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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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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了中、蒙、俄三国交通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ꎬ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全方位经贸合作ꎮ 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

发展相伴随ꎬ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ꎮ 该文通过国内主要文献库收

集并筛选了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发表的 １４２ 篇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相关的中文文

献ꎬ采用系统文献回顾方法对这些文献展开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这些文献所涉

及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与意义、实施路径、贸易

潜力分析、发展的影响因素、对策建议等ꎮ 各研究主题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为定性分析ꎬ定量分析方法相对较少ꎮ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ꎬ该文提出未

来研究的重点方向是:如何强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多元化合作机制的实现形式

与合作模式的选择ꎻ怎样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ꎬ推动东北地区

深度融入并进一步深化与俄蒙的区域经济合作ꎻ如何评估中蒙俄经济走廊中

期和远期发展目标及其区域合作经济效应ꎻ提出在具体领域合作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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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建立的六大经济走廊中ꎬ中蒙俄经济

走廊因其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地缘经济优势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框

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中、蒙、俄三国领土相互接壤ꎬ互为友好睦邻ꎬ天
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以及三

方开展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ꎬ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
议相对接ꎬ加强了互联互通ꎬ推动了三国的区域合作与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

东北地区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核心地带ꎬ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参与意

愿不断增强ꎬ合作步伐在加快ꎮ “十四五”规划提出东北地区各省区参与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构想ꎮ 在此背景下ꎬ学界和相关

部门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ꎬ相关的学术研

究成果大量涌现ꎬ但迄今尚鲜见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与系统分析的相关论文ꎮ
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系统文献回顾方法的使用和选取参

考文献的原则与方法ꎬ并对参考文献的发表年份、发表刊物等基础信息进行

分析整理ꎻ第二部分是文章的核心部分ꎬ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现有研究成果

进行归类总结ꎬ基于这些论文涉及的研究主题深入分析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的研究现状ꎻ第三部分全面总结和评述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研究成果和主要研

究进展ꎬ提出针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进一步研究方向ꎮ

一　 研究方法与文献收集

本文采用系统文献回顾方法(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ＳＬＲ)总结

和分析自 ２０１５ 年倡导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以来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主

要研究成果ꎮ 系统文献回顾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ꎬ在整个研究过

程中该方法都体现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公开性和严谨性等特点ꎮ 相对于

传统的文献回顾分析方法ꎬ系统文献回顾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

研究人员的主观意愿而导致的研究结果误差ꎬ因此该方法受到大多数研

究学者的青睐ꎮ 通过该方法ꎬ研究者还可以了解并熟悉所从事研究领域

的学术成果ꎬ也便于找到自身在研究领域中的地位ꎬ以明确自身的研究

对该领域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系统文献回

顾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诸多其他主题的相关文献分析中ꎬ如物流管理、
科技创新、临床医学领域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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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系统文献回顾方法研究流程如下ꎮ 首先ꎬ
确定研究目标ꎬ主要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背景、发展条件和后续如

何发展ꎻ其次ꎬ就如何确定文献综述及其来源等作出具体的分析ꎬ确定了文

献数据库与搜索关键词ꎻ再次ꎬ定义了参考文献纳入或排除的标准ꎬ将搜索

时间限定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ꎻ最后ꎬ对搜集到的文献内容进行整理分析ꎬ以
便能够更清楚地对现有文献的关键主题进行识别和分类ꎮ 具体研究过程

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本研究的系统文献回顾研究过程

遵照系统文献回顾方法的要求ꎬ首先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

服务平台中搜索关键词中蒙俄经济走廊ꎬ获得了 ２１３ 篇中文文献ꎮ 为了保证

研究成果的准确性ꎬ所选用的文献必须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ꎬ为此进行了文

献筛选ꎮ 筛选的基本规则如下:首先ꎬ由研究人员对所有文献进行通读ꎬ确保

文献内容必须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相关ꎻ其次ꎬ将所有文献按时间排序ꎬ将其分

为“留用”和“舍弃”两类ꎬ删除了那些相关度不高以及引用率较低的文献ꎮ
最后ꎬ将“留用”的文章进行全文阅读ꎬ以便了解该研究领域当前的研究成果

情况ꎮ 经过对文献的多次筛选和评估ꎬ最终确定了 １４２ 篇中文文献作为分析

对象ꎮ
从文献发表时间来看ꎬ国内对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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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１５ 年ꎬ在所选择的 １４２ 篇文献中ꎬ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１４ 篇ꎬ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１７ 篇ꎬ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２４ 篇ꎬ２０１８ 年

