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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动因及阻力

伊朗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地，对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向来态度积极。2015年 7 月,伊朗与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后，具备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良

好环境。2016年 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中伊建

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 17项合作文件。但

是，此后两国经贸合作推进速度缓慢，政治关系发

展也未能达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水平，其最重要原因

是伊朗与欧洲国家关系迅猛发展。2018年 5月美国

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伴随伊朗外部安

全环境的改变和内部政治、经济压力加大，鲁哈尼

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从“向西看”向“向东看”倾斜，

积极推进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然而，当下伊朗

要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还受到一些因素制约。探

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华战略合作的

动因及阻力，对于了解伊朗外交政策变化动态及深

化中伊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伊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

伊中战略合作的新态势

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极限施压以来，伊朗从传

统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多个层面大力增进与

中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沟通，以及“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的民心相通。

（一）加强政治外交互动，夯实政治互信基础。

首先，加强高层交往和政策磋商协调。2018年 6月、

2019年 6月，鲁哈尼两次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晤。2019年 2月，时任伊

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的拉里贾尼率领高级代表团访

华，随行人员包括国家预算委员会主席和能源委员

会主席以及负责外交、财经、石油等部门的多位政

府部长。同年，伊朗外长扎里夫 4次访华并与中国

外长王毅进行会谈。伊方在这些双边会谈中强调，

伊中关系具有长期战略性，伊朗致力于全方位发展

对华关系，愿意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进程，落

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挖掘双方合作

潜力，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同时，就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沟通也是双方外交互动

的重点内容。

其次，推进政党及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近年

来，伊朗伊斯兰议会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

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党际渠道交流也

取得新进展。由伊朗伊斯兰联合党和伊朗外交关系

战略委员会组织的政党智库人士考察团多次访问中

国中联部，希望进一步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经验，为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各领域合

作发挥积极作用。2019年7月底至8初，中国中联部

部长宋涛受邀访问伊朗，在德黑兰与伊朗高层领导

人及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巴达姆齐安等举行

了多场会谈。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莫

森·雷扎伊认为，中国代表团此访的重要成果之一

是中方能够确定，在对华政策上伊朗领导层不存在

分歧，伊朗政府与议会对“从战略上扩大伊中关系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项目“当代中

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海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依大学（博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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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致的看法”。① 2020年 8月，中联部副部长郭业

洲与伊朗前副总统、“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国际

顾问委员会委员哈桑·加福里法尔德进行视频交

流，双方围绕新冠疫情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情

况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第三，加大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支持力度。在涉

疆问题上，2019年 7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公开发表声明，批评西方国家在包

括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等在内的人权问题上采取双

重标准。同期，伊朗大学生通讯社记者萨丕德·哈

什米亲赴新疆多地采访，对新疆去极端化的职业技

能培训中心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内容详实且图文

并茂。②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还刊登中国驻伊朗大使

常华的署名文章，介绍了中国新疆反对恐怖主义和

去极端化的努力，让更多的伊朗人了解事实真相。

在香港问题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烈谴责美国国

会参议院通过的《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强调伊朗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并坚决支持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

（二）提升军事安全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发展，

不断拓宽与中国军事防务合作领域。根据中伊

2016年签订的两国军事合作协议，近年来在军事人

员培养和培训、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地区安全、

海军事务等方面，中伊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交

流顺畅。2017年 6月，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

伊朗阿巴斯港进行友好访问。2018年 9月，伊朗国

防部长哈塔米访问中国，希望推进两国、两军关系。

2019年 9月，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少将访

华，就由两国国防部牵头组建伊朗中国技术和工业

联合委员会，拓展和深化军兵种交流，以及训练教

育等议题进行磋商。同年 12月，巴盖里少将在德黑

兰会见到访的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中国

伊朗军事联合委员会主席邵元明中将。此后，中

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在阿曼湾地区举行了海上联

合演习，以深化三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合作，展示三

方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海上安全、积极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意愿及能力。2020年 3月，在伊

朗抗击新冠疫情最需要国际援助的时候，中国军队

向伊朗武装力量紧急提供了核酸检测试剂盒、防护

服和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等医疗物资，拓展了两国

军队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的合作范畴。

（三）密切人文交流，推动科技创新合作。近年

来，伊朗发展对华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成效显著，

两国民众间的相互认知与情感不断增进。

首先，创建新机制、新平台，提升伊朗对中国问

题学术研究水平。伴随在华伊朗留学生结束学业

回国工作，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大学教

师和智库研究人员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议题，伊朗

的中国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中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策略及中国发展经

