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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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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

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

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

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

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

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

范其国际行为; 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

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

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

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

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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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西方学界掀起了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①受此影

响，日本各界也加强了关于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本这一重要命题的研讨。整体来看，日

*

①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外交战略及中日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 GJ08－ 2017－SCX－
2974)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变局下中国对日传播战略研究”( 项目编号: 2021ＲBSB04) 的阶段性
成果。

在西方学界的研讨中，“自由国际秩序”(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自由世界秩序”( Liberal World Or-
der) 、“美国的自由秩序”( American Liberal Order) 、美国的霸权秩序( American Hegemonic Order) 、西方国际秩序
( Western International Order) 、世界秩序( World Order) 等概念频繁出现，并被交替使用。而实际上，前五个概念基
本指同一事物，即美国主导建立的主要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地区性国际秩序，而世界秩序则指二战结束之际
由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创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性国际秩序。虽然两者有交叉重合且难以分割，但并不是同一
事物。在动态变迁方面，两者平行发展且相互作用，而且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后者的建立和运行。前五个概
念主要借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的理论，涵盖战后联盟间的经济稳定、贸易、金融货
币和政治安全等关系，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军事安全和经贸金融秩序，参见周桂银:《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
辨识———理论、实践与前景》，载《美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41－43 页; 另参见［美］约翰·伊肯伯里:《大
战胜利之后: 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0 页。



本学界和政界接受了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 G．John Ikenberry) 提出的“自由国际

秩序”的基本理念，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基于自由、民

主、法治、人权等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①并认为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占据优势的权力

和利益格局。冷战结束后，这一秩序超越西方范围在全世界广泛普及开来。② 日本是

该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正如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指

出的，日本在该秩序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享受了长期的和平与安全。③

当前国际秩序深刻变革，日本对此非常关注并积极探寻其在秩序重组中的有利位

置。与欧洲接近成为日本谋求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也得到了欧洲的积极

回应，日欧加快战略转型步伐，彼此战略接近态势愈发明显。在共同设计与推动下，日

欧关系正迎来“蜜月期”。④ 日欧关系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无源之水，本文将在简要回

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欧关系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分析近年来日欧战略接近的动因和

特点，探讨日欧关系演进的规律和逻辑，进而对双边关系走向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进行学理性研判。

一 战后秩序变革下日欧关系发展轨迹

近年来，日欧关系呈现出战略接近的态势，需要将其放在战后秩序变革之下双方

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战后日本与西欧被美国纳入以美国为主轴、日欧为两

翼的西方国际体系下，美国成为日欧双边关系的中介者。在政治安全上，双方同属美

国主导的亚欧军事同盟体系重要成员，但是美日同盟和北约并没有直接关联; 在经贸

层面，双方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即国际金融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国际贸易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

不断发展关系，而日欧双边关系则成为美日欧大三角中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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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观点为，当前秩序由美国主导，建立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 个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平解决
争端和自由贸易) 基础之上，不仅反映了国家权力和利益，也反映了国家价值和规范，体现了“普遍主义规范与大
国主导”“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权力要素”的结合。参见: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19 自由·
公正て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 / /www2． jiia．or． jp /pdf / strategic_annual_
report / 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2018 年
1 月号。

参见: 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https: / / shuchi．php．co．jp /voice /detail /6393。
細谷雄一「リベラルな国際秩序と日本外交」、『国際問題』2020 年 4 月号。
关于“蜜月期”的说法，日本政学两界已有共识，例如 2020 年 2 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出席纪念日欧

EPA 生效一周年讲话时称“日欧关系进入蜜月期”。参见「茂木外務大臣の『日 EU·EPA 発効 1 周年記念レセプ
ション』への出席」、https: / /www．mofa．go． jp /mofaj /ecm / ie /page1_001013．html; 日本学界论述，参见: 小久保康之
「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 EU 関係」、『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



日本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从战后历史看，日欧关系发展受限，双方更关注经贸而

忽视政治和安全。① 正如细谷雄一所说，战后日欧关系，对日本来说一直被日美同盟

所掩盖，而对欧洲来说，则是其广泛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已，双方都欠缺着眼于全球战

略层面的大局观念和世界秩序哲学。冷战期间的日欧关系，基本上是围绕经贸谈判和

进口限制相关具体问题而展开。② 庆应大学政治学者田中俊郎甚至称之为“围绕壁垒

的政治”和“贸易摩擦的历史”。③ 日本外交史学家细谷千博则称之为“冷淡的协

调”。④ 有鉴于此，日本驻欧共体外交官西山武彦提出，日欧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作

为全球合作伙伴，应从政治视角将双方关系扩大到更广泛领域。⑤ 曾担任联合国国际

法院院长和日本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小和田恒认为，日欧关系还留有相当大的改善空

间。⑥ 近年来，随着日欧合作不断推进，日欧研究专家鹤冈路人提出，纵观世界，除美、

澳、印、韩等国外，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对日本有价值的国家大部分都位于欧洲，而欧盟

和北约是统合欧洲的重要框架，基于此，他认为欧盟是日本的政治外交伙伴、协同作战

伙伴、非“美”伙伴，是日本外交、安全上有价值的伙伴。⑦

日本学界对欧洲认知“由冷转热”的变化，事实上也反映了日欧关系发展史的基

本态势。整体来看，战后日欧关系以冷战终结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又可细

分为 20 世纪 50－60 年代重构时期、70－80 年代日美欧国际协调初期; 后一阶段则可分

为 90 年代转型发轫期、21 世纪积极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期。

( 一) 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欧关系重构期，聚焦经贸领域，以摩擦对抗为主

20 世纪 50－60 年代恰逢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谋求经济复兴时期，这一阶段的日本

外交重点是构筑经济复兴所必需的国际关系，⑧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

国际经济秩序。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日本、西欧虽与美国同属西

方阵营，但是美国处于主轴地位，制定“自由世界”的战略，日欧则处于两翼，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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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岡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ー NATOとEUをどのように「使う」か』、http: / /www．nids．mod．go．jp /publi-
cation /kiyo /pdf /bulletin_j13－1_2．pdf。

細谷雄一?日欧政治関係と世界秩序?、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press /event /pdfs /eu_r3．pdf。
田中俊郎「日·EU－新し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誕生」、中西輝政、田中俊郎、中井康朗、金子譲『な ぜヨ

ーロッパと手を結ぶのか－「日·欧」新時代の選択』、三田出版会、1996 年、29 頁。
細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NHKブックス、1993 年、195 頁。
西山武彦『欧州の新時代』、サイマル出版会、1992 年、17 頁。
小和田恒『参画から創造へ』、都市出版、1994 年、41－2 頁。
鶴岡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 ― NATOとEUをどのように「使う」か』、http: / /www．nids．mod．go．jp /publi-

cation /kiyo /pdf /bulletin_j13－1_2．pdf。
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91 /h03－1－2．htm［2021－03－

01］。



战略进行响应和配合，日欧关系更多表现为同属西方阵营的盟友关系，而不是真正的

全球伙伴关系。这一阶段，日欧关系处于重构时期，日本对欧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修复

日欧感情，争取欧共体各国对其“复归国际社会”的谅解与支持。双方政治关系发展

缓慢，安全方面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双边关系聚焦在经贸层面，且以摩擦对抗为主。

日本政府将“日美基轴”作为其外交战略基轴，这也深刻影响了其对欧政策。基

于此，美国积极推动日本融入其主导的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但是，西欧对日本重返

国际社会普遍持怀疑和抵制态度，反对日本加入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

案例是英法等国坚决抵制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与斡旋下，日本做

出巨大让步，于 1955 年 9 月加入该机构。同样在美国支持下，1964 年日本加入经合

组织和世界银行，日本政府认为这标志着其终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① 至此，日欧

经济关系才开始加速发展。1968 年，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欧

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日本经济的存在，并将其视为竞争对手。这一时期，日本在日欧贸

