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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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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全球经济打通“任督二脉”，促进全球
经济共同、包容、强劲、可持续发展。中国提出的这一宏大国际合作计划所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是空前的。除了要防范沿线各国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之外，还必须有
效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病、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水与能源资源短缺
等各种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至关重要。
[方法/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及科技创新在其中
所起的作用。 [结果/结论]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发挥不可或缺的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

关键词： 科技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 “中巴经济走廊” 关键角色
分类号：G301
共建“一带一路” [1]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全球经济处在重大转折点的关
键历史时刻提出的、以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以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的重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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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倡议，必将引领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
实现联合国提出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然而它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是前
所未有的。在应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必须要充
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引领和支撑保障作用 [2]。
1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能
源和水资源短缺、工业污染、环境恶化、生态系统退化等挑战。不少国家还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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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为主、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初始阶段，也有的国家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
期，还有一些国家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总体而言，沿线各国对能源和资
源的依赖度较高，单位 GDP 产出所需能耗和资源消耗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受到
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瓶颈”约束作用十分突出，普遍面临着向绿色经济过渡升级
的压力和挑战 [3]。 破解这一挑战的关键是科技创新。然而，除了日本、韩国、
以色列、新加坡等少数国家之外，“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科技发展水
平普遍较低，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人才严重不足。
“一带一路”的核心区位于“泛第三极”。所谓“泛第三极”，是指以青藏高
原为主体、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中心的地球“第三极”及其环境变化影响所及的地
区，包括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不丹、孟加拉、尼泊尔、印
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 20 多个国家。核心区面积大约 2000 万平方公
里（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3%），人口超过 30 亿（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40%），是地
球上人口分布最密集、人类活动最强烈、气候变化最敏感、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
区，同时也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薄弱的“真空地带”。核心区处在印度洋板块和
亚欧板块相互冲撞和地球上最强的两股环流（季风和西风）交互作用的特殊环境
之中，是地震最活跃和气候变化最强烈的区域。这里高寒、高湿、洪涝、干旱等
气候特征并存，地形高差悬殊，生态环境多样而脆弱，极端气候和特大灾害频发，
水资源短缺，沙漠化严重，传染病高发 [4]。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
何有效预防和规避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的风险、保障“一带一路”重大工
程项目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如何保护和恢复脆弱的生态环境、提高可持
续发展的承载力，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挑战。
为了更好地说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以及科技创新在应对
这些风险和挑战中的关键作用，下面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进行进一步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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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2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先行先试的旗舰项目和标杆工程，对
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风向标”和“里程碑”的意义 [5]。它是突破马六甲
海峡瓶颈和缓解南海压力的关键，不仅对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提速
作用，而且可将中亚、南亚、中东、西亚等地区的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共同
体，惠及 30 亿人口。
然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传染病高发、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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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脆弱和极端天气事件活跃等重大挑战，迫切需要解决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突发
传染病防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难题。
“中巴经济走廊”从我国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纵深约 3000 公里，跨
越青藏高原西缘、印度河平原和南部沙漠，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
兴都库什山脉这 3 个地球上最年轻山系的交汇区，处于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相
互作用的地质构造活跃带和印度洋季风与西风交互作用的气候变化敏感区。特殊
的地质环境、剧烈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使得该区域成为地震、滑坡、洪
涝、泥石流、崩塌、冰崩、堰塞湖等各种自然灾害的活跃区、传染病疫情爆发区
和生态环境脆弱区。
例如，从 2005 年至 2017 年，巴基斯坦先后发生了 4 次 7.6 级以上大地震，
仅 2005 年 10 月 8 日发生的那场 7.6 级地震，就导致超过 7 万人遇难，350 万人
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超过 330 亿人民币 [6]。地震引起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
大量房屋倒塌、掩埋，通讯中断，交通陷入瘫痪。
又如，2010 年的 1 月，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附近的阿塔巴德村忽然
遭遇巨型山体滑波。滑坡阻断了罕萨河，形成巨大的堰塞湖，吞噬了不计其数的
村庄、果园和农田，淹没了 19 公里的中巴喀喇昆仑友谊公路，造成公路交通中
断长达 4 年之久。中巴公路从 1959 年就开始修建，一直到 1979 年才建成，历时
20 年，约有 810 名巴基斯坦人和 200 名中国工人因山体滑坡失去了生命，是中
巴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如何确保以中巴友谊公路为代表的中巴经济走
廊的安全，是摆在两国科技界面前的重大挑战。
再如，2010 年 7-8 月，巴基斯坦遭遇了持续时间长达 5 周的特大洪灾，致
使全国超过 1/5 面积受灾，16 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淹，1 万多个村庄、90 多万间
民宅被毁，450 万人流离失所。部分洪涝灾区暴发疫情，致使 350 万儿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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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受到威胁，3.6 万人感染了急性水性腹泻，1600 多人罹难。受灾总人数超
过 2000 万人，超过了 2004 年印度洋海啸、2005 年克什米尔地震和 2010 年海地
大地震受灾人数的总和。洪水严重破坏了巴基斯坦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美元 [7]。
此外，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接连不断。仅 2015 年，中巴经济走廊沿线
区域就发生了 54 起崩塌灾害和超过 170 起泥石流灾害，造成大量村庄、房屋被
毁，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被埋或中断。
总之，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灾区疫情，严重威胁着“中巴经济走廊”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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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制约着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 科技创新扮演关键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从哲学视角看，科学、技术和创新（统称“科技创新”）是人类在与自然界
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入地认识自然并根据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去改造自
然和创造一个更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世界的过程。因此，科技创新实践贯穿
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化解人类社会与
自然界各种矛盾最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是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和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是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
科技创新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合作在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目
标中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
基于这一认识，从 2013 年起，中国科学院率先启动了科研、教育与创新国
际化推进战略，先后实施了“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国际人才计
划”“国际伙伴计划”和“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率先发起和实施了
“第三极环境科学计划”“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计划”“一带
一路”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合作计
划、
“一带一路”安全饮用水技术合作计划、
“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计
划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计划；发起了“一带一路”科学家联盟暨国际科
学组织联盟；以“一带一路”核心区为重点，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部署建设了
海外科教合作基地和创新合作平台，深度参与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治理，促
进“一带一路”绿色、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广泛
的赞誉。过去 4 年里，中国科学院累计投入的国际合作经费已超过 15 亿元，参

