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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雅虎财经：人民币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新美元  （一）雅虎财经：人民币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新美元  

了吗？  了吗？  

俄罗斯可以利用人民币绕过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严重制裁和

SWIFT 支付禁令。一卢布现在兑换不到一美分了，这导致俄罗斯

民众涌向黄金和比特币（BTC-USD）等资产保值方式，以保护自

己免受卢布贬值的影响。随着普京的装甲师逼近基辅，俄罗斯的

经济也一步步接近深渊，越来越多的人猜测俄政府将使用加密货

币作为金融后备渠道。 

然而，加密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根本不足以抵消制裁对俄

罗斯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使俄政府考虑另一种选择：使用人民币

和中国的 CIPS 国际支付系统进行跨境贸易。 

因此，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金融系统之外可能会给西方国家

带来不必要的副作用，即以人民币为基础的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

诞生。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 • H • 汉克向英国

雅虎财经表示，“将俄罗斯排挤出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一开始不

会对美元产生太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另一回事”。

这位高级经济学家补充道，将俄罗斯从以美元计价的 SWIFT 国际

支付系统中除名的行为“已经使 SWIFT 武器化并使其声誉受损”，

“这将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提供空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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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威胁的挑战者是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

SWIFT 系统的这个中国竞争对手创建于 2015 年，相比 SWIFT 系

统完成的国际清算量，目前其处理规模还很小。但如果俄罗斯被

迫依赖 CIPS 进行国际贸易，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开始向中国系统倾

斜。中国官方媒体将对俄罗斯银行的 SWIFT 禁令比作“金融核武

器”，但也乐于将其视为中国 CIPS 的一个机会。汉克认为，最

近对 SWIFT 的政治干预，“无论俄罗斯是否使用 CIPS，都加速

了 CIPS 的发展和使用”。俄罗斯对 CIPS 的依赖将有利于中国在

境外推广人民币的使用。 

中国倡导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也促进了人民币

在海外的推广。但 SOAS 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生表示，人民币的

使用仍然很有限，而且它“离成为全球货币还相差甚远”。“虽

然俄罗斯将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但人民币无法取代美元成为全球

货币，因为一种货币要想成为全球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需要完

全可兑换才行。

地缘政治分析人士对未来感到担忧，正如汉克所言，制裁时

常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孤立可能

会造成“噩梦般的情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巨大的朝鲜’将出现”。

曾锐生认为，有迹象表明，世界正走向一场新冷战，“俄罗斯及

其亲密盟友将形成一个集团，西方领导的民主国家将形成另一个

集团”。 

不过，他补充道，中国将保持一种务实的谨慎态度，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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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避免“招致针对中国机构的制裁”。 

《政治风险杂志》出版人安德斯 • 科尔强调了这样一种观

点——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推动其向中国经济靠拢，在制裁解除

之前，它将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来开展大部分贸易活动”。科尔

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将给中国政府带来强大的议价能力，

俄政府“将来可能不得不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的合同，甚至接受相

对于国际市场低 10% 的出口商品价格”。 

中国当然乐于接受以创纪录的低价从俄罗斯增加必需品的进

口。 

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目前处于顺差状态，石油、天然气、煤

炭和小麦的主要出口都流向这个东南邻国。 

中国国有银行监管机构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继续与俄罗斯

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 

如果俄罗斯开始使用 CIPS，中俄可以携手走上“去美元化”

的道路。 

作者：Brian McGleenon，2022 年 3 月 7 日

翻译：阮诗雨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yuan-become-russia-new-dollar-us-

europe-sanctions-ukraine-war-080909694.html?fr=sycsrp_catc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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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周刊》：对俄制裁或使其靠拢中国，并（二）《时代周刊》：对俄制裁或使其靠拢中国，并

改变全球金融体系改变全球金融体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所引起的惩

罚性制裁正使俄罗斯陷入经济孤立。2 月 24 日，即军事行动发起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的对俄制裁“超过了美国曾经发起的任