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３２ 篇ꎬ２０１９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２６ 篇ꎬ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

文献数量为 １２ 篇ꎬ２０２１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１７ 篇ꎮ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ꎬ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立初期ꎬ即 ２０１５ 年ꎬ相关文献数量较少ꎮ 随着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快速发展和各国的密切关注与认同ꎬ文献数量正在呈现逐

年增加且研究水准不断提升的趋势ꎮ
从文献发表的载体来看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关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研究成果

主要发表在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以及国内会议论文集等载体上ꎮ 考虑到研

究的专业性和系统性ꎬ本文选取的所有参考文献均出自期刊论文ꎮ 这些论文

发表的期刊不同ꎬ且涉及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不同环节和不同发展阶

段ꎮ 在发表研究成果的期刊中ꎬ«北方经济»发表的文献数量为 ２６ 篇ꎬ«财经

理论研究»«东北亚经济研究» «对外经贸» «西伯利亚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

学学报»发表的文献数量均为 ５ 篇ꎬ其余发表文献数量在两篇以上的期刊分

别为«边疆经济与文化»(３ 篇)、«东北亚论坛» (３ 篇)、«对外经贸实务» (３
篇)、«海关与经贸研究»(３ 篇)、«东北亚学刊»(两篇)、«经济研究导刊»(两
篇)、«学术交流»(两篇)、«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两篇)、«内蒙古统

计»(两篇)、«现代交际»(两篇)、«物流科技» (两篇)、«辽宁经济» (两篇)ꎮ
另有一些期刊发表了 １ 篇相关文献ꎮ 本文通过系统文献回顾方法对这些文

献进行分析总结ꎬ通过该方法对以往研究所涉及相关问题进行分解的过程ꎬ
也是加深对问题本身理解的过程ꎬ有助于更全面地对现有研究进行评价ꎮ

二　 文献研究主题分析

在对 １４２ 篇文献进行系统阅读分析的基础上ꎬ研究人员对关于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主要研究主题进行了统计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中蒙俄经济走廊文献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３４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实施路径选择 １４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潜力分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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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影响因素 ２４

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对策 ２３

其他 ２４

在上述 １４２ 篇文献中ꎬ１２７ 篇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描述性研究方法ꎬ而针

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数学建模方面的文献数量仅有 １５ 篇ꎬ这表明现有文献使

用定量研究方法的仍然较少ꎮ 下面将针对相应的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ꎮ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开始孕育、宋元时期达到鼎盛的

“草原丝绸之路”ꎮ 作为连接蒙古草原与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ꎬ“草原丝绸之

路”在历史上为欧亚地区商贸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鲍志成ꎬ
２０１９)①ꎮ 它不仅连接了古代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ꎬ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历史进程ꎬ而且也加强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联系ꎬ开辟了欧亚大陆交

通贸易的路网ꎬ并极大促进了东西方不同物产和商品的传播ꎬ创造了亚欧民

族交往和融合的条件ꎮ 明清时期ꎬ伴随北方草原战争迭起及长城的修筑ꎬ特
别是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ꎬ使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商贸交往被阻

隔ꎬ中西方文化交流也因而停滞ꎬ“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衰落ꎮ 但是ꎬ信息技术

的逐步成熟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复兴以及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李曦辉等ꎬ２０１７)②ꎮ 再加之中、蒙、俄
三方合作机制的软约束、经济联系薄弱、融资缺口大、边境经济带动效应等问

题ꎬ更使得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成为各方的共同呼声(米军等ꎬ２０１８)③ꎮ
在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ꎬ２０１４ 年ꎬ中、蒙、俄三国元首在杜尚别会谈时中方

首次提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概念框架ꎬ并得到了其他各方的积极响应ꎮ 随后ꎬ
经中国国务院批准ꎬ«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ꎬ建设中