验、伊中地区安全合作等问题成为伊朗学界的研究

重点，波斯语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翻译出

版，一批新作品如《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中国

为摆脱战略困境的新理念》《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和《镜像中的中伊关系》等也相继面世。

2019年 4月，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依大学与上海外

国语大学联合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这是伊朗境内

首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新冠疫情期间，伊

朗驻华使馆组织了多场中伊文化关系视频研讨会。

2020年 8月，中伊两国多所高校的学者、汉学家在伊

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举

办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系列视频会议上进

行了隔空交流。

其次，促进伊中科技创新合作走向更高层次。

伊朗不断推进与中国在农业科技、健康卫生、海运、

港口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技术交流，并积极选派科技

官员与政策专家团队参加中国科技部组织的培训

班，学习中国在北斗导航、高铁运营管理、卫星数据

应用等领域的技术。2018年中伊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科学技术

副总统办公室关于实施联合研究计划的谅解备忘

录》，旨在推动和支持两国科技人员之间的联合研

①“我们正在为发展与中国的 25 年关系制定计划”，http://

www. maslahat. ir / index. jsp? fkeyid= &siteid=3&pageid=416&newsview=

987，2020-8-31.（上网时间：2020年8月31日）

② 萨丕德·哈什米：“在维族营地的一周：培训营还是集中营？”

http//www.isna.ir/amp/98050904935/，2019-7-25.（上网时间：2019年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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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开发，以及进行科技创新交流与产业化合作。

一些联合研究项目、青年科学家交流、科技园区合

作已取得进展。

第三，支持中国话语在伊朗扩大影响。近年

来，伊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呈上升趋势，而且更注

重分享中国官方媒体话语。2018 年，伊朗国家通讯

社涉华报道共计 2208 条，大学生通讯社 463 条，法

尔斯通讯社 466 条，迈赫尔通讯社 507 条，伊朗受

众对有关中国新闻的关注点排在首位的是中伊关

系。① 新冠疫情暴发后，尽管在伊朗社交媒体上出

现了一些涉华负面舆情，但伊朗主流媒体对于中国

疫情与抗疫、中国援助伊朗和中伊合作抗疫的报道

都很客观且正面。2019年 7月至 2020年 9月，中国

驻伊大使 8次接受伊朗媒体采访，在主流媒体上发

表的署名文章达28篇。

第四，让中国民众对伊朗文化及情感有更多的

切身体验。2019年 6月，伊朗政府正式批准对普通

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公民赴

伊了解探索伊朗文明、文化。中国新冠疫情暴发

后，伊朗外长扎里夫成为全球第一个公开声援中国

抗疫的外交官员。他表示，“无论何时何地，伊朗都

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

记巴达姆奇安也公开表示，伊朗始终与中国站在一

起，伊朗伊斯兰联合党全体党员始终与中国共产党

的朋友们站在一起。在武汉抗疫最困难时期，伊朗

政府倾力分两批向中国赠送了 200 万只口罩，首都

德黑兰的地标性建筑自由塔上亮起“中国加油，武

汉加油”的口号，上万名德黑兰市民参加了声援中

国抗击疫情的签名活动。

二、伊朗大力推进

伊中战略合作的动因

鲁哈尼政府外交政策从“偏西”转向“偏东”，并

在落实中伊两国最高领导人于 2016 年达成的共识

上动能明显增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政策定向。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一直主张加强与中国

的友好合作及“向东看”外交策略。2016 年在德黑

兰会见习近平主席时，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被制裁期间中国给予的合作。

中伊双方要认真跟进《伊中 25 年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确保其进入执行阶段。在谈到伊朗文化中的

“向东看”时，他强调，西方国家从未能获得伊朗人

民的信任。② 2018 年 2 月，哈梅内伊对伊朗政府官

员过于重视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互动提出批评。

他强调指出，当下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义应该是

“东方较西方优先”。“向东看”能使伊朗获得更大市

场，形成更优化合理的贸易结构；产生更多的共同

利益；敌国对东方国家的影响较少；获得更先进的

科技以及实现更多元化的外汇储备。③

（二）与欧洲国家关系发展不顺利。美国极力

阻挠欧洲国家执行伊核协议，致使伊欧关系发展受

阻。而欧洲明确反对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其

主要原因有：一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损害了欧洲国

家的经济利益；二是欧洲国家认为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是对欧洲外交遗产的否定。伊核协议达成后，欧