ChinaXiv合作期刊

与“一带一路”科技、教育和创新合作的院属单位（包括研究所、大学和企业）
超过 60 家，参与合作的科研和教学人员超过 1500 人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超过 1650 人，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超过 1500 名。中国科学院已事实上成为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队和
主力军。
下面以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创新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的支撑保障作
用为例，进一步说明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自身作
为“科技国家队”的建制优势，支持院属科研机构与巴基斯坦 10 余家科研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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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机构围绕中巴友谊公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灾害、气候、环
境、生态、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科研合作和技术合作，深
度参与了“中巴经济走廊”的规划，并为巴基斯坦培养了各类科技人才（其中仅
博士生就有 320 名），有力支撑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保障
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
3.1

灾害风险评估与防控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研究所（现为“西北研究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究所、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等与巴方有关科研部门，以及承担中巴经济走廊重大
工程建设的中资企业合作，参与了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的论证以及沿线冰崩、岩爆、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监测和评估研究，支撑了中巴公路修建和改扩建工程
的实施与安全运营。其中，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针对 2010 年喀喇昆仑公
路阿塔巴德村路段巨型滑坡形成堰塞湖的风险评估与处置方案被巴基斯坦政府
和中国路桥集团采用，不仅为中巴公路改扩建工程节省了一半的工期和 2.8 亿美
元的建设资金，更消除了堰塞湖下游 50 万人的安全隐患，合作成果被写入 2013
年中巴联合公报。
3.1.1 传染病风险防控、健康大数据与生物安全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因组学研
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与巴基斯坦国家科技组织、卡拉奇大学、真
纳大学等机构围绕着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健康大数据、生物安全等领域开展系统
合作，致力于建立中巴传染病监测、检测和疫情应对互通机制，为保障“中巴经
济走廊”的生物安全、制定有针对性的新发传染病防控措施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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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自 2010 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巴基斯坦国家空间与外层大
气委员会(SUPARCO)围绕“第三极”和“中巴经济走廊”环境气候变化问题开展
合作，共同搭建了印度河上游首个冰川、水文、气象和生态环境观测网络，借助
中国科学院最新遥感技术，完成了巴基斯坦全境首个冰川编目，阐明了冰川和积
雪变化在“巴基斯坦水塔”中的关键作用，为巴基斯坦国家水资源开发利用、环
境灾害评估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科学数据，受到了巴基斯
坦合作方的高度评价。巴方称赞中国科学家帮助巴基斯坦人民找到了“最重要的
水源”。此外，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南海海洋
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地球环境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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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与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气象局、国家海洋研
究所等机构合作，围绕地质构造与成矿机制、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印度洋季风
气候、莫克兰俯冲带板块构造以及瓜达尔港周边地震-海啸风险预警等问题开展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
3.2 建设“中巴地球科学中心”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支撑作用，保障“中巴经济
走廊”重大工程的安全，中国科学院将在已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全院科技
创新力量，深化与巴基斯坦的科技合作，以地球科学前沿问题和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导向，共建“中巴地球科学中心”，开展从基础理论、
技术研发到工程示范的“全链条”创新，建立支撑中巴经济走廊的地球系统科学
理论与技术体系，为沿线重大工程的规划实施提供科学保障，进而促进该区域经
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3.2.1 关键目标
“中巴地球科学中心”将围绕以下 3 个关键目标开展合作：
(1) 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开展地球系统科学前沿交叉研究，弥补国际科
学界对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兴都库什三大山系交汇区和印度季风与西风交互影
响区地球科学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2) 开展海洋及陆地表生灾害减灾理论研究与技术示范，为“中巴经济走
廊”提供安全保障；
(3) 开展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研究与