蒙俄经济走廊被正式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规划(李建军等ꎬ２０１６)④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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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ꎬ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建立在中、蒙、俄三国良好的政治经贸合

作基础和三国发展战略互补的基础上(乌兰图雅ꎬ２０２１)①ꎮ 一方面ꎬ中、蒙、
俄三国政治互信ꎬ始终保持良好的政治合作关系ꎬ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发

展战略合作ꎮ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和良好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中、蒙、俄三国

地缘相接ꎬ基础设施的差别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使得三国经济各有所长ꎬ经济

发展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ꎬ在能源、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利

益共同点(高国清等ꎬ２０１５)②ꎮ
中、蒙、俄三国的发展战略也是促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构想顺利实施

的必要条件ꎮ 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倡议、俄罗斯的“跨欧亚发展带”项目与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高的契合度ꎬ而“万里茶道”正是这两个项目的

最佳对接点ꎬ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王楠等ꎬ２０２１ꎻ石雅楠ꎬ
２０２１)③ꎮ 蒙古国希望充分利用地处中俄之间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本国

经济ꎬ俄罗斯则希望借助蒙古国和中国的边境地区进行国际贸易往来ꎮ 跨境

合作对三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无疑会起到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ꎮ 在三方多年

合作交流的基础上ꎬ２０１５ 年三国铁路运输合作方在蒙古国举行磋商会议ꎬ三
方一致同意ꎬ在“草原之路”、“跨欧亚发展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实

现铁路过境运输合作(王海燕ꎬ２０１６)④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更加明晰了中国

进一步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以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的战略目标ꎮ 具体而言ꎬ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具有如下战略意义:首
先ꎬ有利于中、蒙、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ꎻ其次ꎬ可以拓展三国经济关系并深化

能源合作ꎻ最后ꎬ有利于推动各国沿边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郑伟ꎬ２０１６)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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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图雅:«中蒙俄经济走廊机制建设问题解析»ꎬ«东北亚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高国清、都静、纪超:«中蒙俄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引入 ＰＰＰ 模式的探讨»ꎬ«北

方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王楠、于海志:«茶香万里:中蒙俄“万里茶道”经济文化价值研究»ꎬ«北方经济»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ꎻ石雅楠:«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万里茶道”的意义与发展策略»ꎬ«西伯

利亚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王海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机制保障与实施路径»ꎬ«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郑伟:«“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路径选择»ꎬ«北京工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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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分别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地缘层面以及战略层面分析了建设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价值(高正ꎬ２０１６)①ꎬ并在研究中指出了蒙古国在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徐大海ꎬ２０１７)②ꎮ 此外ꎬ许多学者对中

国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省份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思路与必要

性进行了研究(李罗莎ꎬ２０１６ꎻ宁艳杰等ꎬ２０１８ꎻ刘国斌ꎬ２０１８ꎻ朱军ꎬ２０１９)③ꎮ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实施路径选择

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贸易往来通

道ꎬ对促进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

价值ꎮ 自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提出以来ꎬ有关研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

对其实施路径进行了研究ꎮ 以地理位置为基础划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实施

路径时ꎬ郑伟(２０１６)④结合中、蒙、俄口岸的现有情况ꎬ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

应该包括三条主线通道:西线、中线和东线ꎮ 而王海燕(２０１６)⑤则将中蒙俄

经济走廊的实施路径按传统交通运输路线与现代方式相结合进行研究ꎮ 也

有学者关注海关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路径上的重要作用 (崔健高ꎬ
２０１６)⑥ꎮ 孙佳伟等人(２０２１)⑦分析了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冰上丝绸之路”开
展陆河联运的可行性ꎮ 此外ꎬ明晰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也至关重

要(李建军等ꎬ２０１６)⑧ꎮ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ꎬ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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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正:«加快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着力点»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ꎮ
徐大海:«蒙古国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选择及其意义»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１ 期ꎮ
李罗莎:«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研究»ꎬ«全球化»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ꎻ宁艳

杰、尤春明:«黑龙江省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面临的制约因素及解决策略研究»ꎬ«知识经

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９ 期ꎻ刘国斌:«吉林省融入中俄蒙经济走廊发展战略研究»ꎬ«东北亚经济