伊双边贸易额在 2015~2017 年期间实现成倍增长，

并实现共赢。鲁哈尼因此在 2017 年大选中战胜强

硬保守派候选人莱西，赢得总统连任。然而，特朗

普罔顾欧洲国家反对，强行退约，恢复对伊朗单边

制裁并实施长臂管辖。为规避美国对伊制裁，欧洲

国家设立了特殊目的机构(SPV)，还创建了以欧元

结算的贸易支持工具（INSTEX）机制，但欧洲国家

企业和银行出于对美国“次级制裁”的恐惧不愿冒

险尝试使用 INSTEX。直至 2020年 3月新冠疫情期

间，英国、法国和德国才通过 INSTEX系统完成了首

笔交易，向伊朗发送了一批医疗用品。在维护伊核

协议方面，欧洲国家与对伊朗有积极影响的中国、

俄罗斯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以制衡美国的单边

主义和霸权行径。

欧洲国家经济上失信、政治上施压，致使鲁哈

① 黄露：“受众本位视角下提升中国对伊朗母语传播影响力研

究”，《国际传播》，2020年第1期，第53~54页。

②“革命领袖会见中国国家主席”，https://farsi.khamenei. ir /

news-content?id=32059，2020-8-19.（上网时间：2020年8月19日）

③“青睐东方的六条原因”，https://farsi.khamenei. ir /others-

note?id=38981.（上网时间：202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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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向西看”政策严重受挫。伊朗在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两周年之际，以极限反抗代替战略忍耐政策，开始

分步减少对履行伊核协议的承诺。同时，伊朗继续

与欧洲国家谈判，要求其购买伊朗石油并将伊朗所

所获收入作为其从欧盟进口食品、药品等人道主义

物资的结算资金，但因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运

以致谈判未果。2020年 1月初，美国在伊拉克暗杀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后，伊朗宣布完

全放弃履行伊核协议的承诺。为阻止伊核问题退回

到伊核协议之前的状态，英法德三国以宣布启动全

面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威胁伊朗。伊朗则批评欧洲国

家在政策上缺乏独立性。2020年 6月，欧盟驻国际

原子能机构特使指责伊朗试图采取与伊核协议背道

而驰的步骤，英法德联手向理事会会议提交了对伊

核准入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准许该机构对两

处可疑地点进行核查。2020年 5月末上台履职的伊

朗新一届议会由强硬派、保守派掌控，这意味着欧洲

将面对一个在经济上要价更高的伊朗，与伊朗取得

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外交进展将更加困难。

（三）挽救经济衰退和伊核协议需要中国。中

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石油出口对象国，伊朗

需要中国帮助以纾解经济困局。特朗普政府竭尽

全力打压伊朗，针对伊朗经济、金融等核心部门的

制裁严厉程度及效果前所未有，原因是实施长臂管

辖，而且由美国前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负责与美

国政府各部门相关机构进行协调，监管措施到位，

封堵漏洞及时。其结果是，美国对伊经济制裁切断

了伊朗约 80%的石油收入，并使其失去了 2000亿美

元的外来收入及投资。① 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蔓

延对已遭受制裁重创的伊朗经济来说如同雪上加

霜。制裁、疫情和国际油价下跌对伊朗经济构成三

重打击，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开支激增，贸易出口

收入大幅下降，外汇严重短缺，经济和民生陷入了

比两伊战争时期还艰难的困境。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伊朗需要中国在伊

核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坚持留在伊核协

议中的重要考量是担忧已被取消的联合国制裁再

次恢复。此外，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规定，联合国

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于 2020年 10月 18日终止。伊朗

希望中国坚持维护伊核协议立场，反对延长对伊武

器禁运和抵制美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四）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再认知。伊朗政

治、经济精英对于过去几年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反

思，对中伊关系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新的

认知。

首先，伊朗没能扮演好自己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角色，甚至被边缘化，且问题出在自身。中亚

