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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过去 ３０ 年欧亚地区 １２ 个国家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

的任务ꎬ制度转型经历了制度建立、制度建设和制度调适三个阶段ꎬ当前的核

心任务是国家发展和治理ꎮ 在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欧亚地区国家形成了自

己的政治经济特点ꎮ 政治特点主要包括:政体多样化ꎻ政治发展不同步ꎻ政权

具有混合性与不均衡性ꎻ政治进程互为镜像ꎬ相互影响ꎻ国家治理水平有待提

升ꎮ 经济特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受危机影响波动幅度较大ꎬ年均增速较低ꎬ
轨迹相似ꎻ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有限ꎬ彼此间差距逐渐拉大ꎻ经济

结构的原料化特征显著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ꎻ区域经济一

体化与经济多元化并行发展ꎬ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高ꎻ人口变化和劳动力

移民对经济影响较大ꎻ可持续市场经济水平提升有限ꎮ 历史、文化、社会、精

英、外部环境和地理气候等因素对于上述特点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ꎮ 政治民

主化和经济市场化归根结底是实现民众福祉的手段ꎬ转型的每一步都需要考

虑本国国情、历史经验以及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ꎬ宜稳妥处理好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ꎬ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ꎮ 欧亚地区国家下一步的发展重点

应放在促进国家安定、社会有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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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框架下乌克兰发展战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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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ꎬ后苏联地区出现 １５ 个独立国家ꎬ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因已加

入欧盟和北约一般被列入欧洲国家范畴ꎬ其余 １２ 个国家的情况有些复杂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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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和机构对它们的分类不完全一致①ꎮ 本文称这 １２ 个国家为欧亚地区

国家ꎬ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②、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

国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欧亚地区既是毗邻本土北向和西向重要的战略合作空间

和安全合作空间ꎬ也是“一带一路”框架内重要的经济合作空间和人文合作空

间ꎬ与中国的稳定、安全和发展息息相关ꎮ 如今ꎬ欧亚地区国家独立已近 ３０
年ꎬ它们的政治经济有怎样的特点? 彼此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如何? 这些特点

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为什么它们的发展和治理整体上滞后于苏东剧变后

的多数中东欧国家③? 厘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处理好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

关系ꎬ也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ꎮ

一　 政治特点

欧亚地区国家独立 ３０ 年可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ꎬ第一个阶段的核心任

务是民族国家构建和制度转型ꎬ第二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国家发展与治理ꎮ
也有学者将第二个阶段称为第二次转型ꎮ 应该说ꎬ欧亚地区国家已基本完成

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ꎬ并且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认了制度的转变ꎮ 各国政治

转型的起点是相似的ꎬ可追溯到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１ 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ꎮ 从观念

—２４—

①

②
③

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把波罗的海三国列入欧洲范畴ꎬ对三国的工作放在欧洲司ꎮ
在中国外交部官网ꎬ国家按照亚洲、非洲、欧洲等分类ꎬ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被列入亚洲国

家范畴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三国被列入欧洲国家范畴ꎬ没有设立

欧亚类别ꎮ 不过ꎬ在组织机构一栏除设立亚洲司和欧洲司外ꎬ还单独设立了欧亚司ꎬ主管除波

罗的海三国外脱离苏联独立的 １２ 个国家的外交工作ꎮ 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外交工作则由欧洲

司负责ꎮ 在中国商务部官网ꎬ驻外经济商务机构一栏除了设立亚洲地区、西亚非洲地区、美洲

大洋洲地区和欧洲地区ꎬ还设立了欧亚地区ꎬ覆盖除波罗的海三国外脱离苏联独立的 １２ 个国

家ꎬ波罗的海三国则被列入欧洲地区ꎮ 内设机构除了亚洲司和欧洲司ꎬ还单设了欧亚司ꎬ主管

除波罗的海三国外脱离苏联独立的 １２ 个国家的工作ꎮ 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相关工作则放在欧

洲司ꎮ 在俄罗斯外交部的官网ꎬ组织机构一栏分别列了独联体司、欧洲司和亚洲司等ꎬ白俄罗

斯、摩尔多瓦、乌克兰、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被列入独联体司ꎬ波罗的海三国被列入欧洲

司ꎮ 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ꎬ组织机构一栏分别列了非洲事务局、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欧洲及

欧亚事务局、近东事务局、南亚和中亚事务局等ꎮ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外高加

索三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属于欧洲及欧亚事务局ꎬ中亚五国属于南亚和中亚事务局ꎮ
也有国内外学者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为新东欧国家ꎮ
此文中所述中东欧国家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波黑、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

脱维亚ꎬ共 １６ 个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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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发展方向的角度看ꎬ各国独立后基本都经历了从模仿西方民主制度到

辩证看待西方民主制度并坚定信念探索适合本国国情政治制度的转变ꎮ
(一)政体多样化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ꎬ各国大体上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的破旧立

新、９０ 年代中后期的制度建设和 ２１ 世纪的制度调适三个阶段ꎮ 在第一个阶段ꎬ
建国与立制同时开启ꎬ各国都争先恐后地破除旧制度并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

新制度ꎬ但很快陷入了各种危机ꎬ有的国家陷入宪法危机ꎬ有的陷入总统制还是

议会制的政体之争ꎬ有的陷入总统、总理与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ꎬ还有的陷入亲

俄派与亲欧派之间的路线之争ꎬ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选择宗教世俗化还是政

教合一的发展道路之争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多数国家确立了总统制ꎬ个别

国家选择总统议会制或半议会制ꎮ 无论各国确立了何种政体ꎬ总统都拥有比较

大的权力ꎬ甚至凌驾于政府、议会和法院之上ꎬ总统本人都寻求巩固并延续权

力ꎬ权力结构的特点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ꎮ 这与中东欧国家在苏东剧变后

普遍选择多党议会民主制有所不同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欧亚地区国家在政体选择上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ꎮ 第一

类型国家在确立总统制后继续巩固总统权力ꎮ 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

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ꎮ 其特

点是:总统处于垂直权力体系的核心ꎬ且总统本人长期执政ꎮ 总统虽通过普

选产生ꎬ但选举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有时受到西方国家质疑ꎮ 政治稳定依赖执

政者的威望、能力和政绩ꎬ执政者通过干部任免转移责任和矛盾ꎻ民众的政治

参与度相对较低ꎮ 近年来ꎬ部分国家的政治参与度不断提升并超越制度水

平ꎬ导致政治稳定出现波动ꎬ如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部分民众将国家的

问题归咎于长期执政的总统一人并通过街头政治要求总统下台ꎻ政治决策受

外部力量支配相对较小ꎻ多党制自上而下建立ꎬ议会内部政权党一党独大或

者存在多个亲总统的政党ꎻ反对派较弱ꎬ政治斗争暗流涌动ꎻ主流媒体受政府

控制ꎬ非政府组织较少ꎻ政权交接模式具有不确定性ꎬ如哈萨克斯坦创造了前

总统退而不休的模式①ꎮ 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为前任总

统病危或离世触发政权交接ꎬ新总统上台ꎬ但政体未变ꎮ 其中ꎬ阿塞拜疆政权

交接模式为子承父业ꎬ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总统之子均

—３４—

① ２０１９ 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主动辞去总统职务ꎬ转任议会第一大

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ꎬ仍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ꎬ重要人