易中处于顺差地位，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对日本产品表现出强烈的歧视和敌意，在贸易

谈判中态度非常强硬，因此无论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还是与其成员国的关系，贸易谈

判始终非常棘手，并成为当时日欧关系的焦点。

( 二)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日欧三边协调初具雏形，日欧经贸摩擦升级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日欧经济三足鼎立局面形成，日欧开始谋求国际经济影响

力。日本不时浮现大国冲动，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定位呈现出一体三面的表征，即美

国的合作伙伴、“自由阵营”的一极和“国际国家”，其关键一环是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协

调，即“日美欧三极”合作维护国际经济秩序。② 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第一

次“石油危机”爆发，严重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日欧均对美国维护秩序

的能力产生怀疑，由此萌生了加强国际多边协调的意愿，意欲趁机巩固、提高自身在国

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本外务省提出，鉴于欧洲重要性的提升，日欧

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大，应促使日欧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度和广泛性，全

面发展日欧关系已成为日本自主性外交的重要一环。③ 如何协调双方经济关系、密切

发展同美国的传统关系，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成为日欧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日欧首

脑外交频繁，并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体现了各自“多边自主外交”的战略需求，旨在提

升对美外交权重。1975 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主动邀请日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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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外交青書』、1985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85 /s60－1030305．htm。
外務省『外交青書』、1984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84 /s59－contents．htm。
外務省『外交青書』、1973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73 /s48－contents．htm。



加。日本政府认为，这显示了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终于得到欧洲认可，巩固了其作为

西方发达国家一员的地位。① 美日欧三边协调初具雏形，在此框架下，日欧关系有了

一次重要提升，双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但 70 年代日本在国际协调中所

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经济领域。②

此时日欧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即日本与欧共体关系和日本与欧共体成员国

关系同时存在，前者聚焦经济问题，而后者还带有政治目的，主要体现为日美欧三极合

作构想。1974 年欧共体设立了驻日本代表处，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进入发展阶段，但

是双方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贸易战不断升级，甚至由经济问题演变为复杂的政治问

题。

冷战期间，日欧间的政治对话实质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日欧双方首脑外

交和官僚磋商，也多以解决经济悬案为目的，关注的焦点是贸易和日本市场的开放性

问题。这一阶段，日欧之间显得比较疏远，双边关系相对脆弱，呈现出“竞争多于合

作、摩擦多于协调”的特征。而冷战的终结使得日欧政治关系真正起步，双边关系进

入转折期。

( 三) 20 世纪 90 年代，日欧关系进入转折初期，政治合作开始起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巨变，冷战结束、亚洲经济腾飞、东欧

改革、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开始推进。以战略对立为特征的美苏

两极体制已成为历史，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位置时的权重上升，这使得国力结构

以经济和技术见长的日欧处于有利位置。双方都不再满足于仅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而

是谋求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将经济影响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进而全方位塑

造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日欧双边关系进入转折初期，从“对立摩擦”向“对话合作”方

向转变，从单一经济转向政治、安全领域，从西方盟友向全面伙伴关系转变。

日本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最为繁荣、对世界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十年后，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急剧膨胀，各界不满足于在国际秩序中只扮演经济大国角色，主张积极

参与政治、安全领域的国际协调，增加国际责任，谋求成为世界一极。1990 年，外务省

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变动的 90 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一文中提出日美欧构建

“三极体制”。③ 就此，1991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日本现在处于影响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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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外交青書』、1985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85 /s60－1030305．htm。
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91 /h03－1－2．htm。
栗山尚一「激動の90 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ヘ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外

交フォーラム』1990 年 5 月号。



秩序构建的关键位置，日本不仅要努力确保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而且要在国际政治及

安全领域发挥重要影响。① 同时，日本政府认识到，欧共体不仅对国际经济具有重要

影响，它在安全方面也日渐活跃，将是塑造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日本需充分

认识到其在构筑新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而且日本将此时东欧改革看作改变世界整体

秩序的契机从而积极参与东欧重建。当时欧洲和北美等地经济区域化潮流使日本产

生一种孤立感。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日本开始立足于国际秩序调整的角度谋求强化

相对薄弱的日欧关系。②

基于此，日本制定了新欧洲战略，积极推广日美欧三极主导国际秩序的理念，加强

与欧对话与协调，谋求密切双边经济、政治和安全综合性关系。1990 年时任首相海部

俊树访欧时强调，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加强日欧合作。小和田恒从“三

极主义”思想出发，呼吁强化日欧关系。③ 1991 年，日欧发表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关于日本国和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关系的共同宣言》( 《海牙宣言》) ，强调双方共

享自由、民主、法治价值观，应为构筑新国际秩序做贡献，并将日欧首脑会谈制度化。④

这为日欧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由经贸为主开始转向全面发展。⑤ 与此同时，日

欧安全关系也开始起步。2000 年时任外相河野洋平访欧，发表政策演说《日欧合作的

新纪元: 新千年伙伴关系》。他指出，日欧应努力构建以民主和人权为普遍价值观的

21 世纪新国际秩序，加强政治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⑥ 这意味着日本新千年对

欧政策的重点放在政治合作上，已完全从全球角度定义对欧关系。

随着其一体化的推进，欧盟迫切希望利用冷战终结红利扩大全球和地区影响力。

同时，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对欧洲的经贸压力有所减小; 亚洲经济腾飞，欧盟开始

关注亚洲，并制定《新亚洲战略》。欧盟担心在亚太地区被美日中边缘化，希望借助日

本在该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因此欧盟对日政策也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不再仅关注市

场开放问题，而是将对日政策的视角更多转向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层面上。⑦ 这表

明欧洲对日政策由过去的问题解决型向政策导向型转变。在日欧各自新战略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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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1991 /h0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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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00 年 1 月 13 日、https: / /worldjpn．grips．ac．jp /documents / texts /exdfam /20000113．S1J．html。
潘德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日欧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52 页。



下，双边合作视角由过去偏重经济问题，逐步转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

等问题的对话与合作，日欧关系日益成熟。

( 四) 21 世纪，日欧关系全面转型，政治合作全面展开

20 世纪 90 年代，日欧双方都认识到需全方位加强双边关系，但是更多停留在口

头层面，进入 21 世纪后，双方的战略需求进一步上升。欧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并更加关注亚洲。日本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将欧洲视为与其共同维

护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日本 21 世纪初的《外交蓝皮书》一再强调: 日本需为维护这

一体系和秩序做出贡献; 欧盟对于国际规则的制定及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大的

影响力，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 推进与欧盟的广泛合作，构筑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对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极其重要。① 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进一

步刺激了欧盟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意愿，此时美欧关系出现裂痕，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加

强欧日关系的呼声。

基于此，2001 年日欧召开第十次首脑会议，通过标志性文件《塑造我们共同的未

来: 日欧联合行动计划》，强调以促进和平与安全、加强经贸联系、共同应对全球性和

社会性问题以及人员和文化交流为合作重点。② 此后，日欧建立了多渠道、多层次的

政治、战略对话，推动双边合作从政治对话转向加强行动上来，2003 年双方确立“战略

伙伴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欧双向政策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

型变化，从被动应对具体问题，到主动制定政策加强合作，再到从战略高度相互认可与

借重。在转变过程中，双边关系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深化、高度也在提升，逐步由

冷战期间的西方阵营同伴到冷战后的全球伙伴关系再到当下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

边关系不断成熟、日趋完善。

二 近年来日欧战略接近态势

近年来，在国际秩序变动下，日本和欧洲都越来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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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双边关系，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①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 、日

