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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前瞻

导言

2022年 9月 7日，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论坛上宣布，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已正式提出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

阿根廷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机遇。本期汇编将回顾阿根廷申请加入金

砖国家的进程，综合阿根廷不同官员、学者和媒体人的观点，分析阿根廷选择加

入金砖的原因，以及在当今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所面临的顾虑，并探讨其对金

砖国家扩员的看法及期待。

一. 阿根廷申请加入金砖的进程

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BRICS，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

的设想最早由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于执政期间（2007-2015年）提出。今年 6月 24日，阿根廷现任总统

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受邀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

次会晤，以视频方式出席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在致辞中表达了阿根廷申请

加入该合作机制的意愿。9月 7日，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Sabino Vaca Narvaja）

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宣布，阿根廷总统已致函金砖

国家轮值主席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提出了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

与此同时，阿根廷也正式启动了加入金砖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的进程。

阿根廷的申请得到了金砖成员国的积极表态。根据阿根廷国家通讯社

（TELAM）文章《中国接受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China aceptó que la Argentina

se una al grupo de países Brics）的报道，今年 9 月 20 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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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阿根廷外交部长圣地亚哥·卡菲罗

（Santiago Cafiero）会晤时表示，中国和阿根廷都是重要的新兴国家，有着共同

的理念、目标、利益和责任，中国将坚定地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

据俄新社（Sputnik）文章《俄罗斯和中国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Rusia

y China apoyan el ingreso de Argentina a los BRICS）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Serguei Lavrov）于 6月 28日表示，“毫无疑问，阿根廷是一个

受人尊敬的候选成员国。”他指出，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其主要考量是阿根廷加入后金砖国家能否保持高效运转，并且将在相关成员国协

商达成一致后做出决定。

印度方面也同样给予阿根廷支持。根据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omercio Internacional y Culto）刊登的文章

《印度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India apoya el ingreso de Argentina a los

BRICS），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n Jaishankar）访问阿根廷期间与

其外交部长卡菲罗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印度外长明确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和两

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印度将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

国家。他还指出，阿根廷的加入对于协调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巴西高层官员也表示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根据阿根廷国家通讯社刊登

的《巴西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新开发银行》（Brasil propondrá que la Argentina

ingrese al banco de desarrollo de los BRICS）一文，今年 4 月，巴西经济部长保

罗·格德斯（Paulo Guedes）在与阿根廷前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Martín Guzmán）

会晤后称，两国在南美洲和全世界的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巴

西支持阿根廷成为金砖国家和新开发银行的候选成员国。阿根廷方面也有高层官

员对两国的关系做出表态。根据俄新社 10月 3日文章《阿根廷议员：阿根廷加

入金砖国家需要与巴西建立联系》（Diputada argentina: la entrada de Argentina al

BRICS necesita del vínculo con Brasil），前议员、现社会发展部部长维多利亚·托

洛萨·帕斯（Victoria Tolosa Paz）表示，阿根廷高度关注巴西总统的选举结果。

两国的友好关系对促进双方经济发展，以及推动阿根廷进入金砖国家至关重要。

二. 阿根廷申请加入金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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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关系的考量

有专家指出，阿根廷选择加入金砖国家是出于国际关系的考量。阿根廷拉普

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刊登的题为《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融入世界》（Una BRISCA

para la inserción argentina en el mundo）的文章指出，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几乎跟

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一直以来受到两种国际范式的影响：一种是全球主义范式，

即屈服于全球化体系中三巨头（美国、欧洲、日本）的意愿；另一种是自主主义

范式，满足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以寻求治理回旋的余地，便于之后能更

好地与世界建立联系。

现任阿根廷费尔南德斯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一直倾向于选择后者，并取得了

一些外交成果，如领导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担任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主席，以及受邀参加今年的金砖国家会晤和七国集团会议。2014年，前

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四国—南美洲国家联盟峰

会上提出加入金砖国家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兼具了以上两种范式。目前的国

际局势和当初提出设想时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去全

球化的趋势，这也是金砖国家扩员的原因之一。虽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目前

尚未对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予以评价，但一旦阿根廷加入，上述国家将难

以再打着幌子将自身利益置于阿根廷之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金砖国家的所有成员国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Las Malvinas）行

使主权。因此，加入金砖也意味着费尔南德斯政府为马岛问题的解决争取了更多

的国际盟友。

阿根廷国会议员亚历山大·卡伦（Alejandro Karlen）在《侧影报》（Perfil）

刊登的《阿根廷在金砖国家中的机遇》（Oportunidad argentina en los Brics）一文

中指出，在这个日趋对抗和混乱的国际背景下，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经济依赖的

唯一途径是重新调整政府的国际交往逻辑。阿根廷需要秉持着为本国留有更多政

治决策余地的原则，确保独立自主地制定外交与内政方针，避免受到政治讹诈。

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最明智的做法是采取理性立场，与七国集团

保持适当距离，并寻求伙伴关系的多样化。因此，金砖国家这一平台就显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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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它构建了一个反霸权组织，以重新平衡权力关系，促进国际体系向多极化