事任命仍由其决定ꎬ开创了政权交接的哈萨克斯坦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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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重用ꎬ未来是否选择子承父业方案尚不可知ꎮ 总体来看ꎬ欧亚地区一人长

期执政和权力世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呈上升之势ꎮ
第二类型国家的政体因权力斗争发生过一次或多次变化ꎮ 这些国家包

括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ꎮ 其特点是:权力

结构较复杂ꎮ 虽然上述五国目前均实行议会制ꎬ但权力安排各不相同ꎮ 例

如ꎬ格鲁吉亚总统的权力较大ꎮ 格宪法规定ꎬ当议会在规定期限内未通过信

任政府的提案时总统有权解散议会ꎮ 总统也无须议会同意即可解除总理等高

官的职务ꎮ ２０２４ 年格总统选举方式将由全民直选改为特别委员会推选ꎮ 摩尔

多瓦宪法规定ꎬ议会罢免总统须满足至少 １ / ３ 议员同意和全民公决这两个条

件ꎮ 乌克兰宪法规定ꎬ议会罢免总统须在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审核有关总统罪

证后经议会 ３ / ４ 议员同意ꎮ 总统有权任命州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ꎮ 亚美尼

亚改行议会制后总统成为礼仪性职位ꎮ ２０１８ 年亚总统由全民直选改为由议会

选举ꎮ 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总统只能担任一届ꎮ 吉议会罢免总统须经议会

特别委员会作出结论、至少 １ / ３ 议员提议并由多数议员通过ꎮ 摩尔多瓦、乌克

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仍通过全民直选方式产生ꎻ政治决策受外部力量支配

相对较多ꎻ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高ꎬ街头抗议较频繁ꎻ政局稳定度较低ꎬ政权更

替、政府更迭较频繁ꎬ反对派取得过政权ꎮ 摩尔多瓦曾出现“无总统”和“两个

总统”的情况ꎬ其他四国均发生过“颜色革命”ꎻ政党之间竞争激烈且外露ꎬ分化组

合变化较多ꎻ议会内部力量格局碎片化ꎻ媒体多元化ꎬ非政府组织较多ꎮ
(二)政治发展不同步

欧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发展不同步ꎮ 例如ꎬ１９９３ 年“十月事件”后ꎬ俄罗斯

通过独立后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和议会两院制ꎮ 白俄罗斯 １９９４ 年通过独立

后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和议会一院制ꎬ１９９６ 年修宪议会改为两院制ꎮ 经过 ５
年制宪危机ꎬ乌克兰于 １９９６ 年通过独立后首部宪法ꎬ推行总统议会制ꎮ 乌克

兰始终推行一院制议会ꎬ多任总统都尝试改成两院制ꎬ但均未成功ꎮ 阿塞拜

疆 １９９５ 年通过首部宪法确立总统制ꎮ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９９２ 年通过首部宪法

确立总统制ꎬ２００２ 年修宪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ꎮ

表 １ 欧亚地区国家政体和政权的变化

国家 政体 总统 议会第一大党和总理产生过程

俄罗斯
总统制
(１９９３ 年
至今)

鲍里斯叶利钦(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弗拉基米尔普
京(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ꎬ２０１２ 年
至今)、德米特里梅德韦
杰夫(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３ 年至今统一俄罗斯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和政权党ꎮ 总理由总统
提名ꎬ议会批准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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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政体 总统 议会第一大党和总理产生过程

白俄罗斯
总统制
(１９９４ 年
至今)

亚 历 山 大  卢 卡 申 科
(１９９４ 年至今)

无执政党ꎬ议会选举按选区原则ꎮ
总理由总统提名ꎬ议会批准ꎮ

哈萨克
斯坦

总统制
(１９９３ 年
至今)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９ 年 )、 卡 西
姆 －若马尔特托卡耶夫
(２０１９ 年至今)

２００７ 年至今“祖国之光”党是议
会第一大党和政权党ꎮ 总理由总
统提名ꎬ议会批准ꎮ

乌兹别克
斯坦

总统制
(１９９２ 年
至今)

伊 斯 拉 姆  卡 里 莫 夫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６ 年)、沙夫卡
特米尔济约耶夫(２０１７
年至今)

２００５ 年以前人民民主党是议会第
一大党ꎻ自 ２００５ 年起自由民主党
是议会第一大党ꎮ 总理由立法院
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党团提
名ꎮ 若被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得到
总统批准ꎬ且在议会两院获得超
过半数议员的支持ꎬ即可当选ꎮ

塔吉
克斯坦

总统制
(１９９４ 年
至今)

埃莫马利拉赫蒙(１９９４
年至今)

２０００ 年至今人民民主党是议会第
一大党ꎮ 总统发布总统令任命总
理并提交议会批准ꎮ

土库
曼斯坦

总统制
(１９９２ 年
至今)

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 年)、
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
梅多夫(２００７ 年至今)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始终是议会第
一大党ꎮ 政府由总统直接领导ꎮ

阿塞
拜疆

总统制
(１９９５ 年
至今)

盖达尔阿利耶夫(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３ 年)、伊尔哈姆阿
利耶夫(２００３ 年至今)

１９９５ 年至今新阿塞拜疆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ꎮ 总理由总统提名ꎬ议
会批准ꎮ

乌克兰

总统
议会制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年)、
议会总统
制(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总统议

会制(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议会
总统制
(２０１４ 年
至今)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４ 年)、列昂尼
德库奇马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 维 克 托  尤 先 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 )、 维 克
多亚努科维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彼得波罗申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２０１９ 年
至今)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２ 年乌克兰共产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ꎬ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年“为了统一
的乌克兰”与“我们的乌克兰”联盟
是议会第一大党团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
地区党是议会第一大党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波罗申科联盟是议会第一
大党团ꎬ２０１９ 年至今人民公仆党
是议会第一大党ꎮ 总理由总统提
名ꎬ议会简单多数票通过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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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政体 总统 议会第一大党和总理产生过程

摩尔多瓦

半议会制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０ 年)、
议会制
(２０００ 年
至今)