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ꎻ朱军、曾兆勇:«充分发挥辽宁省开放优势　 深度融入共建中蒙俄经

济走廊»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郑伟:«“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路径选择»ꎬ«北京工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王海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机制保障与实施路径»ꎬ«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崔健高:«海关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路径及策略探析———以支持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为例»ꎬ«海关与经贸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孙佳伟、张一丁、尉意茹、Ｍａｋｓｉｍｏｖ Ｎｙｕｒｇｕｎ:«中蒙俄经济走廊和“冰上丝绸之

路”陆河联运可行性分析»ꎬ«黑龙江大学工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李建军、孙慧:«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ꎬ«新疆

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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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更多的内涵(李建军ꎬ２０１６)①ꎮ 例如ꎬ在经济新常态下ꎬ应拓展中、蒙、俄
三方的利益汇合点ꎬ以此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开展(邓羽佳等ꎬ
２０１７)②ꎮ 黄承锋等(２０１９)③的研究指出ꎬ中蒙俄经济走廊现有的两条通道

(即华北通道和东北通道)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所有的贸易需求ꎬ因此在其研究

中提出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西部通道的构想ꎮ 李阳(２０１９)④对中蒙俄经

济走廊基础设施的建设路径进行了探讨ꎮ 张爽(２０２０)⑤则论述了中蒙俄经

济走廊向外延伸扩展至朝鲜半岛的必要性ꎬ并提出了该经济走廊延伸的可能

路径选择ꎮ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潜力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发展水平是所有利益相关国家和地区关注的重

点问题ꎮ 因此ꎬ研究中、蒙、俄三方之间的贸易规模和发展潜力对促进中蒙俄

经济走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学界采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应用引力

模型分析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格局并计算其贸易潜力(刘威等ꎬ２０１６)⑥ꎮ
例如ꎬ丁侨一(２０１６)⑦在其研究中对中俄、中蒙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分

析ꎬ陈国堂等人(２０１７)⑧则在分析中、蒙、俄三国的互补性优势基础上预测了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ꎮ 宋亚东(２０１８)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

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及分项水平进行了测算ꎬ并对

中、蒙、俄三国推进贸易便利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ꎮ
在以中蒙俄经济走廊为有机载体的持续带动下ꎬ中、蒙、俄经贸合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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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ꎬ«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邓羽佳、秦放鸣:«新常态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问题研究»ꎬ«内蒙古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黄承锋、刘云龙、武晓玲、李丹:«建设新贸易通道 　 推进中蒙俄地方经贸合

作———中蒙俄经贸西部通道的战略构想»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李阳:«中蒙俄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路径研究»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张爽:«中蒙俄经济走廊向朝鲜半岛延伸的必要性———兼论走廊延伸的路径选

择»ꎬ«东北亚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刘威、丁一兵:«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贸易格局及其贸易潜力分析»ꎬ«商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丁侨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互补性分析»ꎬ«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６ 期ꎮ
陈国堂、张锦:«中蒙俄经济走廊:互补性经贸合作前景展望与分析»ꎬ«北方经

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宋亚东:«“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蒙俄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ꎬ«克

拉玛依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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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新的发展特点ꎬ进而为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佟
景洋ꎬ２０１９ꎻ姜威等ꎬ２０２１)①ꎮ 关于中、蒙、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问题ꎬ许
多学者提出了对策建议(毕德利ꎬ２０１９ꎻ张秀杰ꎬ２０２１)②ꎮ 关于建设新的贸易

通道、促进地方经贸合作ꎬ黄承锋等人(２０１９)③提出应当通过建设中蒙俄经

济走廊西部通道ꎬ重点服务于中国中西部和蒙俄沿线地方经济发展ꎬ并最终

形成亚洲南北大陆桥ꎬ以拉动中、蒙、俄地方经贸发展ꎮ 此外ꎬ李爽等人

(２０２０)④对中俄进出口农产品的贸易潜力进行测算ꎬ得出在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的背景下中俄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大潜力的结论ꎮ 也有学者研究指出ꎬ在
中、蒙、俄三国中ꎬ中俄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ꎬ而蒙古国为“不便利”或“一
般便利”(张文雅等ꎬ２０２１)⑤ꎮ 因此ꎬ在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ꎬ中国与“一
带一路”各区域国家应着力构建双循环产业体系ꎬ以推进经济复苏和经济增

