风
险 ：中亚缺乏水资源，导致塔吉两国出现矛盾，这是一个方向，而在另一个方向
上则是乌土矛盾。同时，愈发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和宗教极端
主义。未解决的边界争端和领土问题则可能引发地区争端。特别是因纳卡、阿布
哈兹和南奥塞梯放弃主权的准备不足，在南高加索地区以“冻结冲突”形式解决
冲突的可能性极低，有可能成为地区“痛点”。在卡拉巴赫的接触线上可能会发
生单独挑衅和军事对峙情况，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极低。格鲁吉亚将继续面向欧洲大西洋。中亚国家安全主要受到阿富汗因素的威
胁。在阿富汗领土上，正形成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
分子组成的温床（所谓的“高加索省”）。而在整个后苏联空间，特别是在南高
加索地区，不仅有传统的地区参与者（土耳其和伊朗），还有非本地区参与者（美
国、欧盟、北约），都是有影响力的竞争者，都想拉拢那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所
以地区的政治稳定无法巩固。当然，本预测期内非本地区角逐者对后苏联空间的
兴趣也可能会下降。
就未来政治前景看，尽管存在局部风险，但中亚总体形势将比南高加索地区
更稳定和可预测。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的政治体制将威权主义与“可控民主”（其
外部特征是：选举，三权分立，政党和反对派，独立媒体）结合起来，应该不会
出现重大重组。在宗教方面，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将在世俗范式中发展。但中亚
和阿塞拜疆还存在传播“政治伊斯兰”思想的土壤，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成为
未来政治动荡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因当局和执法机构将继续压制各地宗教反
对派活动，主张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为定义现代伊斯兰社会生活的法律，已经堵死
了伊斯兰主义者介入世俗政权的渠道。由体制外反对派构成的分散的极端主义或
恐怖主义小团体，将以不受单一组织中心约束的团体形式行事，但不能决定中亚
和阿塞拜疆的政治与宗教面貌（走向）。
外在因素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较大。未来 5 年，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仍将是大
国（主要是俄、中、欧盟、美）争夺影响力、资源和市场的政治竞技场。对俄罗
斯而言，里海、中亚、黑海和高加索地区是利益攸关地区，与此地区国家间关系
始终是优先事项。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政治动荡和经济疲弱将阻碍俄商进入，
俄对于将经济合作重点转移到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很感兴趣。
俄将积极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市场开展工作，参与国家现代化计划，不论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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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正式成员国。不排除在某阶段俄罗斯的关注点不再是欧亚经济
联盟的扩大而是提高其效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将加深与中
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同时避免与俄产生矛盾。能源需求决定欧
盟将优先考虑该地区油气出口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印度
打算继续提升其影响力，尤其是在中亚的影响力，以阻碍中国获得在该地区的统
治地位。美国将把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
哈萨克斯坦放在优先地位。不排除格鲁吉亚可能会获得北约以外美国军事同盟者
的地位。土耳其和伊朗强调与该地区突厥人及宗教团体间的文化和种族亲近感，
同时试图在当地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客观地说，其影响力明显逊色于前述大国。
在前景上，2024 年前，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将成为地区各国和外来力量积极发挥
作用的场地。该地区各国传统上都努力保持外部平衡，以使其经济利益和政治主
权最大化。在中亚，保持平衡的首要影响力来自俄中两国，而在南高加索则是俄
罗斯与西方，也包括地区“巨头”。
后苏联空间的欧洲地区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情况有相近之处。
在经济上，2024 年前，这几个国家都无法达到欧洲的生活标准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仍将是欧洲最穷国，尽管其增长率（尤其是乌克兰，在 2014—
2015 年经济衰退之后其复苏增长率超 20%）可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白俄罗斯可
能有几种情形：乐观情况下，发展与俄联邦的一体化，持续得到俄补贴，其增长
率可达到甚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人均 GDP 指标将适度增长。但这不是可能性最
大的情况。相反，短期内俄白一体化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如果俄减少对白俄罗斯
经济补贴和优惠贷款，白经济增长率将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生活水平和人均 GDP
甚至可能下降。俄将通过支持欧亚一体化项目（主要是欧亚经济联盟）保持影响力。
在人口和移民动态上，三国都面临人口危机。尤其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人
口减少很快。在摩尔多瓦，人口少不利于提升投资吸引力已经成为那些要求并入
罗马尼亚的人们的额外借口。居民就业不足和社会问题成了这些国家向外，首先
是向俄罗斯进行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
该地区的挑战和风险主要是跨境有组织犯罪，小型武器和其他武器从冲突地
区扩散出来；非法移民；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主要是乌克兰）；悬而未决
的边界问题和领土问题可能引发地区内乱；“冻结冲突”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
或许还有顿巴斯地区）。这些问题的等级不一定很高，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地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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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竞争始终不断，亲西方派很有可能利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政治精
英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政治走向上，泽连斯基及其政党在 2019 年乌克兰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获胜，