示范，夯实“中巴经济走廊”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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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重点领域
中心将聚焦于以下 4 个重点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1) 揭示构造活跃区灾害地质成灾机理。具体包括：喜马拉雅“西构造结”
地区山脉迅速隆升剥蚀的动力学；瓜达尔港周边（莫克兰俯冲带）地质结构及地
震-海啸机理；极端环境下自然灾害判识和形成机理；灾害（链）动力演化过程
和定量研究。
(2) 研发灾害评估预警、减灾策略和减灾工程技术。具体包括：强烈构造
活动区深埋开挖诱发岩爆灾害的定量评估技术；瓜达尔港周边地震-海啸预警技
术；重大工程灾害定量评估方法与防控关键技术；极端环境下自然灾害监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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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和减灾新技术。
(3) 构建新发突发传染病监测、检测和疫情防控机制。包括：新发和突发
传染病的跟踪研究、监测和检测技术；科研资源共享和疫苗研发；中巴人口健康
大数据共享机制；疫情防控策略。
(4) 开展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重点揭示第三极地
区大气圈、冰冻圈、水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及全
球的影响，具体包括：过去环境变化的时空特征；冰冻圈与水圈相互作用及其灾
害过程；能量水分循环过程；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响应；人类活动对第
三极地区环境变化的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1）共建“一带一路”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其广度和

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计划，单凭一个国家的资源和能力难以实现，
必须汇聚全世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因此，以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国际合作至关重
要。中国作为该计划的倡导国，应多做贡献，发挥引领和带头作用，但是不必强
调“以中国为主”，否则容易陷入“单方投入、孤军作战”的风险。
（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合作的关键在
于人才。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应致力于推动构建“一带一路”
科学共同体、教育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持续加大在科技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建
设领域的合作和科教援外力度，在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中发挥
关键的中枢和纽带作用。
（3）中国和沿线各国的学术界、科技界和产业界应携手合作，针对“一带
一路”建设中面临的安全风险、健康问题、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关键挑战，发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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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国际科学联盟、技术联盟和产业创新联盟，广泛、持续、深入推动双多
边科技创新合作，并充分利用全球的科技力量和创新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保障。
（4）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自
然灾害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挑战方面具有强大的科技人才、智力和技术优势，应
主动联合国内相关部门，针对“一带一路”灾害风险挑战，共同发起建设“一带
一路”减灾国家实验室和全球减灾大数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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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BRI) is to promote the shared, inclusive, robus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by enhancing the mutual connectivity of Asia with Europe and Africa in an all-round
manner. Such a grand and ambitious proposal advanced by China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s, challenges
from the climate change, natural hazards,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ecosystem degrad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and energy must be addressed
effectively. How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n an effective way is a critical ques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BRI. [Method/process] The paper took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and the rol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EC project.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key and
irreplaceable role of STI in leading, suppor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BRI.
Key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BRI)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ke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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