米尔恰斯涅古尔(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彼得卢钦斯基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１ 年)、弗拉基
米尔  沃罗宁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尼古拉蒂莫夫
蒂(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伊戈
尔  多 东 (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马娅桑杜(２０２０ 年
至今)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共产党人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多党联
合的“融入欧洲联盟”是议会第一
大党团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社会主义
者党是议会第一大党ꎮ 总理由总
统提名ꎬ总理在 １５ 天内完成组
阁ꎬ制定施政纲领并接受议会信
任投票ꎮ

亚美尼亚

总统制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
议会制
(２０１５ 年
至今)

列翁捷尔 － 彼得罗相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８ 年)、罗伯特
科恰良(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谢
尔日萨尔基相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阿尔缅萨尔基
相(２０１８ 年至今)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８ 年共和党是议会第一
大党ꎬ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帕希尼扬领
导的政党联盟“我的步伐”是议会
第一大党团ꎮ 总理由议会多数票
提名ꎬ总统任命ꎮ

格鲁吉亚

总统制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３ 年)、

议会
总统制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
议会制
(２０１８ 年
至今)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３ 年)、米哈伊
尔萨卡什维利(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乔治马尔格韦
拉什 维 利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萨洛梅祖拉比什维
利(２０１８ 年至今)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格鲁吉亚公民联盟
是议会第一大党ꎬ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２ 年
萨卡什维利领导的“统一民族运
动”党是议会第一大党ꎬ２０１２ 年
至今“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
鲁吉亚”党是议会第一大党ꎮ 总
理由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提名ꎬ
经议会多数同意后由总统任命ꎮ

吉尔吉
斯斯坦

总统制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０ 年)、
议会制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总统制
(２０２１ 年
至今)

阿 斯 卡 尔  阿 卡 耶 夫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５ 年)、库尔曼
别克巴基耶夫(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阿尔马兹别克
阿坦巴耶夫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索隆拜热恩别科夫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 萨 德
尔扎帕罗夫(２０２１ 年至
今)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光明道路党是议会
第一大党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故乡党
是议会第一大党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社会民主党是议会第一大党ꎮ 总
理由议会占多数议席的党团或党
团联 盟 提 名ꎬ 议 会 批 准ꎬ 总 统
任命ꎮ

注:各国政体自通过首部宪法开始统计ꎮ 总理产生过程一项指的是截至 ２０２０ 年各国
宪法的最新相关规定ꎮ 摩尔多瓦自 ２０００ 年起ꎬ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改为由议会选举产
生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因议会投票分散ꎬ总统职位空缺三年ꎬ议长代理总统ꎬ２０１６ 年总统又改
为由全民选举产生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
宣布辞职ꎮ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由萝扎奥通巴耶娃任临时总统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吉爆发议会选举危机ꎬ选举结果无效ꎬ索隆拜热恩别科夫被迫辞职ꎬ萨德尔扎帕罗夫
任代总统和总理ꎬ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萨德尔扎帕罗夫当选总统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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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权具有混合性和非均衡性

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权混合了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因素ꎮ 在欧亚地区

国家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ꎬ当地民众在评价苏联解体和本国发展状况时一般

都肯定独立本身以及独立以后公民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选举权和出国旅行等权利ꎬ但也认为国家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ꎮ 而政府官员

在评价本国民主状况时一般认为本国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ꎬ实施

了民主程序ꎬ但政治实践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和政治制度的效率仍存在问题ꎮ
欧亚地区国家总体上在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ꎬ人民的主体性不断提高ꎬ
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持续提升ꎬ但仍然存在专制政治的一些特点ꎬ妨
碍人民有效行使权力ꎬ如领导人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ꎬ领导人独享决策权或

者大权在握ꎬ且不受权力监督制约ꎬ政治运作透明度低ꎬ政治对经济和司法等

领域的介入较多ꎬ政党工具化以及裙带主义、官僚主义、腐败、政治迫害等ꎮ
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三权分立在相互制约方面存在缺

陷ꎬ行政权在实践中常常高于司法权ꎬ存在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ꎻ另一方面是

权力分配的不均衡ꎬ欧亚地区国家普遍存在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而成的特权

阶层ꎬ他们操纵政治议题设置、垄断政治决策ꎬ成为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ꎬ
而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却在政治决策中处于被动和边缘地位ꎮ 例如ꎬ俄罗斯

和白俄罗斯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及其亲信手中ꎮ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家族、部族和裙带集团手中ꎮ 米尔济

约耶夫执政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从前总统卡里莫夫家族的手中释出ꎮ 阿

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及其夫人的家族大权在握ꎮ 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

亚和摩尔多瓦的权力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客及寡头手中ꎮ 在欧亚地区各

国中ꎬ乌克兰的寡头对国家的影响最突出ꎬ因为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国家的各

个领域ꎬ有的寡头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ꎮ
(四)政治进程相互影响

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进程互为镜像ꎬ相互影响ꎮ 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

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的“颜色革命”呈连锁效应ꎬ不仅改变了这些国家的

政治生态ꎬ也冲击了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ꎮ 一方面鼓励其他国家的

反对派通过街头政治暴力夺权ꎬ另一方面也迫使相关国家的执政者思考如何

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调整和人事安排维护政治稳定ꎮ 哈萨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后就多次修宪扩大议会和政

党的权力ꎮ
相对而言ꎬ俄罗斯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在欧亚地区最具示范性ꎮ 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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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提出的“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政治理念在中亚国家和白俄罗斯很有

影响ꎮ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俄罗斯“十月事件”后即着手解

散最高苏维埃ꎮ 亚美尼亚前总统萨尔基相曾受“梅普组合”启发试图以总理

身份继续掌权ꎬ引发了“天鹅绒革命”ꎮ 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 ２０１６ 年

议会选举后多次表示有必要研究修改宪法①ꎬ但在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后
公开表示暂时不会改变现有政治体制②ꎮ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国内

爆发抗议活动ꎬ卢卡申科在俄罗斯的示范和鼓励下表示考虑举行全民公决修

改宪法ꎬ将总统的部分权力转给政府和议会ꎮ
(五)国家治理水平有待提升

国家治理是考察政治发展的重要向度ꎮ 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被公认为

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权威数据ꎬ设有公众话语权与政府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

力和恐怖主义、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控制腐败 ６ 项指标ꎬ每年评估一次ꎮ

表 ２ 欧亚地区国家全球治理指数

指标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政府效能 ４１ ５３ ５１ ４４ １８ ５８ ４９ ０４ ３０ ６０ ７４ ０４ ３７ ７０ ５０ ９６ ４１ ５３ ４０ ３８ ２７ ８７ ３８ ４６