长(王娟娟等ꎬ２０２１)⑥ꎮ
(四)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影响因素

许多学者对中、蒙、俄三国合作机制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及其发展的

影响因素(包括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ꎮ
１ 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有利因素

首先ꎬ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以中、蒙、俄三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为基

础ꎻ其次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弘扬的“丝路精神”也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

设提供了动力支撑ꎻ再次ꎬ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提供了契机ꎻ最后ꎬ中、蒙、俄三国在发展战略上的一致性是中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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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景洋:«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中蒙经贸的新局面»ꎬ«对外经贸实务»２０１９ 年

第 １ 期ꎻ姜威、宋玉聪:«面向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东北经贸发展:基础、挑战与路径»ꎬ«东北

亚经济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毕德利:«关于推动中蒙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对策建议»ꎬ«北方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ꎻ张秀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贸易畅通问题及对策»ꎬ«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黄承锋、刘云龙、武晓玲、李丹:«建设新贸易通道 　 推进中蒙俄地方经贸合

作———中蒙俄经贸西部通道的战略构想»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李爽、祖歌言:«中蒙俄经济走廊背景下中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研究»ꎬ«农业

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张文雅、李萍:«中蒙俄经济走廊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ꎬ«农村经济与科

技»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７ 期ꎮ
王娟娟、史碧林:«面向“一带一路”区域构建“双循环”产业体系———基于六大经

济走廊的分析»ꎬ«东北亚经济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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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廊发展的强大动力源(王浩ꎬ２０１５)①ꎮ
在科学研究中ꎬＳＷＯＴ 分析是最常用的一种分析产业发展利弊、机遇和

挑战的研究方法ꎮ 王启颖(２０１６)②通过 ＳＷＯＴ 分析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参与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ꎮ 同时ꎬ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枢纽ꎬ于 ２０１７ 年就出台了«新疆参

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实施方案»ꎬ并完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蒙古国、俄
罗斯的相关合作内容ꎮ 柴利等人(２０１７)③使用 ＳＷＯＴ 方法分析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利弊问题ꎮ 王哲(２０２１)④应用 ＳＷＯＴ 分析

法探究中国东北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ꎮ
总体而言ꎬ尽管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不利因素客观存在ꎬ但是有利因素

较多ꎬ充分调动有利因素可以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王海运ꎬ２０１７)⑤ꎮ
杨淑玉等人(２０１８)⑥认为ꎬ中国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的联动也可以成为中蒙俄经

济走廊发展的有利条件ꎮ 而所谓联动是指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ꎬ中
国东北地区各民族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民族实现民族文化的跨界传承与

相融ꎮ 除此之外ꎬ也有学者认为ꎬ发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合

作ꎬ将会对保障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王哲ꎬ２０２１)⑦ꎮ
２ 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方略ꎬ更是一项包容政治、社会、
安全等的综合策略ꎬ因此其发展更容易受到多方面的阻滞ꎮ

王浩(２０１５)⑧在研究中指出了可能会制约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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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ꎬ«亚太研究论丛»２０１５ 年

第 １ 期ꎮ
王启颖:«内蒙古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 ＳＷＯＴ 分析»ꎬ«财经理论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柴利、丁琪:«新疆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 ＳＷＯＴ 分析»ꎬ«乌鲁木齐职业大

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王哲:«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东北地区经济一体化研究———基于 ＳＷＯＴ 分

析法»ꎬ«东北亚经济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王海运:«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深化战略价值认知ꎬ找准重点着力方向»ꎬ

«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杨淑玉、贝丽静:«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中东北民族文化联动问题研究»ꎬ«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王哲:«非传统安全合作视域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ꎬ«北方经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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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素:一是蒙古国对外经贸合作中平衡策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ꎻ二是俄罗

斯从战略上重新重视蒙古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ꎻ三是非本地区因素可能会掣

肘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ꎮ 李建军(２０１６)①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提出ꎬ中蒙

俄经济走廊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支撑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宏观经济环