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SPA) 和日欧《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相继签署，成

为当下日欧战略合作的“三大支柱”。日英关系亦取得重要进展，不仅签署经济伙伴

协定( EPA) ，也迅速推进了政治与安全合作。

( 一) 日欧“三大支柱”建设: 经济、安全与互联互通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欧盟认为，美国意在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 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TTIP) 为基本架构绕开世贸组织构建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为避免自身被边缘化，欧盟将日欧 EPA 作为连接 TTIP 与 TPP 的中间环节，谋

求重构美日欧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② 日本将日欧 EPA 看作由 TPP、ＲCEP、中日韩

FTA 和日欧 EPA 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一环，谋求借此影响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2013 年，为全面强化日欧关系，双方就 EPA 和 SPA 展开谈判。这标志着日欧新型战

略互惠关系踏出第一步。日欧产业界认为日欧 EPA 将有助于推动双方经济增长，对

此期待很高。③ 但因分歧过大，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直到 2017 年，在国际形势的冲击

下，日欧均显示出合作诚意，就相关协议的关键环节达成重要共识。

首先，以 EPA 为先导打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7 年以来，国际秩序备受冲击。

对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的日欧来说，为应对现实挑战，客观上需加强与价值观相

同伙伴的合作，强烈希望早日就 EPA 和 SPA 达成一致。④对日本来说，美国退出 TPP

后，日欧 EPA 与 CPTPP 的达成成为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并得到最高决策

层支持。⑤ 美国搁置 TTIP 同样提高了日欧 EPA 在欧盟外交战略中的位置。双方于

2017 年 7 月达成原则协议，12 月完成谈判，2018 年 7 月完成签署。日欧 EPA 是双方

对外发出的强有力信号，反对贸易保护和单边行动，支持自由开放和多边主义。⑥ 正

如安倍所指出的，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之时缔结 EPA，标志着日欧作为自由贸易旗手

主动站出来。⑦ 双方对此给予厚望，力图借此实现各自战略目标，即借助 EPA 寻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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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 EU 関係」、『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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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は可能か』、http: / /www2．jiia．or．jp /pdf / strategic_annual_report / 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
「欧州連結性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基調講演」、2019 年 9 月 27 日、https: / /www．kantei． go． jp / jp /98_a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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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动能，以应对内外危机，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

作为新近生效最现代和最全面的协定之一，日欧 EPA 涵盖商品、服务、知识产权、

投资、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它虽为双边协定，但由于其某些条款

包含多边限制，对日本和欧盟与全球的贸易皆有影响。目前日欧贸易额较小，①鉴于

日欧与第三方贸易量巨大，因此将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在国际贸易

中规模因素颇为重要，当两个大型经济体签署贸易协定时，会通过国际贸易结构的隐

性变化和新规则应用影响他国，而这些新规则或将激励其仿效与跟进。因此，日欧

EPA 将对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或将“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基准”。② 原

本日欧 EPA 在日本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仅是其中一环，在欧盟的经贸战略排位中

也在 TTIP 之后，但是在美国退出 TPP、搁置 TTIP 的背景下，双方都赋予 EPA 战略意

义，积极推动其达成成为最符合双方的替代方案。这充分表明双方意欲联手在秩序变

革期抢占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先机。

其次，以 SPA 为框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和欧盟不仅在经济方面积极合作，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相互借重。日欧 EPA 谈判之时，也就 SPA 相关事宜进行磋商。

双方考虑通过 SPA 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并于 2017 年 7 月达成原则性协议，与 EPA

同日签署。SPA 是立足长远、范围宽泛的战略合作框架。从内容上来看，SPA 包罗万

象，可开展各种层次的协商，就共同关心的各类议题联合行动，目前协议列举了 40 个

领域，从宇宙到海洋、从裁军到反恐，几乎涵盖所有方面，③包括政治和区域对话、促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相关规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④

值得注意的是，SPA 是具有明确价值观导向的战略合作框架。它以民主、法治、人

权和基本自由为代表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安倍认为，这些共享价值观使得日

欧蕴含着巨大合作潜力。欧盟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说，“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创造欧盟

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全面方针’与日本在中东和亚洲的‘人类安全’概念的协同对

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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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o D’Ambrogio，“Japan and Prospects for Closer EU Ties，”European Parliamentary Ｒesearch Service
( EPＲS) ，October 2017，p．6．

Axel Berkofsky，“The EU－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 SPA) —Ｒesponding to the Crisis of the Lib-
eral World Order，”Bertelsmann Stiftung Asia Policy Brief，December 2017，p．5．



此外，SPA 还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为加深日欧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

法律保证，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例

如环境与气候变化、发展政策、救灾以及安全政策等。① 日本政府认为，日欧 SPA 是双

方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条约，意义极为重大。②

最后，以互联互通为依托拓展合作“新边疆”。随着亚洲经济崛起，无论是域内的

日本还是域外的欧盟都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在欧盟看来，其与亚洲的关系具有全球

意义，可成为以合作方式处理世界政治、全球稳定和区域经济繁荣的典范，今后将致力

于推动与亚洲建立一种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③ 基于以上考虑，2018

年欧盟出台了《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 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政策

文件) 。日本既与其共享基本价值观，又是亚洲首屈一指具备互联互通性的国家，因

此欧盟选择日本作为战略合作伙伴。2019 年 9 月，日欧签署了《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协议》。

从互联互通协议涵盖领域和涉及地域来看，它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协议涵

盖了从运输到数字产业等多个领域，双方呼吁在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和环境方面建

立可持续性的高标准，④共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此外，双方领

导人强调互联互通合作并不局限于日本和欧盟，双方还应加强在西巴尔干和印太等地

推进合作。⑤ 近年来，日本一直谋求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日欧在印太地区进一步合作的首要领域，⑥双方意欲以此为依托不断拓展合作

“新边疆”。

互联互通协议与 EPA 和 SPA 遥相呼应，产生联动效应。双方都对该协议寄予厚

望。安倍高度评价了日欧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宣称这是双方基于 EPA 和 SPA 展开合

16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Natural Partners? Europe Japa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Elcano Policy Paper，November 2018，ht-
tp: / /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 /wps /wcm /connect /e1b07fbd－ac5f－ 4d8d－874c－1fe1b7ff1892 /Policy－Paper－ 2018－
Natural－Partners－Europe－Japan－security－ Indo－Pacific． pdf? MOD = AJPEＲES＆CACHEID = e1b07fbd－ac5f － 4d8d－
874c－1fe1b7ff1892．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2020 /pdf /pdfs /2_4．pdf。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26 September 2019，https: / / eeas．euro-

pa． eu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 homepage _ en /50699 /Connecting% 20Europe% 20＆% 20Asia: % 20The% 20EU%
20Strategy．

Marie Sderberg，“Connectivity and Infrastructure: Can the EU－Japan Partnership Make a Difference?”ht-
tp: / /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 /wps /portal / rielcano_en /contenido? WCM_GLOBAL_CONTEXT = /elcano /elcano_in /
zonas_in /commentary－soderberg－connectivity－and－infrastructure－can－eu－japan－partnership－make－difference．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0 年、https: / /www．mofa．go．jp /mofaj /gaiko /bluebook /2020 /pdf /pdfs /2_4．pdf。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 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

対応』、https: / /www．jiia．or．jp / strategic_comment /pdf /StrategicAnnualＲeport2020jp．pdf。