已表明普遍存在抗议活动，还有对政治经济变革的期待。“人民公仆”的计划明
确——“根除”腐败、实现和平。不过，在起步阶段，泽连斯基及其团队不仅面
临旧精英抵制和寡头斗争，且社会思潮也多种多样。乌克兰人是在抗议选举中聚
集到一起的，他们都厌倦战争和贫穷，对国家未来却想法各异。在选择经济一体
化方向时，主张加入欧盟的占 57%，主张与俄罗斯和西方等距离的占 24%，主张
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占 10%。2024 年前乌克兰发展前景将在 2020 年确定。如果
泽连斯基能成功地就顿巴斯问题达成和平妥协，并说服社会这是不可替代的方案，
而且从根本上符合国家利益，能够承受住包括激进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波罗申科
支持者”的联合进攻，那么，乌克兰将有机会实施快速政治经济改革，改善社会
环境。如果“人民公仆”的政治反对派成功地组织并升级抗议活动，开启国内政
治经济斗争新周期，那么等待乌克兰的将是又一个五年的“动荡时期”。
在白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缓慢“温和”的白俄罗斯语化趋势。在社会经济
问题突出和解决办法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正积极寻求经济途径以提高年轻人和全
民的国家忠诚度。同时，发展和加深俄白一体化进程的政治活动也在进行。不过，
俄白两国对联盟国家框架下的经济（更突出的是政治）一体化有不同看法。2024
年前，一个目前已显现的趋势可能还会加强，即白俄罗斯外交积极朝向西方，方
向多元化，更多地采取中立和独立的方针。尽管如此，2020 年卢卡申科再次当选
总统几乎毫无悬念。在卢卡申科保持领导地位的背景下，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
系完全正常化是不可能的，白外交政策轨迹发生根本性改变也是不可想象的。由
此可以预测，未来 5 年内，俄白之间的争议问题能够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双边
的或是多边的形式理顺。
摩尔多瓦仍将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该国独立近 30 年，既未形成统一的
精英阶层，也没有清晰的发展方向。如果未来几年无法实施某种“革新的科扎克
计划”（«обновленный план Козака»）a，实行联邦化并达致全国团结，使摩尔
a 科扎克计划又称科扎克备忘录（"Меморандум Козака"），是 2003 年由摩尔多瓦总统弗拉基米尔·沃罗
宁（Владимир Воронин）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总统伊戈尔·斯米尔诺夫（Игор Смирнов）发起，有俄罗斯总
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科扎克（Дмитрий Козак）参加的，通过摩尔多瓦联邦化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问题的计
划。参见 "Меморандум Коза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лан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Молдовы и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я. https://regnum.ru/
news/polit/458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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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加入欧盟或独联体自贸区协定，改变目前在欧亚经
济联盟中的观察员国身份），那么在本预测期内该国政治动荡还将继续。不能完
全排除摩尔多瓦被罗马尼亚掌控的情形，因为在摩尔多瓦精英阶层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亲西方的右翼分子。不过，德涅斯特河沿岸地位还将继续保持待决。该国居
民和精英大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亲欧，一部分趋向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
从中期前景看，这将导致政治动荡和选举结果摇摆不定。
影响该地区的外部因素，首先是俄罗斯与欧盟和美国的竞争，到 2024 年前
还会继续展开。因为与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机制发展的目标有冲突，东部伙伴关系
项目的作用将会下降。在本预测期内，北约不可能扩张。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倡
导扩大和深化欧亚经济联盟构想。俄方企业也会争取到后苏联欧洲国家发展。但
考虑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反对以及摩尔多瓦政局动荡，大规模投资看起来并
非现实选择。在政治上俄与该地区部分国家关系将持续不稳定，但严重危机有可
能避免。欧盟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疲软”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缺乏一致性，以及
在冻结 / 解决顿巴斯问题背景下与俄罗斯整体上的政治经济互动，可能导致本预
测期内多数对俄制裁措施被削弱和取消。对乌克兰来说，2020 年美国大选结果将
有重要影响。若特朗普连任，美国有很大概率会降低对后苏联空间尤其是乌克兰
的关注。若民主党人上台，乌克兰与摩尔多瓦两国极有可能不会被正式纳入北约，
但可能会争取到美国在北约之外军事盟友的地位。中国将深化与白俄罗斯的合作，
将其作为通往欧洲的过境走廊上的一个重要国家。对于乌克兰，中国将主要关注
军工领域有技术意义的项目。
（三）亚太地区
亚太国家与地区尽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仍将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
分。同时，该地区各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其差异性还将带来新的问题
和矛盾。主要矛盾和敏感问题有：部分国家或集团宣称在新兴多极世界秩序中是
独立的，且是相互竞争的一个权力中心。这主要指中国，其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一
极，能够与公认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平等地互动和竞争。2021 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宣传上主要强调在中国走向富强的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目标的历史连续性。这将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提升习
近平的政治威望。不过，中共也将为向新一代领导人移交权力做准备。未来一段
时间，中国的主要动荡威胁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20 年 1 月台湾地区“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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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 2019 年中国香港事件影响，民进党候选人连任，中国统一论受到质疑。台