境、产业基础和贸易畅通条件ꎮ
陈国堂等人(２０１７)②分析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三国经贸合作存在

的制约因素ꎬ主要包括技术贸易壁垒设限、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边境毗邻

地区贸易秩序混乱、合作文化存在隔阂等ꎮ 邓羽佳等人(２０１７)③的研究认

为ꎬ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尽匹配、蒙俄

两国经济韧性较弱并存在引资风险、贸易结构失衡、通关便利化程度不高ꎬ成
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ꎮ 邵冰(２０１７)④指出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中存在蒙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ꎬ中、蒙、俄经济合作面临转型升级以及

来自国际社会的竞争与挑战等制约因素ꎮ
此外ꎬ也有研究认为ꎬ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的跨民族交际问题亦可能会制

约其发展(王凯ꎬ２０２０)⑤ꎮ
(五)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对策

对如何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发展问题ꎬ现有文献提出的对策建议

主要可分为国家层面和贸易层面两种ꎮ
１ 国家层面

首先ꎬ中、蒙、俄三国应不断增强政治互信ꎮ 三国地理位置毗邻ꎬ具有长

期友好合作的关系ꎮ 中国与蒙古国已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中国与俄罗

斯的关系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在这

种和谐关系基础上ꎬ中、蒙、俄三国更应该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ꎬ以此促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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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李建军:«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ꎬ«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陈国堂、张锦:«中蒙俄经济走廊:互补性经贸合作前景展望与分析»ꎬ«北方经

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邓羽佳、秦放鸣:«新常态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问题研究»ꎬ«内蒙古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邵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东北亚区域合作»ꎬ«现代交际»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２ 期ꎮ
王凯:« “万里茶道”新机遇:中蒙俄跨界民族走廊研究» ꎬ«福建茶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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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的经贸发展(佟景洋ꎬ２０１９)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中、蒙、俄三国元首曾先后五次举行会晤ꎬ今
后应当继续延用和完善三国元首会晤机制ꎬ加强三边政治互信和经济互信

(周学明等ꎬ２０１７)②ꎮ
其次ꎬ不断加强中、蒙、俄三国边境基础设施建设ꎮ 实践表明ꎬ任何形式

的国际合作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ꎬ只有各种形式的运输方式都能够

方便快捷到达ꎬ才能保证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不会受到限制ꎮ 不论是铁路线

路或是公路线路的联通ꎬ都有利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和发展(乌兰巴根ꎬ
２０１９)③ꎮ

再次ꎬ继续加强中、蒙、俄三国的人文和文化交流ꎬ以增强彼此之间的相

互沟通和了解ꎬ可有效减少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ꎬ增进互信ꎮ 其中文化旅

游也是一种良好的人文交流方式ꎬ对文化遗址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进行适

当开发ꎬ不但能为外国游客提供较好的旅游体验ꎬ也是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李
雪峰ꎬ２０１８)④ꎮ

最后ꎬ西仁塔娜(２０１７)⑤从次区域合作视角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进

行探析ꎬ提出中蒙俄经济走廊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推进的主要方面ꎮ 更

重要的是ꎬ在全球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的背景下ꎬ周宜昕等人(２０２１)⑥以

中蒙俄经济走廊为研究对象ꎬ设计了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高质量建设中蒙俄

经济走廊的国际合作机制ꎮ
２ 贸易层面

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联通欧亚的国际贸易大通道ꎬ中、蒙、俄三国应充分

发挥各自的贸易潜力和优势ꎬ以建设和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空间为目

标ꎬ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走廊经济更好地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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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景洋:«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中蒙经贸的新局面»ꎬ«对外经贸实务»２０１９ 年

第 １ 期ꎮ
周学明、刘晓宇:«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ꎬ«物流科技»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乌兰巴根:«中蒙俄经济走廊已有成果、现有难题和未来建议»ꎬ«西部蒙古论坛»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李雪峰:«中蒙俄经济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传承研究»ꎬ«边疆经济与文化»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西仁塔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探析:一种跨境次区域合作视角»ꎬ«俄罗斯东

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周宜昕、燕楠:«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统筹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建

设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ꎬ«对外经贸»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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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畅通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ꎬ徐大海