作的具体表现。① 实际上，SPA 的第一次联合委员会确认，将在可持续的互联互通及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相关问题上展开合作。② 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互联互通

协议标志着欧盟与日本在拒绝保护主义、拥抱开放并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方

面的合作。③

( 二) 印太成为日欧合作的战略舞台

日欧均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海洋是全球贸易大动脉，对日欧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当前，海洋成为日欧“维护国际秩序”的战略要地。随着国际权力的转移，印太地区正

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目前该地区是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欧洲互联

互通愿景、美国“印太战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向东看”政策的交汇点，因

此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舞台。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围绕印太秩序的构建充满

竞争。

对欧洲而言，欧洲及其周边均受到印太地区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发展态势的影

响。但在战后很长时间，欧洲对这一地区没有强烈兴趣，因该地涉及英联邦国家以及

法国专属经济区，所以印太事务在欧洲主要表现为英法问题。当日美提出“印太”概

念时，欧洲原本并不关心。随着权力政治回归以及国际秩序进入变革期，欧盟认识到，

其安全及全球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投射，该地区走向对重塑

国际秩序影响重大，印太秩序已成为未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的基

石。④ 欧盟必须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大国博弈，否则将被边缘化。观念转变之后，欧洲

各国相继发布印太战略。2019 年 5 月，法国国防部发布《法国印太防务战略》，谋求加

深与区域主要伙伴( 美、澳、印、日) 和欧洲伙伴的合作。⑤ 2020 年 9 月，德国通过《印

度－太平洋地区政策指南》。2020 年 11 月，荷兰也发布其印太战略。目前，三国成为

欧盟制定欧洲印太战略的中心。然而，欧盟层面的印太战略尚不明确，成员国制定的

战略也各不相同。

为了维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欧洲选择了日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欧在印太地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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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范围内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另一方面是日本具备强大经济实力以及外交和

安全潜力。印太海上通道安全和力量平衡成为日欧在该地区的两大共同战略目标。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建立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及航行自由对日欧至

关重要，①在日欧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维护印太的权力平衡，并将其战略

意图贯彻于双方在该地区的合作中。鉴于海上安全是日欧印太合作的重心，双方均积

极推进该地区可持续互联互通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②

日欧 EPA 与 SPA 生效后，两者成为推动日欧关系新发展的法律基础。③ 自此，日

欧“蜜月期”开启，具体表现为双方快速推进经济、安全与互联互通“三大支柱”建设:

以 EPA 为先导打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 SPA 为框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以互联互

通为依托拓展合作“新边疆”。“三大支柱”高度关联，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构建了未

来双方战略合作的“宏伟蓝图”。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EPA 不仅规定了双方经贸合

作具体领域和方式，且将影响外溢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使其上升至战略高度; SPA 则

为双方战略合作的广泛性和长远性“保驾护航”; 而互联互通则是双方 EPA 和 SPA 合

作的具体抓手，从而避免战略合作成为“空中楼阁”。随着印太成为大国博弈的“权力

场”，日本与欧盟、欧洲传统大国将该地区视为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关键舞台。此外，在

日欧关系步入“蜜月期”时，日本与脱欧进程中英国的关系不断加强，丝毫不逊于日欧

关系的发展。日英合作进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双方以日欧 EPA 为参照，签订了日英

EPA，为日英经济合作开辟新道路。第二，正式脱欧前，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使其无

法在经济问题上自由行动，但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不乏与日本接触的自由，因此双方

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合作重点正在从贸易向军事领域扩展。④

三 日本对欧战略接近动因

日本与欧洲战略接近，与二者对国际秩序变革及自我角色的全面认知与理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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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关。在这一重要秩序变革期，日本政府提出，必须与各国加强合作，发挥比以往

更大的作用，①与欧洲合作有必要更进一步。② 鉴于此，近年来日本对欧综合需求度显

著提升。

( 一) 日本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认知

日本战略界一致认为，以自由、人权、法治等为基本价值的国际秩序不断受到挑

战，现行秩序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③ 为形成对己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世界主要

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角逐日益激烈。④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

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美国优先”进一步加剧该秩序的动摇，内外危

机下“苦恼”的欧洲面临新选择，而“夹缝”中的日本亦正重构对外战略。

第一，新兴国家崛起冲击“自由国际秩序”。在日本战略界看来，进入 21 世纪，以

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从而引发国际权力转移，⑤力

量之变使发达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逐渐瓦解，这无疑破坏了现行国际秩序，新兴国家正

在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秩序战”。⑥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秩序战”，日本

政策智库 PHP 研究所专门成立“新世界秩序研究会”，就当前国际秩序重组的本质及

日本的对策进行全面探讨。该机构发布名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与再生》研究

报告指出，中国日益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最大挑战者，其经济发展和军力

增长超出国际社会预期，且今后力量将继续增长，虽难以与美国直接对抗，但至少在地

区层面具备了与之抗衡的能力。⑦ 日本政府对此持相似立场，近年来特别关注中国的

动向，其《外交蓝皮书》反复提及“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强化且缺乏透明性，不断尝试单

方面改变现状”。⑧ 另据日本知名安全智库防卫研究所分析，中国已确立“全球大国”

自我定位，并将有效提升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秩序战略的两大核心。⑨ 正如日本防卫

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所言，中国变得过度自信，开始放弃“韬光养晦”路线，对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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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高压姿态，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① 同时，中国也对制定国际

制度、影响国际秩序表现出极大热情，尝试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制度力量，不断扩大在现

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增创自身主导的新制度。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虽未直接否定“自由国际秩序”，但却通过“创造性破坏”挑战了该秩序。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将中俄两国定位为所谓“威权”国家。2018 年《防卫计划大

纲》称，中俄是试图改变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竞争对手，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

的，包括军事现代化、海上领域胁迫及对国际体系、规则和规范的单方面挑战。③ 如同

日本外务省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19 年战略报告》所提出的那样，两国拒绝接受

既有国际规则和体系，正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从而创建有利于“威权”的国际环

境。④ 正如伊肯伯里所言，中国崛起颠覆了战后美日欧基于压倒性力量主导国际秩序

的大前提，中国很可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但美欧日实力的下降将限制

它们支持和捍卫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能力。⑤ 此外，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国际

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中国通过迅速控制

疫情，较快恢复经济并实现正增长。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表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

济体的时机将提前，2028 年中国 GDP 将超过美国。⑥ 因此，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成

为日本各界持续关注的问题。⑦

第二，“美国优先”加剧秩序巨变。二战后，日本和西欧作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

伴，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腹地，日欧安全与繁荣同这一秩序紧密相连。⑧

“自由国际秩序”的动摇不仅源于实力变化带来的冲击，亦来自西方国家内部对

“自由主义”信仰的质疑与批评，这种社会思潮已左右国内政局，并影响其对外战略。

这是日本学界与政界较为一致的意见，并对此充满忧虑。日本国际政治学代表性人物

中西宽认为，当下全球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幻灭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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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深刻影响着各自对外政策。特朗普政府 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批评了对

“自由主义”的乐观论调，该文件将“美国优先”思潮正当化。① 日本《外交蓝皮书》指

出，全球化的发展直接冲击了美国国内以白人蓝领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导致民粹主

义兴起、内向性加强和保守化抬头，②“自由国际秩序”成为其攻击对象，主要表现为内

反精英和建制，外反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这直接导致了特朗普政权诞生及“美国优

先”政策出台，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质疑“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推行贸易保护和