各国，如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特别是乌兹别克

斯坦都因参与“一带一路”而获得了可观的发展。

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了总额达 460 亿美元的协议，

并已收到近百亿美元的投资，使其能够提振经济，

推动基础建设，提升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以及增加与

印度的竞争实力。地缘竞争对手埃及、土耳其、阿

联酋也都获得了巨额投资。周边各国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让伊朗自我反省并认识

到，虽然早知中国在认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却

未能切实规划和主动推进与中国的长期战略合作，

造成伊朗在这一倡议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被忽视。

伊朗前驻匈牙利和挪威大使阿卜杜礼萨·法拉吉池

坦言，伊朗未能制定一以贯之的战略合作计划。如

果能使中国确信伊朗政府内部已经做好了准备，伊

朗民众也有了充分的认知，那么双方的合作应该早

已启动和实施了。此外，还有人提出警告，如果“一

带一路”项目绕道而行不经过伊朗，那么伊朗的利

益和安全都将受到严重威胁。②

其次，中国经济、科技实力能够满足伊朗的需

求，中国是最值得依赖的经济合作伙伴。2019年美

国制裁伊朗的强度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伊中双边贸

易额仍达到 230 亿美元，而且中国是唯一官方向伊

朗购买石油的国家。③ 此外，经过双方长期合作，伊

①“美国务卿蓬佩奥就伊朗问题发表演讲”, 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2001/20200102930741.shtml.（上网时

间：2020年1月30日）

②“ 阿 亚 图 拉 霍 梅 尼 向 东 看 政 策 的 评 议 ”, https://www.

radiofarda.com/a/commentary-on-khamenei-look-eastward-strategy/29564149.htm.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③“部分针对伊中合作协议内容的评论实属无稽之谈”，

https://www.mojnews.com/fa/amp/news-337048，2020-8-23.（上网时间：

2020年8月23日）

41



伊朗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动因及阻力

朗国内生产线或多或少已离不开对中国产品技术

的依赖，即使欧美也无法替代中国对伊朗私营部门

的影响。伊朗国际问题专家莫勒特扎指出，中国在

提供稳定的石油出口渠道和贷款来源时，不寻求干

涉伊朗内政。但是，西方国家在推动与伊经济合作

时，还寻求对伊朗文化、社会甚至政治的改造，根本

无法成为可靠的合作对象。

再次，伊中在区域及国际层面的合作已势在必

行，伊朗不可再失良机。伊朗与中国都在面对美国

单边主义和凌霸行径的挑战。中国是正在崛起的

世界性强国，正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战，在政治上需

要广交朋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需要

能源安全保障。伊朗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需

要投资扩大生产。中伊两国经济尤其是在能源领

域互补性强，深化合作对双方均有利。况且，“沙特

和阿联酋等中国石油进口来源都受控于美国，伊朗

是地区唯一独立、不受美国影响的国家，而且控制

着国际石油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①

三、制约伊朗深化

对华战略合作的主要因素

特朗普对伊朗极限施压是伊朗“向东看”、倚靠

中国的驱动力，使得中伊关系发展呈现出新态势，

但当下伊朗推进对华长期战略合作仍存在一些制

约因素。

（一）美国是阻碍中伊深化战略合作最重要的

第三方因素。美国因素长期困扰中伊关系发展，是

中国对伊政策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自 1980 年美

伊断交以来，美国一直对伊朗实施遏制政策，但美

国历届政府对伊制裁力度存在差异。2015 年伊核

协议达成后，伊朗实现了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

关系的缓和，中伊关系发展空间也扩大了。在此背

景下，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中伊发表《中国和伊朗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对伊朗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达到前

所未有的程度，美伊关系出现逆转。特朗普在 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和伊朗分

别列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的“流氓国

家”。中国一直将伊朗视为中东最重要的伙伴之

一，经济合作是中伊关系的主导性议题。中伊经济

互补，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开展长期合作符合两国

的战略利益，但这很可能会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和中东战略利益构成威胁。特朗普重启对伊经济