法治 ３７ ６９ ４８ ５６ １３ ０７ ２９ ３３ １１ ０６ ６３ ９４ ２４ ６２ ２０ ６７ ２４ １２ １９ ２３ ２２ ６１ ２４ ０４

总分均值 ３８ ０８ ４６ ０３ １３ ７６ ２７ ６４ １７ ４１ ６３ ９６ ２７ ６２ ２８ ８０ ３２ ６３ ３４ ０９ ２９ ９５ ２９ ３４

指标

摩尔多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政府效能 ４７ ５４ ３５ ５８ １６ ９４ ５３ ３３ ７ ６５ ３３ ６５ ４１ ５３ ２８ ８５ ６ ０１ １２ ０２ １２ ０２ １４ ４２

法治 ４７ ７４ ３７ ０２ １４ ０７ ３５ ５８ １２ ０６ １２ ９８ ２７ ６４ １７ ７９ ３ ０２ ７ ６９ ６ ０３ ６ ２５

总分均值 ４７ ８５ ３７ ３７ ２２ ３３ ４１ ３１ １１ ２４ １８ ８８ ３２ ２９ ２６ ７０ ４ ６８ １０ ５７ １８ ２４ １５ ３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ｗｇｉ / Ｈｏｍ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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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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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据此评估结果ꎬ与独立初期相比ꎬ欧亚地区各国治理水平确有提高ꎬ但提

高的幅度不大ꎮ 除格鲁吉亚外ꎬ欧亚地区国家的治理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低

水平ꎬ不如多数中东欧国家ꎬ其中法治状况最糟糕ꎬ拉低了国家治理水平的总

分ꎮ 除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ꎬ多数国家的政治稳定度在 ４０
分以下(总分为 １００ 分)ꎮ

二　 经济特点

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几乎同步开始ꎮ 各国都把从计划

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ꎬ但转型的路径和模式并不一

样ꎮ 独立初期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实行“休克疗

法”ꎬ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行“渐进式”改革ꎮ 这与中东

欧国家多数实行“休克疗法”不同ꎮ 独立近 ３０ 年ꎬ各国经济改革从盲目照搬

西方国家经验和接受国际组织指导逐渐转向强调市场经济的建设应与本国

国情相结合ꎬ所采取的路径和模式也在不断调整ꎮ 区别于多数中东欧国家ꎬ
欧亚地区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强调在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和政府

调控ꎮ
(一)各国经济受危机影响波动幅度较大ꎬ年均增速较低ꎬ经济增长轨迹

相似

欧亚地区国家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较弱ꎬ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ꎬ经济增

长波动幅度较大ꎬ超过中东欧国家ꎮ 以俄罗斯为例ꎬ其经济增长过程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８ 年严重危机ꎬ俄经济经历了“去工业化”ꎬ丧失了

大部分生产能力ꎬ１９９２ 年经济下降幅度高达 １４ ５２％ ꎻ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７ 年经济年

均增长 ６ ９％ ꎻ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 年经济总体低迷ꎬ期间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７ ８％ ꎬ次年恢

复增长ꎬ２０１５ 年再次下降 ２ ３％ ①ꎬ２０１７ 年开始恢复增长ꎬ但增速不大ꎬ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１ ３％ ꎬ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３ １％ ꎮ

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与俄罗斯高度相似ꎬ唯一的例外是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阿塞拜疆 ＧＤＰ 增速年均超过 ２０％ ꎬ主要原因是里海能源开

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上涨ꎮ 独立以来ꎬ欧亚地区国

家普遍经历了五次危机:第一次是在独立初期即陷入苏联解体和制度转型

—９４—

①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ｎａｌ ％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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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ꎬ其损害程度在历次危机中最大ꎻ第二次是 １９９８ 年亚

洲金融危机的小幅冲击ꎬ危机之后的 １０ 年各国经济普遍高速增长ꎬ这段时

间被称为“黄金十年”ꎻ第三次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遭受较

大挫折ꎻ第四次是 ２０１４ 年因乌克兰危机各国经济增速有不同幅度下降ꎬ之
后开始缓慢回升ꎻ第五次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经济再次衰退ꎬ
各国不同程度存在财政紧张、外来投资相对减少和中小企业发展缓慢等问

题ꎬ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ꎮ 近 ３０ 年欧亚地区各国经济年均增速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ꎮ
(二)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有限ꎬ彼此间差距逐渐拉大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９ 年除乌克兰以外的欧亚地区国家 ＧＤＰ 在全球 ＧＤＰ 中的占

比均略有上升ꎬ１２ 国 ＧＤＰ 总值在世界 ＧＤＰ 中的占比从 ２ ３９％增至 ２ ６３％ 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国人均 ＧＤＰ 均低于世界人均 ＧＤＰꎬ１２ 国人均 ＧＤＰ 的平均值低于

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 的平均值ꎮ

表 ３ 欧亚地区国家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国别
ＧＤＰ(万亿美元) 人均 ＧＤＰ(万美元)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１８ 年

俄罗斯 ０ ４６０ ３ １ ６５８ ０ ０ ３０９ ６ １ １２８ ９

亚美尼亚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１２ 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 ４２１ ２

阿塞拜疆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４６ ９ ０ ０６７ ６ ０ ４７２ １

格鲁吉亚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 ４７１ ７

白俄罗斯 ０ ０１７ ０ ０ ０５９ ７ ０ １６６ ８ ０ ６２９ ０

乌克兰 ０ ０７３ ９ ０ １３０ ８ ０ １５７ ０ ０ ３０９ ５

摩尔多瓦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０４７ ７∗ ０ ３２２ ７

哈萨克斯坦 ０ ０２４ ９ ０ １７９ ３ ０ １５１ ５ ０ ９８１ 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５０ ５ ０ ０６０ ３ ０ １５３ 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１２８ １

塔吉克斯坦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７ ５ ０ ０３４ ７ ０ ０８２ ７

土库曼斯坦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４０ ８ ０ ０８２ １ ０ ６９６ 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注:∗世界银行未公布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摩尔多瓦的经济数据ꎬ此处采用的是世界银行

公布的 １９９５ 年摩尔多瓦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数据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主要根据各国预期寿命、教育状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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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人均收入计算得出排名ꎬ是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

标ꎮ 总体来看ꎬ欧亚地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ꎬ２０１８ 年的总体水平

逊于中东欧国家(０ ７５９ ~ ０ ９０２)ꎮ 过去 ３０ 年欧亚地区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

保持在 ０ ２ ~ ０ ５ꎬ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不平衡ꎬ城市居民月均收入

一般为 ２００ ~ ５００ 美元ꎮ

表 ４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８ 年欧亚地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年份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俄罗斯 ０ ７３４ ０ ７２１ ０ ７８０ ０ ８２４