(２０１７)①认为ꎬ未来应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基础构

建中、蒙、俄三国安全共同体ꎬ这是解决三国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关切的根本

途径ꎮ 杨臣华(２０１７)②的研究指出ꎬ努力消除贸易壁垒是促使中蒙俄经济走

廊走实走深、合作共赢的一个发展重点ꎮ 李魁文(２０１９)③的研究提出ꎬ应致

力于提升海关贸易发展以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贸易畅通ꎮ 李连祺(２０１９)④

在国际投资的新规则下提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投资规则ꎬ认为中国应

主动提出一套三国贸易合作规则ꎬ并获得蒙俄两国的认可ꎮ 在中、蒙、俄设施

联通和贸易畅通的现实情况下ꎬ毕德利(２０１９)⑤建议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

新通道国际协作联盟ꎬ由三国有关地方政府间建立友好城市关系ꎬ通过工

业园区互动保障新通道的运量ꎬ并把新通道作为北极资源外运的便捷贸易

通道ꎮ 从“五通”领域出发ꎬ刘国斌等人(２０２１)⑥提出了加快建设中蒙俄经

济走廊和跨境合作的对策ꎮ 马慧莲(２０２０)⑦的研究指出ꎬ应当进一步挖掘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贸易潜力ꎬ并从农牧业、新能源、旅游业等方面强化三国贸易

合作ꎮ

三　 总结性评述与研究展望

本文采用系统文献回顾方法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背景、实施路径、
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以及促进经济走廊发展的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

了综述和分析ꎮ 基于对筛选确定的 １４２ 篇文献的回顾ꎬ不仅从多角度审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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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海:«蒙古国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选择及其意义»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１ 期ꎮ
杨臣华:«中蒙俄经济走廊:走实走深合作共赢»ꎬ«北方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魁文:«深化合作凝聚共识 　 携手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贸易畅通»ꎬ«北方经

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李连祺:«基于国际投资新规则的中俄蒙经济走廊投资规则建设思考»ꎬ«经济研

究导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２ 期ꎮ
毕德利:«关于推动中蒙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对策建议»ꎬ«北方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刘国斌、杨薇臻:«中蒙俄交通走廊建设与跨境合作思路及对策研究»ꎬ«东北亚

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马慧莲:«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路径分析———基于三国经贸合作视角»ꎬ«海外投

资与出口信贷»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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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进展ꎬ而且有助于将不同研究视角的观点加以整合ꎮ 通

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ꎬ近几年国内学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研究越来越

深入ꎬ也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新见

解ꎮ 与此同时ꎬ现有学术成果也还存在研究深度不够、理论分析欠缺和偏重

描述性缺少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等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可作如下总结性评述和研究展望ꎮ
(一)关于研究主题

经过对筛选确定的文献进行全文阅读并归纳总结ꎬ本文提炼出中蒙俄经

济走廊研究的不同主题ꎬ从各研究主题的文献分布数量可以分析判断研究人

员较为偏好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重点ꎮ
第一ꎬ现有文献中涉及较多的主题是关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与

意义ꎮ 这主要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提出和此后一个时期的深入论证

密切相关ꎮ
第二ꎬ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实施路径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影响

因素分析为研究主题的文献数量也较多ꎮ 这一方面因为两个研究主题是中

蒙俄经济走廊研究的核心问题ꎬ具有重要意义ꎻ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学界

对两个研究主题的较高关注度ꎮ
第三ꎬ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热点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

重要的研究主题ꎬ尤其是将热点问题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或建模研究ꎬ以数据

结论作为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ꎬ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ꎮ
第四ꎬ在具体研究领域ꎬ以中蒙俄经济走廊贸易投资合作领域和合作

路径为研究主题的文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ꎮ 这是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和发展的研究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倡议到落实的具体研究

成果ꎮ
第五ꎬ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也是学界长期关注和研究

的一个主题ꎮ
但总体看ꎬ学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问题的全面阐释和综合分析仍显不足ꎬ理
论分析和研究深度不够ꎮ