何制裁”。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

英国和新西兰，也加入了对俄罗斯的银行、企业、寡头以及官员

和其他普京盟友的制裁。接下来，俄罗斯央行将被阻止部署其国

际储备，西方领空将对俄罗斯飞机关闭。俄罗斯各机构和公司可

以从美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也将受到严格限制，包括宜家、通用

汽车和苹果在内的知名品牌或是关闭了驻俄办公室，暂停了在俄

销售，或是直接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可能是

禁止几家俄罗斯银行进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

该系统连接了 200 多个国家的 11000 多家金融机构，促进了全球

大部分的资金流动。它是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润滑剂。没有它，资

金流动就会更慢、更昂贵。白宫方面说：“这一措施将确保这些

俄罗斯银行与国际金融体系脱节，并削弱这些银行的国际运作能

力。”不过，这一措施还可能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些专

家说，西方的制裁很可能使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

密——甚至可能对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康

奈尔大学从事经济学和贸易政策研究的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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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前负责人普拉萨（Eswar Prasad）说：“对于俄罗斯这样一

个依赖出口和国际贸易的经济体来说，和全球金融脱钩显然是一

次痛苦的打击。”

关于俄罗斯是否会采用加密货币来规避制裁，已经有了一

些争论。但就目前而言，普拉萨说：“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限制俄罗斯，这无疑将促使它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与中国加强合

作。”2022 年 2 月 20 日，一列载有山东生产的食品和医疗用品

的集装箱列车在经过一条新路线后，抵达了莫斯科郊外的谢里亚

季诺。

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的两难境地

中国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去年，俄罗斯

是中国的第二大原油供应国。中国是俄罗斯煤炭的最大进口国。

同时，普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会晤时，展

现了融洽的关系。习近平说，两国致力于“深化背靠背的战略合

作”。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 • 汉克（Steve H. 

Hanke）说：“在对乌发起军事行动之前，俄罗斯正着眼于东方，

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商业合作。切断俄罗斯与 SWIFT 系统的联系不

会决定当前冲突的结果，但会加速和巩固俄罗斯与中国的商业联

系。”

中国的人民币和跨境支付系统（CIPS）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

直接兴趣。但一些评论家警告说，中国必须在不损害与西方国家

关系或招致中国进入全球金融体系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处理与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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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对此予以密切关注的情况下。据

报道，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里克 •乔莱特（Derek Chollet）在周四表示：

“中国如果想要（帮助俄罗斯）规避或者削弱制裁，它将遭受损失。”

就目前而言，中国一直试图保持平和的心态。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在 2 月 25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始终认为，乌

克兰问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各方的安全关切都应该得

到尊重。”他呼吁“对话和谈判”以及“一个平衡、有效和可持

续的欧洲安全机制。”但英国前驻华大使芭芭拉 • 伍德沃德告诉

CNN，中国对“俄乌冲突的严重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并

可能忍不住要采取某种立场。据报道，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俄

乌冲突是一场“战争”，但并没有明确地谴责俄罗斯。乌克兰官

员呼吁中国利用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说服普京停止军事行动。

王毅就此问题答记者问：“我们将继续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促进和

谈”。但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所面对的外交困难就越大。

香港大学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唐龙说：“虽然我认为俄罗斯在制

裁之后可能想更多地使用中国的结算系统和货币，不过中国也很

谨慎，不会随便与俄罗斯联手。” 

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怎样影响美元？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怎样影响美元？

美国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之外，也可能适

得其反。

美元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广泛用于贸易和金融交易。它

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全世界约有 60% 的中央银行用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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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储备金。这给了美国相当大的筹码。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政

府的财政官员都曾发出警告，但美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元向其他

国家施压，这让许多国家感到不安。普拉萨说：“从长远来看，

俄罗斯、中国和其他美国的对手肯定会试图减少对以美元为中心

的金融体系的依赖。”他说，手段可能包括“创建本国货币的支

付渠道，从而避免使用美元，还可以创建相互兼容的支付信息系统，

从而绕过 SWIFT。”

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人民币受到外汇管制，而且进出

中国有限制。另外，CIPS 比 SWIFT 规模小得多，只有大约 1300

家金融机构参与这个系统，而且大部分是间接参与。

尽管如此，汉克说：“最近对 SWIFT 的政治干预将加速

CIPS 的发展和使用。通过将俄罗斯从 SWIFT 以美元计价的国际

支付系统中移除，SWIFT 已经被武器化和污染了。”他补充说，

“SWIFT 的政治化和安全性的缺失，再加上分布式账本等新技术

的发展，将加速 SWIFT 的衰亡。美元主导系统的挑战者们会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Amy Gunia，2022 年 3 月 4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time.com/6154189/russia-swift-china-usd-rmb-finance-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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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中国坚定维护中（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中国坚定维护中