单边政策，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并向日欧等传统盟友施加压力，企图

按己方意愿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机

制，还导致了美日同盟战略互信受损以及美欧关系恶化。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

目前对日欧来说，在安全上并不存在与美结盟之外的选择，③特朗普政府严重缺乏维

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责任，尤其是其基于交易逻辑片面衡量盟友贡献，因此日本

担心这可能会削弱日美同盟中的战略互信。④

日本学者认为，近年来美欧关系尤其是美德关系紧张，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欧峰会

难以举行。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特朗普轻视北约，一方面指责欧洲防卫费用负担过轻，

另一方面却未明确对北约核心防卫条款的承诺。有鉴于此，小林正英指出，欧盟主要

国家特别是法德，对美欧关系的信心减弱，因此更加积极谋划战略自主，启动了永久性

结构合作( PESCO) 联合防务机制，以协调各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投资和行动。⑤ 在经

贸领域，美国摆出不惜与欧盟进行关税战、贸易战的姿态。小久保康之认识到，在有着

传统盟友关系的美欧之间，过去也存在着诸多对立和冲突，但这种新局面却是二战后

从未遇到的状况。欧盟不得不在继续维持与美棘手局面的同时，另外寻找合作伙

伴。⑥

拜登政府上台后，主张回归国际协调，力图重振同盟关系，加强维护国内民主，推

动“自由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积极应对各种跨国挑战，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

导能力。然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其能否恢复并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是

否能有效修复美国国内裂痕，消解选民对全球化的疑虑。尽管拜登胜选受到欧日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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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欢迎，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美国大选结果发表讲话时充分肯定了美国对德国和欧

洲的价值。不过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警告说:“美国的盟国感觉像是从噩梦

中醒来了，但时钟并不能回到 2015 年重新来过。”①欧日亦认识到，拜登彻底改变特朗

普政策的空间有限，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

护政策的主要原因。② 日本主流媒体，无论是《朝日新闻》还是《读卖新闻》都对拜登

治下的美国是否能够主导国际协调、重建国际秩序充满疑虑。有观点认为包括日本和

欧洲的各国领导人需做好心理准备，仰仗某一特定大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③

另有观点认为美国的衰落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中暴露无遗，但这绝非特朗普一人所

致。④

第三，欧洲面临新的政策选择。日本学界主流如何看待现实中的欧洲? 这可从日

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国际问题》组织的专题中一窥端倪: 2015 年专题

的主题是“动摇的欧洲”，2017 为“苦恼的欧洲”，2019 年则是“混乱的欧洲”。其中，

“苦恼的欧洲”被提及的次数最多。⑤ 现阶段，欧洲的“苦恼”主要表现在国家内部、欧

盟成员国( 包括英国) 之间以及欧美关系上，三者交互影响。日本战略界对欧洲保守

性和内向性的增强极为关注，对欧洲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判特别担忧。近年来，日

本的《外交蓝皮书》、智库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对此多有提及。

与美国相似，冷战后贸易与相互依赖的深化并未有效提升欧洲多数国民的收入和

生活水平，欧洲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从事的产业日益空洞化，中产阶级的

规模不断缩小，中下层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挫败感和不满情绪上升，民粹主义和保守主

义方兴未艾。⑥ 这也意味着欧洲民众对“自由主义”的幻灭和批判。与民粹主义相关

的反建制、反精英、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兴起。⑦ 与之相关联，进

入 21 世纪，欧洲接连经历金融危机、难民问题、极右势力崛起以及英国脱欧等严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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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更为令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这些危机，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国内民主政

治的动摇，另一方面昭示着欧洲在国际上的内向化转变。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的民

粹主义仍将持续，即使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党派上台执政，民粹主义也仍将发挥重

要影响。民粹主义泛滥及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抨击，损害了该秩序的向心力，弱化

了对秩序外围国家的吸引力，最终削弱了维护秩序的领导能力、政治基础和社会根

基。①

战后，德国等欧洲国家，一直生活在美国支持的欧盟、北约等多国间的经济、政治、

安全网络中，特朗普政府否定多边主义，这触及欧盟生存的根基。此外，在欧盟内部，

成员国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单边主义挑战以及欧美关系也有矛盾和对立。欧洲虽然欢

迎拜登上台，但主流意见认为不能对美国新政权寄予太大希望。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

的，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体现了美国外交传统中浓厚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色彩，即使特

朗普下台，其路线也将持续很长时间。② 上述三重危机表明，“苦恼”的欧洲面临艰难

战略选择，亟须探寻新的外交方向。

第四，“夹缝”中的日本重构对外战略。日本战略界已形成如下共识: 中美关系走

向事关国际秩序变革全局，中美对抗结构固化、对立加剧，引发国际秩序持续动荡。例

如，田中明彦指出，在后冷战秩序出现动摇的背景下，美国已明确将中国作为其需面对

的最大课题。③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判断，中美对抗既是地缘政治竞争，又是结构性博

弈，这一对立已呈多方面扩大态势，难以解决。此外，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转型原因的认

知分歧加剧了该冲突。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最近的活动是“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而中国则认为，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试图通过“不适

当的压力”来遏制中国的合法发展。这种认知差异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不信任，使两国

的对抗难以缓和。④

根据日方判断，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业已形成，呈现出典型的“崛

起国”与“守成国”的复杂竞合关系。2019 年 12 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一篇重要外

交政策演说中表示，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其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他提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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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不乏争议，人类也不应陷入“崛起国 与“守成国”之间霸权斗争

不可避免的历史决定论，但在国际关系史上，因大国对立而引发的权力转移却反复出

现。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 年战略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标志

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向。目前，美国政府、国会和精英阶层形成了超党派共识，即

中国已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② 该所《2020 年战略报告》对这一立场进行了

再次确认，并预测拜登政府对华强硬态度不会改变，两国对抗和战略竞争将加剧，并在

各个领域展开，这使得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③ PHP 智

库预测，今后国际秩序或许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与中国主导的“威权”秩序并

存。④

日本战略界关注中美战略博弈的着眼点在于处于“夹缝”中的日本将何去何从。

在中美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之时，日欧俄也积极参与其中，东亚和西太平洋则是双方

争夺的关键地区，而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正处于“秩序战”的最前沿。美国之于日本

安全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之于日本经济也具有不可或缺性，正如笹川和平财团首席

研究员渡部恒雄指出的，中国的军力大幅提升，具有逆转美国的趋势，这是日本安保噩

梦，但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经济来说，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是其另一个无法承受之

重。⑤ 国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日本则处于对峙夹缝中，急需基于大局观的智慧。日本国

际问题研究所清醒认识到，中美竞争使中国接近日本，这有利于中日关系一时改善。

然而，如果美国加大对日施压，要求与美对华政策保持一致，日本将面临选择困境。⑥

田中明彦和中西宽持相似立场，随着美中“新冷战”加剧，日本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⑦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际秩序和平转变这条路越来越窄，如不及时应对，对日本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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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变大，甚至可能使日本失去目前的和平与繁荣。① 鉴于此，日本必须未雨绸缪，追

求“有志向的现实主义”，鉴于美国的“不可靠性”，不应将国际秩序的“运营”完全交

于美国，而应谋划建立可以“容忍”美国不确定性的国际秩序框架，积极摸索在现实制

约下可能实现的国际秩序形式和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的应有状态。②

此外，日本知识界认为新冠疫情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细谷雄一甚至认

为，始于西班牙流感的美式和平或许会终结于新冠疫情。如果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呈

长期化，那么日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日美同盟，③加强其在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④ 在

美中进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日同盟加上日中磋商，这个基本架构很重要，不能让美

中战争成为一个选项，因为日本必将受其牵连，鉴于此，日欧必须联合发挥斡旋作

用。⑤

( 二) 日本与欧洲的相互战略定位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日本认为其必须采取战略主动，与共享价值和规范的国家进