制裁给中伊经贸合作设置了严重障碍，中伊石油和

石化产品贸易成为被制裁的重点，导致中伊贸易额

从 2018 年的 351亿美元降至 2019年的 230亿美元，

2020 年前 6 个月同比负增长达为 41.9%。尽管如

此，中国仍保持了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未来

中美关系、伊美关系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中伊友

好关系不会改变，但会继续受到美国因素制约，因

为中国毕竟要考虑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二）中国对伊外交需要顾及中东其他核心国

家的反应。中国中东外交的优势在于与地区所有

国家都是好朋友、好伙伴。如何保持全方位的平衡

外交是中国对伊朗外交的难点，因为中国必须照顾

中东其他核心国家的感受。中国在中东有三大核

心利益：能源供应、出口市场和安全，而维护地区稳

定和发展是保证这三大核心利益的必要条件。沙

特、阿联酋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将伊朗视为其能源出

口市场的竞争者及地缘战略上的对手，以色列是伊

朗的死敌，但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保持着友好和开放

性的合作共赢关系。因此，中国欢迎伊朗深化两国

间的合作，但对于其大力推动签订《伊中 25年全面

合作协议》则持谨慎态度。伊朗学者梅赫帝·尤塞

福（Mehdi Yusefi）坦言，这个计划早在五年前就应该

签订，五年后的今天情况不一样了。② 2015年伊核

协议达成后，伊朗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在

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

伊朗和沙特，彰显了中国在地区不选边站的平衡外

交。特朗普上台后，极力渲染“伊朗威胁”，支持沙

特，打压伊朗，推动组建地区反伊联盟，加剧了沙特

①“贾迪丽·阿比扬：伊朗应合理利用中美关系”, https://www.

tasnimnews.com/fa/news/1399/05/07/2316244/，2020-8-19.（上网时间：

2020年8月19日）

②“高校学者论‘德黑兰 -北京’关系”, http://farhikhtegandaily.

com/news/43888/20-8-2，2020-9-2020，/-هاگشناد-تیاور-هب-نکپ---نارهت.（上网

时间：202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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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对抗。尽管中伊探

讨深化战略合作议题不针对第三方，但仍导致以色

列和阿拉伯人的猜疑和反对。以色列学者甘孜称，

“当中国与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做生意时，以色列也

在与中国做生意……这些钱可能会进入伊朗。这

是以色列想要的吗？答案显而易见”。① 海湾阿拉

伯国家沙特、阿联酋担心伊朗更强大、地缘政治地

位进一步提升，对自身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以煽动性语言宣称，中伊的战略合作将增加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严重威胁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及以色列政府的安全，以此挑拨中伊、中阿、中以

关系，干扰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合

作。在中国中东外交中，伊朗只是中国中东平衡外

交的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在中东五对（中国与阿尔

及利亚、埃及、沙特、伊朗和阿联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之一。当前国际形势剧变，关于对伊政策中国

必须审慎考虑利弊，谨防被置于中东其他国家和民

众的对立面。

（三）伊朗国内尚不具备落实长期战略合作计

划的条件。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环境不适宜执行任

何长期计划。伊朗权力体系的基本结构决定了其

政治领导人经常对外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时还赋予

其外交政策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务实性和调适空间

大的特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拥有对外政策的最

终决策权，但内政外交细则需由民选总统领导内阁

制订并执行。伊朗历届政府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这是由两国经济互补性决定的。但是，由于改革派

政府倾向于“向西看”、保守派政府偏重“向东看”，

因此在伊朗的外交战略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会出现

稳中有升或有降的情况。此外，伊朗总统与议会均

由民选产生，而且两大选举有一年的间隔，受外部

形势影响严重的民意存在极大变数。如果同期执

政的总统与议会各自代表一派，其结果是政府政策

常会受到来自议会的掣肘。以外交政策为例，两派

都会指责对方“向东看”或“向西看”偏离了最高精

神领袖霍梅尼订立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外

交政策基本原则。因此，在强硬派主导议会后，欧

洲认为与鲁哈尼政府谈判的意义已经不大。截至

目前，伊朗共推出 6个“五年国家发展计划”，但最终

执行率均未达到 50%。激烈的派系竞争和政治博

弈，加之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时而高涨，伊朗的对外

投资环境非常不稳定，外资很难实现长期获利。然

而，在伊朗拟定的与中国长期战略合作计划中，经

济合作是核心内容。因此，连伊朗国内政治、经济

精英都对中国是否能有政治意愿参与该计划产生

严重质疑。◎
（责任编辑：程星原）

①“中伊签订协议之后，以色列为何依然在和北京合作？”

https://www. jpost. com / opinion / after-the-china-iran-deal-why-is-israel-

still-working-with-beijing-635342，2020-8-10.（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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