俄关系，声称俄乌冲突需要通过谈判解决俄关系，声称俄乌冲突需要通过谈判解决

3 月 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而俄乌战

争已经爆发了一个星期多了，会上外交部长王毅强调了中俄关系。 

他表示“中俄关系具有独立自主价值，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2 

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举行了会晤，

并发表了《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

明》，声明指出，中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但没

有提及乌克兰。外长记者会上，王毅提及了这份联合声明，他表示：

“声明清晰无误地向世界表明，我们共同反对重拾冷战思维，反

对挑动意识形态对抗。”他还表示中俄关系不受其他关系影响 ，“中

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此外，他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将“尽

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王毅表示，中俄关系不受中欧关系影响。他还表示，台湾问

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

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

中国的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

端。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两岸统一问题。台湾是位于大陆沿海区域

的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虽然习近平和普京

会晤后，双方都声称两国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一直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外交部拒绝将俄乌事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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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入侵”，并坚称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3 月，中国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会议期间部长将召开

记者会，今年王毅在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一贯的立场。今年的外

长记者会时长 90 多分钟，内容涉及中国与美国、欧盟、印度、拉

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关系。

王毅表示“美国不应挑起或寻求与中国的竞争，而应致力于

将中美关系引入“正轨”。他还指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建立一

个印太版北约。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2 月 5 日，王毅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电话会谈，王毅表示，乌克兰局势发展

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他强调，乌克兰危机最

终只能通过对话谈判解决。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 • 普莱斯在

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指出，全世界都在看哪些国家支持自由、

自决和主权的基本原则。” 普莱斯补充说：“他强调，世界正在

一致行动，齐声批判和应对俄罗斯的侵略，确保俄罗斯将付出高

昂的代价。”

作者：Evelyn Cheng，2022 年 3 月 7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www.cnbc.com/2022/03/07/china-upholds-its-relationship-with-

russia-says-negotiations-needed-to-solve-ukraine-confli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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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尽管俄乌爆发战争，中国（四）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尽管俄乌爆发战争，中国

仍称俄罗斯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仍称俄罗斯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3 月 7 日，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战

略伙伴”。尽管美国和欧盟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其利用影响干

预俄罗斯行动，但中国仍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谴责俄罗斯。王毅指出，

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之一”。

美国、欧洲等国家在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后对

其实施制裁，而中国却未采取相同措施。中国表示，制裁会产生

新问题，并影响冲突的政治解决。王毅在外长记者会上表示“不

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他还提到“两国人民的友谊坚

如磐石。”

2 月 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

行会晤，备受关注，双方随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核心利益

问题上做彼此的坚强后盾”。俄罗斯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而中国则支持俄罗斯反

对北约扩张。

俄乌冲突发生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会像俄罗斯对乌克兰一样

对尚未实现统一的台湾采取行动，以武力收回领土。然而，王毅

表示，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提到：“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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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暗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中俄两国外交政策联系越来越紧密，共同反对西方主导的秩

序，尽管双方并未结成正式联盟，但两国举行了联合军演，并联

合在空中巡逻。王毅指责美国试图打造亚洲版的北约。中国政府

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但却呼吁俄乌双方通过对话解决

问题并尊重各国主权，以此来与普京的战争保持距离，这引发人

们的猜测：普京在发表联合声明前并未告知中国对乌发起军事行

动的计划。

中国不仅谴责别国对俄罗斯的贸易和金融制裁，还表示美国

应该为冲突负责，因为未顾及到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周六，王毅

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 布林肯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交谈，王

毅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在乌克兰问题上“拱火浇油”的举动。

王毅表示，中方希望战火尽早停下来，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

决眼下危机，并寻求构建均衡的欧洲安全机制。他表示，美国和

欧洲应重视北约连续东扩对俄安全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周一，

布林肯在访问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时表示，中国的行径与其所宣

称的支持稳定和“尊重主权”的原则背道而驰。

布林肯与立陶宛外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布林肯表示：

“中国迄今也未能对俄乌军事冲突和克里米亚问题谴责俄罗斯，

可见中国的行动与言论背道而驰。”