行沟通协调。欧洲作为“自由民主”发源地，是日本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意图与之联

手构筑“第三极”; 欧洲同样面临秩序动摇带来的冲击及其内部诸多挑战，也在寻找域

外合作力量，对欧盟以及欧洲传统大国英法德而言，日本亦是优质合作伙伴。

其一，日本与欧盟的相互战略定位。当下，日本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守住成果，包括

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确保自身在基础科学和新兴技

术领域的竞争力。⑥ 中西宽认为，变局下国际秩序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将回归权力政

治，日本缺乏决定国际秩序根本走向的实力，无力独自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但其

战略选择亦将对国际秩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⑦ 除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加强与其他国

家的安全合作同样符合日本利益。⑧ 鉴于特殊国情，日本在对外军事能力运用方面不

及美中等国，因此谋求建立基于规则且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通过多边机构、规则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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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来限制或约束权力。

总体而言，欧盟在日本外交战略中越来越重要，原因可简单分为四方面: 第一，欧

盟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欧盟是一支重要的“规范性”力量; 第三，欧盟与日

本共享基本价值观; 第四，在当今形势下，欧盟也有接近日本的主观意愿。例如，日本

《外交蓝皮书》指出，欧盟在外交、安保、经济、金融等广泛领域都采取了共同政策，通

过联合国安理会、G7、G20、WTO 等主要国际框架，在国际规范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欧盟既是“自由民主”势力，也是一支重要规范性

力量，是日本罕见的合作伙伴。②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欧洲定位为重要战略合

作伙伴，与本国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原则，③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以及“维护

和支持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坚定承诺”。④ 安倍在多个场合强调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

均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大国”。⑤ 日本学者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重视国际协调和

规范性外交的欧盟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⑥ 因此，日本愈发需要充分利用欧洲力量与

其共同前进。⑦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中美霸权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暴发促

使欧洲对外战略发生变化，其将注意力转向全球，日本应抓住机会加强双方战略伙伴

关系，通过规则寻求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成为规则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进而创建必要

的秩序。⑧

中美主导权之战，不仅存在于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还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尤其

是围绕 5G 之争，欧洲也被卷入其中。⑨ 鉴于此，欧洲需要在国际秩序重组中寻求定

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主张，随着美国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而中国等新对手

以日益增强的自信站在世界舞台上，欧盟需要学会像一个地缘政治大国那样思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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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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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 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

対応』、https: / /www．jiia．or．jp / strategic_comment /pdf /StrategicAnnualＲeport2020jp．pdf。
田中俊郎「EUと中国 EUはどう中国と向かい合おうとしているのか」、『国際問題』第 691 号、2020 年

5 月、35 頁。



则可能不会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参与者，而是大国争夺权力和荣誉的棋盘。① 欧盟及其

成员国自 2016 年以来遭受巨大国际政治冲击，首当其冲的是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泛滥

及特朗普执政给欧美关系和多边合作带来的挑战。而欧盟也亟须在域外寻找“志同

道合”且具有实力的伙伴，一为加强欧盟各国团结，二是彰显英国脱欧后欧盟仍是国

际社会的重要力量，三是共同抵抗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在积极调整自身外交战略的同

时，欧盟将目标锁定为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的日本，其外交战略的当务之急是加

强与日本的全方位合作。②

日本和欧洲的重要战略共识体现为，无论哪一方都难以单独承担全球领导权，在

国际秩序动摇之时，二者意图在规则而非权力的基础上寻求深化合作，采取切实行动

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③

其二，日本与欧洲传统大国英法德的相互战略定位。在英国脱欧以及英美合作不

畅情况下，日本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全球英国”战略框架下，英

国正致力于同其他国家积极接触，旨在表明脱欧后的英国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同

时，英国亦认识到，印太地区安全仅靠美国很难实现，因此主张与日本合作，以减轻美

国负担。因此，寻求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业已成为英国重要的外交选择。英

国政界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并致力于维护这一体系。正如其国防

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所称，只说出来不行，必须采取实际行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

序，英军将与日本进行联合陆基演习则是其行动之一。④ 基于这一战略考量，英国将

日本视为护持秩序的关键支柱，将日本视为“天然”的合作伙伴，也是印太地区维护该

体系的“最佳”角色。正如日英在第三次 2+2 联合声明中所确认的那样，两国全球战

略伙伴关系“以共同战略利益和基本价值观为基础，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体系”。⑤ 基于此，在第四次 2+2 会谈中，双方商定为建立后新冠时代的新国际秩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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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①

对日本来说，英国脱欧使法国作为战略伙伴的价值陡升。英国离开欧盟，意味着

日本失去了进入欧盟的主要门户，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伙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

国国会演讲中对“自由国际秩序”动摇深表忧虑。② 同时，法国亦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安

全环境表示强烈关切，担心出现难以预测的多重危机，③力图借助更为可靠的双边和

多边伙伴关系来更好地履行使命，而日本则是“天然”盟友。法国认为，日本与自身有

着相同价值观，两国均为区域性海上大国，这意味着二者在确保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

方面具有共同利益。④ 2019 年的“日法合作路线图”重申了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

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并寻求进一步发展这种特殊的伙伴关系。⑤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核大国、美国的亲密盟友和印太地区的“常驻国”，法国也是日本的首选

伙伴。日法安全合作的扩大得益于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 日本全力推动战略伙伴关系

多样化，以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并对冲“中国挑战”; 法国重燃提升国际领导地位和扩大

在亚洲安全承诺的兴趣，希望被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国印太战略的某种契

合，为发展双边安全合作提供了新动力。

在日本决策层看来，尽管德国是一个以欧洲地区为外交重点的陆权国家，但其更

是欧盟的领导者、日欧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和多边主义的有力倡导者。促使德国对印太

地区更感兴趣，将有助于推动欧洲多边机构更积极、广泛地参与进来。日本通过对德

接近，使欧洲各国更多参与印太事务，同时展示其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形象。对

此，德国做出积极回应。2018 年，德国外长马斯提出“多边主义联盟”战略，致力于加

强“自由国际秩序”，对抗大国竞争造成的不稳定趋势。⑥ 2019 年，默克尔总理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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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安倍表态将两国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

世界繁荣，默克尔做出积极回应，称两国同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旗

手”，可在双边和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①

日欧战略精英认为，日欧面临相似困境，即权力政治已然复苏，中国崛起与美国单

边主义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与之相对，作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国

家”的日欧均系“自由国际秩序”受益者，有意愿谋求维护其稳定，并力图在秩序变革

期将自身利益渗透其中，制定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规则。另外，二者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与相互定位也比较相似，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巨人”积极发挥作用，但参与国际权力博

弈的能力亟待提升。据此，日欧战略界认识到，它们正处于围绕国际秩序展开的斗争

即“秩序战”之中且难以独善其身，为避免被边缘化，有必要携手重塑国际新秩序。

四 日欧战略接近的特质

从日欧战略接近的强劲势头观之，双方合作已突破单一领域，向全方位发展，呈现

出战略性借重之势，表露出维护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雄心”。日欧在战略接近过

程中旨在使用规则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同时防范中国对

国际秩序的冲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并突出价值观的工具属性。

( 一) 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

日欧均担心美国偏离多边主义，因此，双方战略接近的重要考量之一是防止美国

“离开”。加强接触既有助于规避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风险，也可形成某种激励机制，

帮助美国重新领导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重建对美信心，支持美国领导，分担

美国负担，进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双方战略接近的考量之一。尽管日欧对美近

年来轻视同盟和多边的做法表示失望并心存不满，但是二者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其安全