白俄罗斯 — ０ ６８２ ０ ７９２ ０ ８１７

哈萨克斯坦 ０ ６９０ ０ ６８５ ０ ７６４ ０ ８１７

格鲁吉亚 — ０ ６６９ ０ ７３２ ０ ７８６

亚美尼亚 ０ ６３３ ０ ６４９ ０ ７２９ ０ ７６０

阿塞拜疆 — ０ ６４１ ０ ７３２ ０ ７５４

乌克兰 ０ ７０５ ０ ６７１ ０ ７３２ ０ ７５０

摩尔多瓦 ０ ６５３ ０ ６０９ ０ ６８１ ０ ７１１

土库曼斯坦 — — ０ ６７３ ０ ７１０

乌兹别克斯坦 — ０ ５９６ ０ ６６５ ０ ７１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６１８ ０ ５９４ ０ ６３６ ０ ６７４

塔吉克斯坦 ０ ６０３ ０ ５３８ ０ ６３０ ０ ６５６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ꎬｈｔｔｐ:/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ａｂｌｅ －２ －
ｈｕｍａ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 － ｔｒｅｎｄｓ － １９９０％Ｅ２％８０％９３２０１８

俄罗斯是欧亚地区的经济巨头ꎬ无论 ＧＤＰ 还是人均 ＧＤＰ 始终处于该地

区首位ꎮ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 ＧＤＰ 约合 １ ６９ 万亿美元ꎬ占欧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

半以上ꎮ 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ꎬ１９９２ 年俄罗斯的 ＧＤＰ 是吉尔吉斯斯坦 ＧＤＰ
的 １２２ 倍ꎬ２０１８ 年增至 １６５ 倍①ꎮ

(三)经济结构原料化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看ꎬ欧亚地区国家普遍属于原料型经济体ꎬ
经济结构较单一ꎬ资源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ꎬ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

情敏感ꎬ对外依存度较高ꎮ 这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资和内需不

—１５—

①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ＧＤＰꎬＰＰ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 －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ＰＰ Ｃ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Ｇ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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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ꎮ 尽管欧亚地区各国都提出过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ꎬ能源富足型国家还建

立了主权财富基金ꎬ以促进非资源产业发展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ꎬ但在实

践中步履艰难ꎬ经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逐渐固化ꎬ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能

源和原材料的出口ꎬ而不是科技水平的提高ꎮ 近 ２０ 年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年

均在 ２００ 亿美元左右ꎬ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ꎮ 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科

技投入的情况同样堪忧ꎮ ２０１９ 年国际劳工组织对 １８８ 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

生产率排名中ꎬ哈萨克斯坦在欧亚地区国家中水平最高ꎬ处于第 ５２ 位ꎬ吉尔

吉斯斯坦最低ꎬ处于第 １５２ 位①ꎮ 各国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ꎬ轻重工业发展失

衡ꎬ轻工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比重较低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体系不

发达ꎬ对制造业投资较少ꎬ实体经济效率较低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

端位置ꎮ ２０１７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轻工业总产值占成员国 ＧＤＰ 的 ０ ６％ ꎬ
占成员国加工工业总值的 １ ４％ ②ꎮ

欧亚地区国家按照能源状况可分为两类ꎮ 第一类是油气资源富足型经

济体ꎬ经济与国际市场油气价格密切相关ꎮ 其中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油气出口在各自经济中均占主导地位ꎮ 俄罗斯是世界

主要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ꎬ能源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４０％ ꎬ其经济高度

依赖国际市场能源价格ꎮ 近 ２０ 年俄罗斯财政收入的变化、经济增速和外汇

储备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基本一致ꎮ 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居世

界第 ４ 位ꎬ其矿产(主要是天然气)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９１％ ꎮ 哈萨克斯坦的

能源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７０ １％ ꎬ专家认为ꎬ国际市场油价每桶低于 ３５
美元时ꎬ哈萨克斯坦的财政和国家基金收入将减少 ２ / ３③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

油气资源主要满足国内消费ꎬ天然气有少量出口ꎮ
第二类是油气资源不足型经济体ꎬ其经济受到油气供给国经济形势、

油气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侨汇和国际援助等因素影响ꎮ 其中白俄罗斯、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所需油气资源严重依赖进

口ꎬ且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俄罗斯ꎮ 乌克兰国内天然气消费的 ５０％ 和石油消

—２５—

①
②

③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ｌｏｓｔａｔ ｉｌｏ ｏｒｇ / ｔｏｐｉｃｓ / ｌａｂｏｕｒ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Т В ВоронинаꎬГ Н Ишкеева Состояние лег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тран ЕАЭС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цепочек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 / Вест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рава ２０１８ № ８ С ５１ － ６１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ａａｅｌ ｒｕ /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ｉｄ ＝ ２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三大挑战»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９４９０７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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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 ９０％依赖进口ꎬ主要从欧洲反向进口俄罗斯的能源ꎮ 矿产品和农产品

的出口对于油气资源不足型经济体非常重要ꎬ如黄金出口额约占吉尔吉斯

斯坦出口总额的 ４２％ ꎬ黄金等矿物产品出口额约占塔吉克斯坦出口总额的

４０％ ꎬ石油、石油产品和钾肥等矿产品出口额约占白俄罗斯出口总额的

１ / ４①ꎬ农产品出口额约占乌克兰出口总额的 ３９％ ꎮ 从经济发展效果看ꎬ油
气资源富足型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于油气资源不足型国家ꎮ 未来ꎬ随着

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ꎬ特别是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发展推动能源供给

结构转型以及越来越多国家设立碳中和目标推动清洁能源在供应和消费

中份额的提升ꎬ欧亚地区油气资源富足型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将继续

受到削弱ꎮ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多元化并行发展ꎬ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高

欧亚地区各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经波折ꎬ最终统合在欧亚经济联盟②

和欧盟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框架内发展ꎮ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

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ꎬ政治性突出ꎬ经济一体化水平不如欧盟和东盟ꎬ欧亚经

济联盟的前景取决于俄罗斯为其他成员国输送利益的能力ꎮ 相对而言ꎬ欧亚

经济联盟在海关政策协调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ꎬ其次是建立共同的药

品、医用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ꎬ在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组织扩员和对外

合作方面也有所发展ꎮ 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形成对比的是ꎬ欧亚地区国

家彼此之间主要使用美元交易ꎮ 虽然欧亚地区国家无一加入欧盟ꎬ但欧盟依

托其合作机制ꎬ不仅逐步加强与部分欧亚地区国家③的经济联系ꎬ而且使它

们在经济制度、政策和标准等方面不断向欧盟靠拢ꎮ
欧亚地区各国均推行经济多元化战略ꎬ除了与欧盟ꎬ还与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发展经济合作ꎮ 尽管俄罗斯仍是多数欧亚地区国家的主要经贸伙伴