湾地区的下一次“选举”将于 2024 年举行，“台独”的支持者可能会利用香港
的情况抹黑“一国两制”，而中国政府在香港事件影响下可能得出结论，用武力
确保领土完整将不可避免。不过，香港地区的动荡不会对内地造成严重威胁。中
国经济由于内部原因导致的增长放缓将越来越明显，与美国的“贸易战”强化了
这一情形。如果经济放缓至 5%，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注入大量现金，这可以避免
硬着陆，但会导致债务负担迅速增加。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将出现劳动力
短缺情况。国内经济问题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将激励中国领导人集中精力支持创新
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经济）。2024 年，将验收《中国制
造 2025》的成果，该规划被视为用多种现代技术将中国推向世界的一种手段。最
初，中国领导人希望与西方合作实施这一规划，不过，该规划越接近完成，西方
技术壁垒将会越高。西方国家采取技术遏制政策的后果，有可能是在中国周边形
成一系列技术替代更新发展的伙伴国。
考虑到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 21 世纪头十年结束时的水平，可以预测 20 年代
中期中国将实行更严格的外交政策。如果民主党人在美国上台，对抗强度可能会
降低，但结构性矛盾还会继续存在，且双方随时可能重新展开激烈的公开对抗。
中国将沿着与俄罗斯和睦相处的道路前行，开展大规模合作，努力争取政治、经
济和知识精英的支持。到 2024 年，中俄贸易额可能提升到 2 000 亿美元，比 2018
年翻一番。中国还提出与俄加强互信的优先事项，即建立高质量双边关系。如果
在双边合作中两国不再担忧对方可能恢复与西方的关系，那么这是可以实现的。
预计到 20 年代中期，中日韩关系将得到改善，合作领域将扩大，包括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合作。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自信心正在被唤醒。到 2024
年前，将继续保持过去十年间的发展趋势 ：自民党继续执政，代表国家利益和情
感，在高科技部门引领下，使社会经济机制适应“老龄化”社会现实，更积极地
利用外交和国防政策提升其国际地位。自民党和日本政府首脑安倍晋三可能在该
职位上工作到 2021 年 8 月，若没有重大外部冲击，这将保证领导权在右翼保守
主义占主流的政权模式框架内更替。未来几年中，可以预期，日本在亚太地区多
边经贸关系以及政治协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在与美国谈判中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强化军队的国家宪法地位并积极参与国际行动。而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地区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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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将以不拒绝对话但态度僵硬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为特征。
韩国未来 5 年将致力于消除最高官僚机构与最大私人公司之间的非正式（包
括腐败）关系中的威权主义，并限制其影响社会历史认知和政治决策能力。2022
年前，将最大程度保证执法和立法机构活动的透明度，进行司法改革。可能会将
总统任期从一个五年改为两个四年。在社会经济领域，将关注消除或最大程度降
低现有的不均衡现象：经济上的（在大型和小型企业之间）、群体上的（在养老
金领取者数量增加和年轻人占比低之间）、性别上的、地域上的（首尔在经济、
科学和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不均衡现象。最大的困难将是人口问题和小企
业现代化问题。在外交方面，将分阶段逐步提高韩国作为中等实力国家（middle
power）的外交地位，该政策可使韩国在与全球竞争者（美、中、欧盟）的双边
谈判以及在国际组织（联合国、20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保持自身优
势，并维护伙伴国利益。韩国在选择外交优先项上越来越坚持独立性，但这不意
味着其放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是使其与美关系更平衡。考虑到中国在朝鲜半
岛的利益，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朝着实用主义方向发展。或许会解决与日本关系
中的最突出问题，但不可能消除危机的根本原因。与俄关系将保持稳定并积极发
展，不会有重大变化。最困难的是与朝鲜关系的复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朝鲜政权的演进与现代化能力。
朝鲜将继续保持其政治体制、经济机制和外交政策。这就是说，不可能就其
放弃核武器达成协议，以换取解除制裁并获得经济援助。围绕朝核问题的政治较
量还将继续，且不可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东盟将朝不同方向发展，但主要目标是保持内部稳定。该组织中大多数国家
的现有政权很可能继续掌控权力，以防政治竞争超出预期范围。由于小企业高度
活跃及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趣不断上升，该区域经济将保持较高增长率。在东南亚
国家外交政策中，尽管东盟实行的共识原则具有约束性，但各国还是不断调整与
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中、美，还有日、俄、印的关系。未来 5 年间，这
种灵活调整以及与之相关的潜在利益还会增加。
在印度，未来 5 年执政的巴拉蒂亚·贾纳塔（Bharatiya Janata）党及其领导
人将做出努力，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基层结构，缩小社会
和区域差距及发展不均衡。该方针的标志是“印度制造发展计划”。同时，由于
增长缓慢，印度经济正受到机构僵化和投资吸引力下降的困扰，这将成为印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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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党和其他反对党的抓手，使他们有机会在下届立法选举中迅速提升自身地位。
政权党将努力转移人们对争议领域及与巴基斯坦和中国摩擦的注意力，倡扬“民
族精神”，塑造莫迪作为战略设计师的形象，以提高其在地区和世界的地位。同时，
将继续参加 20 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活动，来提升印度
的形象。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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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 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分析和预测

Россия и мир в 2020-2024 гг.: анализ и прогнозы
ИМЭМО РАН,

Пер. Ли Янь