及“自由国际秩序”完整性和稳定性依旧至关重要。② 因此，日欧必须积极推动美国充

分参与国际秩序重塑，既不乐见美国失败，更不愿美国“离开”。鉴于此，日英法德仍

将美国视为重要战略盟友，尚未有迹象表明它们有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日本强调愿

与其他国家共同维系国际秩序，不仅推动欧美接触，而且敦促欧洲慎言脱离美国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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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根本原则是不能让更紧密的日欧关系看起来是把美国排除在外。① 正如 2018

年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表示的:“美国将继续在维护和发展以法

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分担负担与合作来帮

助美国，从这个角度看，日欧合作极为重要。”②

此外，日欧接近也有利于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欧有效合作将使美国的同盟体

系得到加强，二者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有助于吸引其他“自由民主”

国家参与，从而向美国传递强烈信号，存在一个支持美国且广泛合作的联盟，可激励美

国采取行动向“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施加更大压力，并赋予其更大合法性。同时，

日欧合作有助于分担美国的责任，为美国减负，使其腾出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用

于维护该秩序。

日欧均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其盟国采取更多行动，但它自己变得更加内向。

在此情况下，尽管日欧仍高度认可美国的作用与能力，但对美国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是

对其是否仍是可靠盟友感到怀疑。正如默克尔所言，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

束。③ 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的报告也指出，日本和德国不确定美国是否仍有意

愿为两国提供一个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以换取两国成为其亲密盟友和“自由国际秩

序”的关键支柱。④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冲美国“离开”的风险，除试图说服美

国坚持其传统承诺外，日欧愈发坚定提升战略自主信念，并对外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同

时用制度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因此，日欧近年来进行了相应的外交战略调整。例

如，法德等国强调“战略自主”举措，在欧洲引发广泛共鸣。2014 年 4 月，安倍解禁了

“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三原则”，先后与英、法、德、意缔结“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

议”，并与英法框定具体合作项目。因此，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迅速成为日本与欧洲，

特别是英法等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支点，扩大了日欧政治和安全参与的范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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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双方的战略自主性，①既能减少对美技术依赖，又有助于防卫能力创新。

( 二) 防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

日本将中国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既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对

国际秩序物质层面的冲击，也警惕中国发展模式和体制对其价值层面的挑战。例如，

日本认为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并在东海和南海采取“改变现状”的行

动。② 同时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影响力，“搅乱”了国际秩序。基于此，日本国际问题

研究所提出，日本为维护国际秩序，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中国崛起及相伴

而生的国际规则的变更进行现实回应。③

与此同时，日本愈发担心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制度战略。PHP 智库认为，冷战后，

俄罗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宣告失败，与此相反，中国在“威权体制”下创造了经

济发展奇迹，这是“自由国际秩序”退潮的主要原因。④ 日方学者认为，中国通过 2008

年金融危机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优势。⑤ 此外，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防控不力，

更加凸显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 2020 年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西方的消失”成为议题，日本对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欧美国家日益衰落表示担忧。⑥

日本难以阻止中国崛起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因素则成为其拉拢所谓“自由民

主”国家对华施压的有利工具。冷战后，日本外交重大变化之一是开始凸显价值观因

素，谋划价值观外交，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对抗“威权国家”的“修正主义”和国

际社会对该体制的“绥靖主义”。为凸显与中国的差异，日本高调宣扬自己属于“成熟

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以此为名号拉拢欧洲。日本在国际社会大肆强调:“中国不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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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共享自由价值，无视国际规则，尝试改变现状”。①

日本警惕中欧关系发展，高度关注欧洲对华态度变化，其舆论倾向于批判“欧洲

对中国太姑息了”。② 随着欧洲多国参与中国主导的国际框架，如欧盟成员国近半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英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日本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提高其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对欧洲国家实行各个击破战略。日本对此非

常忧虑，因此在对欧外交中一直坚持强调彼此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中国是“威权”国

家，旨在拉近与欧关系的同时，“他者化”中国。基于这一逻辑，日本非常关注欧洲对

中国态度变化，伺机谋求加强与欧洲关系。

2016 年以来，欧洲对华认知负面因素增多，如德国出现了担心经济安全的讨论，

法国对南海局势深表关切。③ 2016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对中国发出警告。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展开对欧外交，寻求与欧盟和欧洲大国合

作，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建设。虽然其互联互通协议未提及中国，但明显带有对冲

“一带一路”的考量。2019 年 3 月，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政策文件，将中国

定位为体制竞争对手( Systemic Ｒival) 。④ 随着欧洲特别是北约内部，对中国越来越警

惕，这无疑为日欧合作创造更多机会。日本趁机拉拢欧洲介入印太事务，共建印太海

上秩序，推动南海和东海问题国际化，企图威慑和约束中国行为。

( 三) 强调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视价值观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以往相比，基于规则维持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对于日欧

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国际政治竞争不仅是军事能力的较量，影响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

定已成为大国竞技的另一战场。在秩序变革期，日欧不愿在大国竞争中被边缘化，因

此选择规则和价值作为其影响秩序重塑的利器，并将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支柱。构成“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规范和合作网络也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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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政治，并使国际行为更易预测，①因此日本将加强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作

为其国家安全目标之一，②并提出“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③ 为达成该战略

目标，日本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并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应。

当前，金融、贸易、太空、网络、海洋、环境等领域正成为制度竞争的制高点，日欧积

极谋划在这些领域合作，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通过量的积累进而影响国际秩序。日本

学者提出，日本不应把自身定位为地区性大国，而应展现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④

为塑造全球大国形象，日本将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公正以及市场经济视为其优势领

域，意欲将其投射到国际社会加以利用，将此打造成日本重塑国际秩序的抓手。欧洲

与日本具备相似资源，亦主张以此为基础构建国际秩序。因此，日欧在如何合作参与

国际秩序制定方面达成一致，即利用规范约束和限制大国，从而抓住规则制定的主导

权。为发挥其传统优势，日本将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大搞经济外交，一是稳定其赖以生

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是趁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施加影响。而日欧 EPA 恰是其

中一环，随着其顺利推进，日欧 EPA 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权重不断上升。⑤ 在世界范

围内保护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EPA 的签署表明日欧引领世界的决心和政治

意识。⑥ 安倍在多个场合给予日欧 EPA 和 SPA 高度评价，声称 EPA 和 SPA 使日本与

欧盟分别成为自由贸易旗手和普世价值的守护者，将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⑦ 前者

是日欧在对抗保护主义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结晶，后者是共享自

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日欧，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基础。⑧

日欧战略精英均认同，EPA 是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缺陷和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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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最佳选择之一。①

日本较过去更加注重软实力的使用，不断将“价值观”工具化，在外交战略中突出

日本与西方国家间的相似性。近年来，日本对“自由主义”式微深感忧虑。例如，其学

者非常关注中美竞争中的价值观因素，认为技术主导权之争也体现了价值观的对立，

当今世界或许正迎来信息时代的“文明冲突”。② 他们也提出，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结果表明依靠不干涉主义无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对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信赖感将大大

降低。③ 安倍智囊、原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认为，日本在近代化实践

中探索出其目前坚信的价值观，包括法治、人的尊严、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平、自

由贸易，日本应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价值观，为创建“超越国民国家的国际社会”做出贡

献。④ 价值观成为日本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并以此为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田中

明彦提出，日美欧为“自由圈”，中俄为“现实圈”，非洲和中东等国为“脆弱圈”。⑤ 日

本也将其价值观渗透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应坚持普遍价值观，如自由、民

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⑥并把进一步深化与其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作为外