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外交事务发言人彼 • 斯塔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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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希望看到中国发挥斡旋作用，并说服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

战争。他表示：“中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有可能会与俄罗斯接触，

我们希望中国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俄乌停火，”他指出，联合国大

会通过的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投反对票的五个国家并不包括中

国，中国投了弃权票。他说“因此，我们要继续甚至加强接触。”

作者：Ken Moritsugu，2022 年 3 月 7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china-russia-chief-

strategic-partner-war-83292299)

（五）英国广播公司：乌克兰危机：中俄贸易规模有（五）英国广播公司：乌克兰危机：中俄贸易规模有

多大？多大？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澳大利亚呼吁中国采取

更多行动孤立俄罗斯，并像美国、欧盟和英国那样对其实施制裁。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 • 莫里森批判了中国最近达成的一项从

俄罗斯购买更多小麦的协议，称这是在给该国“一条经济救生索”。 

那么，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俄罗斯积极帮助呢？对俄罗

斯的制裁会影响贸易吗？ 

中国表示将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的贸易合作”。但一些俄罗

斯银行现在被禁止进入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SWIFT 被用于世

界范围内的金融交易，这一禁令可能会使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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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由于贸易商资金周转困难，中国最近不

得不削减从俄罗斯的部分采购。 

近年来，两国都在努力开发自己的支付系统，以作为替代选

项，减少对 SWIFT 等基于美元的系统的依赖。  

俄罗斯有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TFM），而中国有跨境银行

间支付系统（CIPS），这些系统都基于本国货币运行。卡内基

莫斯科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这些本土支付系统“没有成为

SWIFT 的替代品”。截至 2021 年底，尽管更多的俄罗斯银行和

国际金融机构已与中国的 CIPS 系统连接，但只有一家中国银行加

入了 STFM。根据媒体援引的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目前只有约

17% 的中俄贸易使用人民币来支付（2014 年为 3.1%）。尽管两国

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但他们的能源贸易仍然主要以美元支付。 

中俄贸易规模有多大？

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稳步增长。 

去年创下了 1470 亿美元的新高，比前一年增长了近 36%，占

俄罗斯 2021 全年贸易总额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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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总统上月访华期间，两国表示将在 2024 年前将贸易额

提高到 2500 亿美元。在俄罗斯进军乌克兰当天，中国海关当局宣

布解除对俄罗斯小麦和大麦进口的所有限制。此前，出于对疾病

的担忧，中国曾限制从俄罗斯某些地区进口小麦。 

去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小麦进口国和最大大麦进口国，而

俄罗斯是这两种谷物的最大生产国。除了农产品，中国目前也是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出口的最大单体市场。它是俄

罗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两国达成了一项价值超过 200 亿美元的

新协议——就在俄乌冲突的前一周。然而，从整体来看，欧盟迄

今仍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 年，两者之间的贸易总额接

近中国与俄罗斯贸易额的两倍。 

贸易经济学家丽贝卡 • 哈丁博士认为，这种情况可能要改变

了。她表示：“由于制裁的实施，欧盟与俄罗斯间的贸易不可避

免地会缩减。当前的危机使欧盟内部更加关注供应多样化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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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规模要小得多。中国会进口更多的俄罗

斯能源吗？ 

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而最新的制裁目

前尚未针对这些部门。据媒体报道，去年，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

石油供应国和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出口额分别达到 411 亿美元

和 43 亿美元。普京最近公布了俄罗斯与中国的新石油和天然气贸

易协议，价值约为 1175 亿美元。然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

的能源出口市场仍然是欧盟，它供应欧盟 40% 的天然气和约 26%

的石油。至于石油，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

中国仅占俄罗斯出口额的 20%，其大部分石油流向了欧洲。哈丁

博士表示：“过去五年来，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

口以每年超过 9% 的速度增长。增速不可谓不快，但即便如此，中

国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规模仅达到欧盟的一半。”

作为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对象，德国最近宣布，为回应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它将暂停新建的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项

目的认证程序。根据一项分析，俄罗斯和中国新建的管道（西伯

利亚力量 2号）的供气量只有北溪 2号管道的五分之一。 

从长远来看，中国也许希望增加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以

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从而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作者：Kai Wang，Wanyuan Song，2022 年 3 月 8 日

翻译：阮诗雨

(https://www.bbc.com/news/6057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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