“五通”既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国际合作的基本理念ꎬ也是合作的既定目标

和实现路径ꎮ 这“五通”中ꎬ加强政策沟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保

障ꎻ加强设施联通ꎬ首先是实现交通互联互通和加强跨境能源通道建设ꎬ这是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ꎻ加强贸易畅通ꎬ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ꎬ是中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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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ꎻ加强资金融通ꎬ扩大三国双边本币互换和结算的范围

与规模ꎬ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加速发展ꎬ是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ꎻ加强民心相通ꎬ为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和社会基础ꎬ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社会根基ꎮ
“五通”要求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三国之间的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ꎬ

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ꎬ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

合作架构ꎮ 因此ꎬ以“五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综合性深入研究ꎬ应当而且

势必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学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的重要主题ꎮ
(二)关于研究方法

至于研究方法ꎬ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ꎬ中蒙俄经济走廊相关

研究文献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ꎬ主要是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等通过

加入研究者自己的理解和分析来进行阐释或描述ꎮ 基于这种方法的研究文

献通常采取“提出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的一般形式ꎮ 而数学建模的研究方

法是对实际问题的一种简化处理ꎬ同时可以直观地获得某种理论或者方法是

否可行的结论ꎮ
因此ꎬ今后学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问题的研究应将数学模型运用与理论

分析结合起来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ꎬ尤其是以定量分析方法对中蒙

俄经济走廊贸易投资潜力、合作互补性和建设效果等进行评估ꎬ从而得到更

为精确的研究结论ꎮ
此外ꎬ文献梳理中发现ꎬ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研究中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

成果还较少ꎬ今后可就基础设施建设、各方合作机制和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等

问题展开案例分析ꎮ
(三)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毫无疑问ꎬ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能完全适应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发展

的需要ꎬ因而不断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是应有之义ꎮ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系统回

顾与分析ꎬ这里就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研

究趋向提出如下建议和设想ꎮ
第一ꎬ为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合作ꎬ需要强化针对多元化合

作机制的实现形式与合作模式选择问题的深入研究ꎮ 一是如何通过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合作机制、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基础的合作机制、货币金融合作机

制等重点领域的机制创新来探索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合作新模式ꎻ二是如

何强化中蒙俄经济走廊以沿边经济合作区和境外合作园区为载体的合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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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ꎬ也包括尝试推进在中、蒙、俄毗邻地区建立自贸区的试点ꎻ三是怎样完善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服务与合作支持机制ꎬ包括深化区域对话与合作协调机

制、构建地方和边境地区政府或城市的合作机制、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强
化安全与危机管理机制等ꎮ

第二ꎬ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东北地区构筑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高

地具有高度相关性和关联度ꎬ因而要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ꎬ推动

中国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ꎬ进一步深化与俄蒙的区域经济

合作ꎬ推动东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形成辐射力较强的东北经济增长极ꎬ应是

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ꎮ
第三ꎬ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合作问题的研究应由宏观到微观、从抽

象到具体ꎮ 不仅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策略和实现

路径ꎬ而且要从产业融合发展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等方面加以探讨或

提出具体建议ꎮ
此外ꎬ七个具体合作领域ꎬ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及互联互通ꎬ口岸建设

和海关检验检疫监管ꎬ产能与投资合作ꎬ经贸合作ꎬ人文交流合作ꎬ生态环

保合作ꎬ地方及边境地区合作的研究ꎬ也仍是今后需要深化的具体研究

方向ꎮ
第四ꎬ着眼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进一步发展ꎬ构建数理模型以分析和展

望其未来发展趋势ꎬ评估经济走廊中期和远期发展目标及其区域合作的经济

效应ꎬ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向ꎮ
第五ꎬ深入分析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可能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发展产

生的影响ꎬ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ꎮ 从目前的形势看ꎬ乌克兰危机成

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并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发展格局ꎮ
在乌克兰危机的深刻影响和西方的强力打压下ꎬ俄罗斯的发展战略也不得

不作出重大调整ꎬ其中ꎬ将对外合作重心“转向东方”将是其重要的选项之

一ꎮ 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意愿会更加强烈ꎬ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可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ꎮ 因此ꎬ在新形势下ꎬ抓住机遇ꎬ发挥巨

大潜力和优势ꎬ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落到实处ꎬ有必要加以

进一步的研究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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