(特别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ꎬ但它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外贸中的占比总体

上呈下降趋势ꎬ而欧盟、中国等组织和国家的占比则呈上升趋势ꎮ 欧亚地区

国家在独立后即着手融入世界金融体系ꎬ很快就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３５—

①
②

③

白俄罗斯以优惠价格从俄罗斯进口石油ꎬ向其他国家转口石油和石油制品ꎮ
欧亚经济联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运行ꎬ目标是实现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服

务在联盟内自由流动ꎬ建立共同市场ꎮ 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和亚美尼亚ꎬ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观察员国ꎮ
欧盟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联系国协定ꎬ与哈萨

克斯坦签署了«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ꎮ 欧盟还计划与其他中亚国家签署«扩大伙伴

关系与合作协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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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ꎮ 相比之下ꎬ它们融入世界贸

易体系则顾虑较多ꎬ进程漫长而多舛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吉尔吉斯斯坦、格
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已陆

续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ꎬ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已相继成为

观察员国ꎬ阿塞拜疆仍处于谈判进程中ꎮ
从 ２０１９ 年欧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看ꎬ白俄

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ꎬ其他国

家则较低①ꎮ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对外贸易近年

来保持顺差ꎬ其他国家则均为逆差ꎮ 从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的

数量看ꎬ欧亚地区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十分有限ꎬ与亚太地区产业链和

欧洲产业链的融合度也不高ꎮ 以俄罗斯为例ꎬ２０１９ 年共吸引外资 ３１９ ７５ 亿

美元ꎬ人均吸引外资仅 ２１９ 美元ꎮ 而同年ꎬ波兰人均吸引外资约为 ４２１ 美

元②ꎮ 从 ２０１９ 年各国吸引外资占 ＧＤＰ 比重看ꎬ欧亚地区国家对外资的依赖

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③ꎮ
(五)人口变化和劳动力移民对经济影响较大

欧亚地区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ꎮ 一类国家呈现人口下降趋

势ꎬ如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ꎮ 与独立初

期相比ꎬ乌克兰人口已减少约 １ ０００ 万ꎬ俄罗斯人口减少 ４００ 多万ꎬ格鲁吉亚

人口减少 １００ 多万ꎬ白俄罗斯和亚美如尼亚人口各减少几十万ꎬ摩尔多瓦人

口减少十几万ꎮ 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恶化是导致人口下降

的重要原因ꎮ 普京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人口的重要

性ꎬ称出生率下降是当前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社会劳动力储备下降和人

口老龄化给俄罗斯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带来严峻挑战ꎬ而给予多子女家庭补

贴的政策则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ꎮ
另一类国家人口增长较快ꎬ如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的人口比独立初期均增

长了几百万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人口中位数分别

为 ３９ ６ 岁、４１ ２ 岁、４０ ３ 岁和 ３７ ６ 岁ꎬ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人

口中位数分别为 ３５ ４ 岁、３２ ３ 岁和 ３２ ５ 岁ꎬ中亚国家的人口中位数则为 ２７ ６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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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①ꎮ 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问题是就业、居住、教育和医疗的压力大幅增加ꎮ
与劳动力要素相关ꎬ劳动力移民是影响欧亚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问题ꎮ 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侨汇来源国ꎬ集中了欧亚地区 １１ 个国

家的劳动力移民ꎮ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来移民共

７０ １２ 万ꎬ其中来自欧亚地区 １１ 个国家的移民占 ８９ １２％ ②ꎮ 在俄移民

的实际数量远不止官方登记数据ꎮ 移民主要分布在建筑、能源、零售、制造

加工、运输和农业等领域ꎬ工资一般低于俄罗斯公民ꎬ收入基本寄回本国ꎮ
普京在 ２０２０ 年瓦尔代会议上称ꎬ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各有 ２００ 万人在俄

罗斯工作生活ꎬ每年各自向国内寄回数十亿美元③ꎮ 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统

计ꎬ２０１９ 年从俄罗斯流向乌兹别克斯坦的汇款额为 ３０ 亿美元ꎬ塔吉克斯坦为

６ ９９ 亿美元ꎬ亚美尼亚为 ６ ２７６ 亿美元ꎬ吉尔吉斯斯坦为 ６ １２ 亿美元④ꎮ 外

来劳动力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国内劳动力紧张的状况ꎬ但也增加

了社会治理的难度ꎮ 侨汇收入是输出劳动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ꎬ有的

甚至占本国 ＧＤＰ 的 １ / ４ ~ １ / ３ꎮ 侨汇收入主要用于家庭消费而非生产目的ꎮ
(六)可持续市场经济水平提升有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公布的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转型报告通过考察竞争力、善
治、绿色发展、包容性、弹性和一体化 ６ 项指标评价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市场经

济水平ꎬ认为欧亚地区国家的市场经济水平(３ ６３ ~ ５ ８５ 分)与独立初期相比

有显著提升ꎬ但逊于中东欧国家(４ ~ ８ 分)ꎮ 市场经济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

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格鲁

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ꎮ 就单项评分

而言ꎬ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包容性和弹性最高ꎬ格鲁吉亚的善治和一体化水

平最高ꎬ白俄罗斯的绿色发展水平最高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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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响因素

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特点的成因非常复杂ꎬ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精
英、外部环境和地理气候等方面ꎮ

(一)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ꎬ对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

发展方向具有约束作用ꎮ 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缺乏先天优势ꎬ却背

负了很重的历史包袱ꎮ
首先ꎬ欧亚地区国家的优先任务是立国ꎮ 多数中东欧国家早在一战后即

获得独立ꎬ二战后才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ꎬ因此ꎬ剧变后无须先立国再

转制ꎬ而且它们较早就对制度转型做了一定准备ꎮ 而多数欧亚地区国家先是

处于俄国的专制统治下ꎬ之后作为加盟共和国处在苏联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

制度的管理下长达 ７０ 年ꎬ没有建立过现代国家ꎮ 苏联解体具有偶然性和突

发性ꎬ迫使欧亚地区国家同时面临立国、转型和发展等多重任务ꎬ更谈不上国

家治理现代化ꎮ 它们鲜有机会和条件在一步步完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任

务后逐步发展公民权利并加以制度化ꎮ 立国是转型的前提ꎬ没有国家也就没

有国家的制度转型ꎮ 而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等历

史遗留问题导致立国进程异常艰辛ꎮ 例如ꎬ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俄罗斯的两

次车臣战争、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矛盾、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