交政策的重点。⑦ 时任外相岸田文雄称，欧洲与日本和美国一样，支持“自由、民主、法

治、市场经济和基本人权”，是值得日本信赖的力量。⑧ 同样，“价值观”外交在欧洲国

家战略中由来已久，且长期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制定。日欧强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

性，日欧 EPA 和 SPA 均有力佐证了这一点。正如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 EPA 谈判

结束后所强调:“除了经济利益，EPA 发出强有力信号，美国收缩不会导致民主世界放

弃我们的价值观。这项贸易协定是关于自由的，我们需要日本共同捍卫自由。”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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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战略雄心与现实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战后至今日欧关系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

的变化。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从日本与战后国际体系的关系及其对国际秩序的认

知来看，日本对欧政策逻辑可归纳为: 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艰难获得欧洲对

其“西方发达国家”身份的认可，逐渐具备了与欧洲进行国际协调的资格; 基于此，谋

求加强日欧关系以推动“日美欧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想付诸实施; 利用冷战终结

红利，构筑“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日美欧维护国际秩序的力量。鉴于日本对其自

身与欧洲定位为国际体系中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同质性使得日本始终在国际秩

序演进的视域下考虑对欧政策，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限制和日欧自身的局限性，双方

在冷战期间深陷各种“问题”疲于应对，无法抽身站在更高层面制定对彼此的外交战

略，这也导致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美欧三方协调虽具雏形，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笼罩

在美国独大的阴影之下，日欧关系仍然相对疏离。冷战之后日欧关系开始转型，合作

领域逐步扩大，程度日益加深。虽然日欧在 2003 年就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但实际

上，直到今天双方合作才真正凸显出战略意涵。无论哪一方，均力图在剧变时代维护

和拓展自身重大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战略精英普遍认为，近

年来地缘政治回归态势愈发明显，国际多边主义频遭破坏，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形成巨

大冲击，这无疑成为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欧洲问题丛生，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并

着眼于调整其外交战略。日本战略精英敏锐捕捉到这一重大变化，基于重新界定的国

家利益，强化战略调整力度，对欧积极展开全方位合作，有效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提高

国际存在感和影响力。随着日欧战略接近的需求不断攀高，双方不仅在姿态上积极主

动，立足于全球视角定位彼此，且已突破单纯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合作，具备了更广泛的

战略指向性。

目前，中美是影响国际秩序前途与命运的两大力量。如何妥善处理与这两个具有

超强实力的大国的关系，业已成为日欧面临的世纪性难题。日欧接近的目的之一，即

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单边主义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冲击。鉴于

此，日欧一方面通过 EPA 等框架来打造“自由开放和公平贸易”合作范例，另一方面在

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和捍卫多边主义问题上同样展示出发挥强有力领导作用的战略雄

心。需要强调的是，日欧战略雄心不仅体现在通过建立自贸区来构建贸易网络，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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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借助更为紧密的深度合作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约束、限制、引导、

塑造中美，使国际秩序变革朝有利于自身方向转变，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确定性。

亦应看到，日欧战略接近既有利于提升各自对美战略自主性，也有联美加强同盟

体系之效。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在东亚和欧洲都拥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日欧安全

合作加强，促使双方更加关注美国安全战略，这实际上也扩大了美国同盟关系连接的

区域。日本开始关注欧洲安全事务，欧洲则更加积极介入印太安全。

双方战略接近之路能走多远，其战略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受制于多重

现实因素。其一，日欧安全重点定位不一。双方都把重心置于各自周边安全上，这意

味着日本对欧洲安全的贡献和欧盟对东北亚安全的贡献有其限度。而且，日欧对高烈

度海外军事行动有所抵触，因此往往倾向于将合作重点聚焦于应对跨国挑战等现实问

题而非国家间军事冲突上。其二，日欧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经济活力不足，财源紧张

难以缓解，这也严重制约了双方的安全合作。其三，尽管程度不同，但日欧在经济上都

相对依赖中国。未来 10—15 年，中国对日欧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战略博弈加剧

之下，日本仍试图稳定中日关系即为明证。多年来，欧洲主要用“经济之眼”看待亚洲

和更广阔的印太地区。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与中国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经济协作关

系，这为其与中国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日欧如何

在处理强化对华经济依存和日欧全方位合作中寻找平衡，将成为考验日欧战略接近韧

性的“试金石”。

此外，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欧接近这一战略动向。对欧盟来说，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实际上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也有相互牵制的考量。日欧全方位战略接近的过程也为

日本提供了影响欧盟对华观念的平台和场所，日本可通过这一过程持续向欧盟灌输

“日欧是共享价值观的伙伴，中国是‘他者’的理念”，从而增加欧盟对其“好感”，推动

塑造欧盟对华“恶感”，而这在日欧关系实践中已初现端倪。同时，日欧接近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日美欧”力图共同主导国际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

( 作者简介: 陈静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勇，中国社会科

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 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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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s the Western Balkan issue in China－EU relations as a special case to study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the discourse of identifying China as a“rival”in the European political and

public opinion fields，and the functions of relationship，capital and habitus．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European political and public opinion fields have formed a basic con-

sensus on the discourse of“China being a rival”when deal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 the Western Balkans． By comparing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ern Balkans，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Europe is increasingly restricted by habitus and capital and tends

to be based on ideology rather than fac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n the Western Balkan issue．

5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

CHEN Jingjing ZHANG Yong

Under the context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been

undergoing rapi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eturn of power politics，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been in shake，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intensified，and the ge-

opolitical factor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Japan to formulate its foreign strate-

gy． In order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safeguard and

expand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s，influence and even lead the re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or-

der，Japan and Europe began to construct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ctivel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and accelerat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security and strategy． Thus，the relations between Ja-

pan and Europe entered a“honeymoon”period that attracted so much attention，during the

process of which，the two sides put an emphasis on maintaining the so－called“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and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practical inter-

ests． While trying to seek profits from China，Europe and Japan wish to regulate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s by rules，and to avoid the risk of US unilateralism and enhanc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From the posture of the strategic approaches

of Japan and Europe，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comprehensive，and

shown a state of relying on each other strategically，which implies their strategic ambition of

shaping a new order actively．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how close the two



sides can approach each other and how far their ambitions can be realized are still subject to

a multiple of practical factors． China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a-

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and prepare relevant knowledge storage and

policy respon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82 Strategic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 and Ｒussia－Europe Gas Politics

FU Jingyun ZHONG Feiteng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is article introduces“strategic alliance”as an independent

unit in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nationals and geopolitics． It aims to in-

vestigate the mechanism and logic by which commercial interests affect geopolitics． Multina-

tionals can use“strategic alliance”as an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lock in geo-

political risks caused by state actors．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strategic alli-

ance－geopolitics”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four interaction models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the Nord Stream，South Stream and Nabucco Pipeline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at market

power and alliance structure are the cor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whether strategic alliances

can hedge geopolitical risk．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factors，market share

and company size not only affect the market power of multinationals，but also determine

their ability to dominate alliance partnerships． Different types of alliance structures in turn

affect strategic alliances’use of market power to hedge risk． This article also finds out that

adjusting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strategic alliances to respond

to geopolitical risk in that changes in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can not only adjust the

weight of multinationals in alliance decisions，but change the market power of strategic alli-

ances． The“strategic alliance－geopolitics”framework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

ning Ｒussia－Europe gas politics． It also provides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energy

companies to hedge geopolitical risks when they operate overseas．

110 The Path of Knowledge Economy Transformation in Coordinated Capitalism:

Case Studies of Sweden and Germany

JIANG Zunze

The diversified capitalism models have distinctive political structures，which restricts the

path choice of knowledge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s far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