【Аннотация】В ближайшие пять лет глобаль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будет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о на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нновациях, изменении климата и проблемах молодежи, а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слабое глобальное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к будут осно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влияющими на
миров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пять лет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м выборам 2024 года и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 свои
усилия на реформах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2020 года
в США могут определить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 2024 году основными задачами ЕС станут улучш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развит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ез границ",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и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е полиэтнического популизма.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столкнется с рядом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зменением
климата и ограниченными вод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Ввиду отсутств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ы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ряд ли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а без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и,
Кита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также усилит свое влияние
в регион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очевидное замед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он остан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динамично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частью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100-лет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важное событие до 2024 год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я; мир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Кита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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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the Situation in Russia and the
World Between 2020 and 2024
IMEMO, Translated by Li Yan
Abstract:In the next five years, global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ll
focu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youth issues, while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ional issues and weak global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 will b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Russia will spend the next five years preparing for elections in
2024 and pursuing economic reform. The outcome of the 2020 election could
determin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U.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By 2024 the
EU's main tasks will be to improve social institutions, develop "borderless"
education, hol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guard against multiethnic populism.
The Middle East will face a range of challeng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and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Due to the lack of regional driving force in the space of
the post-Soviet Un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Russia will hardly be formed. China will also strengthen it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through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espite a
marked slowdown, will remain the most dynamic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ajor event before 2024.
Keywords: Russia; world situation; western countri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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