的纳卡冲突、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以及乌克兰西部与东部及南部在历史

文化和政治诉求上的差异等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ꎬ阻碍了各国的国家构建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ꎬ甚至使国家陷入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ꎬ增加了制度转型

的难度ꎬ也拖累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ꎮ 此外ꎬ当转型与立国同时进行或

者先于立国时ꎬ前者有时对后者形成解构作用ꎮ 因为转型一方面带来社会思

想的多元化ꎬ增加了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难度ꎬ另一方面制度的激烈变迁也

容易激化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ꎬ在法制观念和执法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民主可能成为政治势力非法夺取资源和权力的借口ꎬ阻碍公平竞争机制的形

成ꎬ加剧贫困、腐败和社会失序ꎮ
其次ꎬ苏联遗产和苏联解体对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

用ꎮ 政治方面ꎬ它们独立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联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思
维观念和行为习惯ꎬ对民主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比较陌生ꎬ也缺乏相应的经

验ꎬ各国普遍按照惯性依靠强大的行政系统进行治理ꎬ苏联时期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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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治主义、政治斗争中“赢者通吃”、任人唯亲和腐败问题难以根除ꎬ政党制

长期羸弱ꎮ 经济方面ꎬ它们独立后接手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经济

空间破碎后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区别于国际通行标准的苏联标准ꎮ 它们没

有经历过市场化改革ꎬ也失去了苏联时期的国际市场ꎬ在缺乏资金、技术和人

才的情况下很难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多元化ꎬ导致经济增长轨迹彼此相

似、经济结构的原料化特征日益显著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曲折ꎮ
最后ꎬ共同的历史以及紧密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使得欧亚地区国家

的政治经济进程相互影响ꎮ 由于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多数政治力量对于必须

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已经达成共识ꎬ且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拥

有一定治国经验ꎬ经济实力较强ꎬ因此ꎬ俄罗斯的转型具有较多的先导性、自
发性和自主性ꎮ 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实力与俄罗斯存在巨大差距ꎬ与俄罗斯

的密切联系导致这些国家在转型和发展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俄罗斯的影响ꎬ
或主动、或被动、或效仿、或跟随俄罗斯的一些做法ꎮ

(二)文化因素

欧亚地区国家政体的混合性是其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制度的理念

和形式交融的结果ꎮ 一方面ꎬ它们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ꎬ政府需要用西方民

主制度的形式讨好选民ꎬ满足民众参与政治的愿望ꎻ另一方面ꎬ专制主义、集
体主义、保守主义、顺从君主、依靠国家(或部族)的东方集权传统政治文化深

刻影响着它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实践ꎬ导致它们总是在自由与威权之间摇

摆ꎮ 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化既要符合西方国家民主的传

统和原则及东南亚主导国家的经验ꎬ也要符合我们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人民

的传统ꎮ”①在欧亚地区国家中ꎬ总统制下的总统争相追求权力长久或世袭ꎬ
议会制下的总统追求扩大权力甚至掌控政府和议会ꎮ 执政者频繁使用全民

公投的方式修改宪法巩固自身的权力ꎬ因为全民公投看上去很民主ꎬ而且他

们对投票结果的掌控要比在权力机构内部战胜对手更容易ꎮ
而各国政体的多样化与政治发展的不同步性除了与政治斗争有关外ꎬ部

分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ꎮ 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ꎬ俄罗斯政治文化表现出

鲜明的矛盾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ꎬ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ꎬ君主专制与自

由主义、民主主义ꎬ虔诚的宗教信仰与无神论思想等ꎮ 这种独特而又矛盾的

政治文化在三个方面深刻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模式和国家制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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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ꎬ政治变革的方式①ꎮ 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中有精英

主义、崇尚自由、好斗和寻求外部庇护等特征ꎬ精英热衷于追求个人自由和利益ꎬ
不愿意屈从于某位强权人物ꎬ偏好求援外部获取内政合法性ꎬ导致其频繁“革命”
和更换政体ꎮ 白俄罗斯政治文化具有保守、和平和包容的特征ꎬ民众可以较长时

间接受家长式的统治ꎬ且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改变ꎬ这是卢卡申科长期执政并

坚持总统制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伊斯兰教是影响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政治经济的

重要因素ꎮ 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宗教政党一度暴力对抗政府ꎮ 除了宗教ꎬ部
族文化也是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在哈萨克斯坦ꎬ一个人是来

自大玉兹、中玉兹还是小玉兹ꎬ或者具体是来自乌孙、乃蛮还是其他部落ꎬ是人们

相互识别身份和界定亲疏远近的参考指标之一ꎮ 在土库曼斯坦ꎬ处于政权核心圈

的始终是来自阿哈尔帖克部落的人ꎮ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主要依托所在的

氏族和部落开展政治斗争ꎬ街头抗议经常升级为暴力冲突ꎮ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国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按照地域原则进行区分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利用古

老的马哈拉②实施基层行政管理ꎮ
(三)社会因素

苏联解体、建国和制度转型促使欧亚地区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

行为模式发生剧烈的变化ꎬ其结果反过来又导致转型与发展进程的复杂化ꎮ
一方面ꎬ转型导致社会重新分层和贫富两极分化ꎬ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催生

出少数新贵阶层ꎬ大量人口因失业等原因陷入贫困ꎬ有的不得不出国务工ꎬ由
此引发国内市场萎缩、城市化放缓、基础设施荒废和离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

问题ꎬ而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则为爆发社会冲突埋下种子ꎻ另一方面ꎬ人口的

代际更替带来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分化与冲突ꎬ苏联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求稳

心理较重ꎬ顾忌激进的变革可能对社会产生损害ꎬ而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一代

人则更多地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ꎬ看重个人自由ꎬ主张积极采取行动改变

现状ꎬ他们强调民族的独立性ꎬ倾向于与西方国家加强合作ꎮ 俄罗斯学者认

为ꎬ当前俄罗斯民众形成了支持当前政治体制的忠诚派、反对修改宪法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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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风书、吴昊:«传统政治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选择»ꎬ«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马哈拉(Ｍａｈａｌｌａ)是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ꎬ历史悠久ꎮ 苏联时

期ꎬ马哈拉的社会作用受到极大抑制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政府把马哈拉纳入政府管理

体系ꎬ通过立法规范其组织架构ꎬ完善其功能ꎬ提升其社会地位ꎮ 马哈拉的主要功能是协

助政府宣传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安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援助、调解家

庭矛盾和邻里纠纷和组织社区经济文化活动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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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传统派以及支持改变现状、主张亲西方政策的

自由派①ꎮ 社会观念的分化将对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ꎮ
(四)精英因素

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ꎬ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

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②ꎮ 欧亚地区国家的转型是

自上而下启动的ꎬ政商精英(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对转型的认知和态度、自身

的利益诉求以及在转型中的利益博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进程ꎬ
甚至为本国的政治经济活动附加个人色彩ꎮ 例如ꎬ普京接替叶利钦执政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向ꎮ 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后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ꎬ国家面貌焕然一新ꎮ 在国家制度建设较

弱、制度效率较低的情况下ꎬ人和人际关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就会更

加突出ꎬ其在欧亚地区国家的表现是ꎬ执政者在组建团队时尤其看重忠诚度ꎬ
一般都优先任命亲友和熟人ꎬ并形成庇护关系ꎮ 而精英的能力和精英结构的

变化也影响国家政体的选择和政权的稳定ꎮ 精英能否承担国家发展的责任、
精英之间是否达成牺牲民众利益的交易、精英是否与外部势力勾结ꎬ这些都

会影响国家的走向ꎮ 例如ꎬ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出现了一批寡头ꎬ尤先科

执政时期与季莫申科的内斗使改革难以推行ꎮ 盖达尔阿利耶夫极高的个

人威望为其子伊尔哈姆阿利耶夫顺利接班并长期执政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阿卡耶夫、巴基耶夫、热恩别科夫和亚努科维奇在政权危机出现时选择退让ꎬ
普京、卢卡申科和卡里莫夫则选择坚守并强势回击ꎬ国家领导人不同的应对

方式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ꎮ
(五)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第一ꎬ以市场自

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框定了它们转型的初始方向并对转型起到

推动作用ꎮ 国际金融机构对它们的转型施加了有效的影响ꎮ 为了获得贷款ꎬ欧
亚地区国家在转型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

金融机构的部分建议和局部控制ꎮ 第二ꎬ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

争不仅导致欧亚地区国家在地缘政治取向上逐渐分化ꎬ也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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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енис Волковꎬ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ꎬ Алексей Левинсон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дл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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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多样化ꎮ 为了取得地缘政治竞争的胜利ꎬ一些西方国家把现代化等同于

西化ꎬ把民主等同于西式民主ꎬ给欧亚地区国家贴上“民主”或“专制”的标签ꎬ
对不听话的政府进行丑化、施压、制裁和有条件援助ꎬ扶植反对派ꎬ资助街头政

治ꎬ分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ꎬ影响它们的政局和政策走向ꎬ通过市场壁垒和

技术标准差异阻碍它们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ꎮ 第三ꎬ周边邻国对欧亚地区国家

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ꎮ 例如ꎬ波兰和立陶宛推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去俄罗

斯化”ꎻ罗马尼亚支持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化”ꎻ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

亚对抗ꎻ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毒品走私等问题威胁着中亚国家

的安全与发展ꎮ
关于外部力量对转型与发展的影响ꎬ欧亚地区国家与中东欧国家具有显

著区别:
第一ꎬ欧亚地区多数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度高于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

依赖度ꎮ 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根深蒂固ꎮ 基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把欧

亚地区看作特殊利益区ꎬ俄罗斯不容许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ꎬ
也不容许其他大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ꎮ 俄罗斯的影响力差异以及各国针

对俄罗斯的不同立场导致欧亚地区国家形成不同的阵营ꎮ 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①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亲俄阵营ꎬ这两个组织之外的土库曼

斯坦倾向于中立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则相对反俄ꎮ 俄罗斯对亲俄国家施加恩惠

较多ꎬ对反俄国家则进行打压ꎮ 摩尔多瓦的“德左”问题、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

和南奥塞梯问题、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都与俄罗斯因素有关ꎮ 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选举前ꎬ候选人争先恐后访问莫斯科ꎬ因为俄罗斯的立场是候选

人能否胜选的关键因素ꎮ 卢卡申科凭借俄罗斯的支持缓解了 ２０２０ 年政治

危机ꎮ
第二ꎬ欧盟不是欧亚地区国家转型和发展的支柱ꎮ 欧盟和北约把欧亚地

区其他国家置于对俄政策的框架内ꎬ对于是否允许这些国家未来加入联盟没

有作出明确的承诺ꎬ给予的援助和投资也远不及对中东欧国家ꎬ而且ꎬ欧盟的

政策指向和具体行动因为服务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能源利益等目标削

弱了其对欧亚地区国家转型的导向、驱动和约束作用ꎮ 欧亚地区国家与欧盟

的关系存在差异ꎬ对其转型和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ꎮ 例如ꎬ乌克兰、摩尔多

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因为与欧洲的历史联系更密切ꎬ在独立伊始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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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力量ꎬ
成员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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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欧洲的目标ꎬ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主动靠近欧

盟的标准ꎮ 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波折不断ꎬ其融入欧洲的计划因乌克兰危机

受挫而提出“向东看”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ꎮ
(六)地理、气候等因素

欧亚地区国家处于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圈之间ꎬ自古以来就是欧亚之间

商贸物流的通道ꎬ这使得它们除了发展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外ꎬ还积极与亚

洲和欧洲发展经济合作ꎮ “与东欧国家相比ꎬ俄罗斯作为远离欧洲发达国家

的大国无法充分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也无法像东欧国家那样受惠

于欧盟的资金、技术和制度ꎬ因而所有的问题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解

决”①ꎮ 中亚国家地处内陆ꎬ气候干旱ꎬ水资源分配不均ꎬ这些因素制约了当

地现代化工业和农业的发展ꎮ

结　 论

过去 ３０ 年欧亚地区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特点具有较强的韧性ꎬ短期内

很难改变ꎬ因为这与它们的历史、文化、社会、精英、外部环境及地理气候等因

素有关ꎮ 它们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ꎬ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ꎮ 当下

它们的制度转型进入调适和完善的阶段ꎬ核心任务是国家发展和治理ꎮ 与独

立初期相比ꎬ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得了一定进展ꎬ但很多指标逊于中

东欧国家ꎮ 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既有相似性ꎬ也有显著的差异性ꎬ发展

道路呈现多样化的趋势ꎮ 它们没有形成区域整合力ꎬ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

的影响与苏联相差巨大ꎮ 苏联解体给欧亚地区国家带来了独立的历史机遇ꎬ但
随后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激烈的制度变迁也让它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ꎬ对于

底层民众来说后果尤其残酷ꎮ 实际上ꎬ制度转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ꎬ国家的

良性发展和民众的福祉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则更为重要ꎮ 政治民主化和经济

市场化归根结底是实现民众福祉的手段ꎬ转型的每一步都需要考虑本国的国

情、历史经验以及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ꎬ因此ꎬ欧亚地区国家宜稳妥处理

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ꎬ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ꎮ 欧亚地区国家下一步的发

展重点应当放在促进国家安定、社会有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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