发展。

卡伦还指出，加入金砖国家能为阿根廷和现有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展带

来多重机遇。对于与巴西的合作而言，加入金砖国家有利于两国继续深化战略伙

伴关系，推动双边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农业和粮食等领域的合作；阿

根廷和南非两国在农业、采矿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都有合作的空间；与印度则可

以在科学技术领域（空间技术、医疗、国防、化学、制药、数字服务、信息和通

讯技术）进行合作；在中国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加快阿根廷的基础

设施建设；而与在能源领域突出的俄罗斯合作，将有利于提高阿根廷的能源保障

能力。因此，从促进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的角度看，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是明智

的选择。

阿根廷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阿提里奥·博龙（Atilio Borón）在其文章《阿提

里奥·博龙：加入金砖国家是阿根廷的重大机遇》（Atilio Borón, sobre el ingreso

de Argentina a los BRICS: “Es una extraordinaria oportunidad”）中指出，加入金砖

国家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他从行使国家主权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

当今全世界都面临着行使国家主权受限制的问题，这在拉丁美洲已经持续了很长

一段时间。阿根廷政府能行使主权的程度也非常有限，这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

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军事基地的情况下，仍希望在

阿根廷的内乌肯省（Neuquén）建立军事基地。而中国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美国政府的谈判目的是建立军事基地、颠覆他国政府，并将美国的价值观、制度

和政策强加于人，而中国却只是想扩大贸易，并不会随意干涉他国内政，这才是

阿根廷最需要的。

2. 推动经济的发展

阿根廷现任政府把解决通胀问题、债务问题和促进经济发展作为施政重点，

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与转型也是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重要原因。阿根廷国家通讯

社刊登的《牛望道：加入金砖国家对阿根廷而言是重大进步》（Vaca Narvaja: El

ingreso a los Brics sería un "gran avance" para la Argentina）一文中，针对阿根廷驻

华大使牛望道的采访，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揭示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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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金砖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力毋庸置疑，加入金砖有助于成员国共同发展，

加强彼此的经济互补性。金砖国家的经济体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几

乎占世界的一半，对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约达到 50%，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如石油、煤炭、天然气、战略性矿产资源和充足的农业资源等。扩员后的金

砖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合

作组织之一。

其次，金砖新开发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是迈向新金融架构的关键一步。在合

作伙伴之间使用本国货币进行投资和贸易，将对世界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金砖

国家倡导多边精神，呼吁相互尊重，在共同合作中促进发展，让新兴国家的声音

能够被听到，借此改变当前全球秩序中的不对等现状。过去十年，拉丁美洲与非

洲、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深，中国已成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第一、

第二或第三大贸易伙伴。金砖国家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对于拉美地区获得基础设

施的投资和实现技术知识的交流，从而提高该地区的出口能力以及提升经济发展

活力至关重要。

最后，金砖成员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阿根廷

的加入能够加强金砖国家和拉美地区的关系。许多拉美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

倡议，阿根廷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将有望在融资方面获得突破，从而对整个拉美地

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此外，阿提里奥·博龙还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加入金砖国家能促进阿根廷基

础设施的建设，因为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掌握着丰富的基础设施投资资源。

与此同时，阿根廷加入该组织，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发展能够互相助推，南共

市本身的合作前景也会因此受益。

三. 阿根廷申请加入金砖的争议

1.国内燃眉之急未解

阿根廷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也引起了国内部分专家的批评。阿根廷资深记者娜

塔莎·尼乌斯基奎特（Natasha Niebieskikwiat）在《号角报》（Clarín）的文章《阿

根廷政府重提加入由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El

Gobierno reflota la incorporación argentina al bloque BRICS con China, Rusia, Bra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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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y Sudáfrica）中表示，金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正在不断扩大，中国已经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应该再被视为新兴国家。但是阿根廷本

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却没有那么乐观。

阿根廷驻中国、美国和欧盟前大使盖铁戈（Diego Guelar）在《布省资讯》

（Infobae）发表文章《阿根廷在金砖国家的前景如何？》（¿Argentina en los

BRICS?）指出，阿根廷其实一直想要加入金砖国家，但是近来阿根廷加入该组

织的国际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该组织成员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二是伊朗同时也提出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加剧，该

组织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种国际合作的形态，其

特点就是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央行之间密切合作，但新冠疫情和唐纳德·特朗

普（Donald Trump）领导的前美国政府深刻改变了这一“国际合作框架”。尤其

在美国把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密切的合作很难再维系下去。尽管

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和金砖成员国的关系也在

不断深化，但是目前阿根廷加入该组织的条件还不成熟。大多数阿根廷人谴责俄

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质疑伊朗政权（被阿根廷司法部门指控伊朗政权在幕

后推动了1992年以色列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遇袭事件和1994年阿根廷的犹太

社区遭受轰炸事件）。在地缘政治观念冲突的情况下，如果阿根廷、俄罗斯和伊

朗存在于同一组织，很可能会出现意见分歧。面临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阿根廷

政府应该致力于提高就业水平和吸引投资，把缓解通货膨胀和解决贫困问题作为

优先事项，暂时搁置那些自身力所不能及的地缘政治问题。

2. 国际交往陷入被动

拉美经济和社会区域合作智库主席安德烈·塞尔宾（Andrés Serbin）在 9月

12日发表在《南方论坛》（Forosur）的文章《阿根廷：加入金砖组织？》（¿Argentina:

Unirse a los BRICS?）中表示，尽管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支持这一提议，而且巴

西前外交部长和潜在的未来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林（Celso Amorim）也表示，

如果卢拉胜选巴西总统，巴西将支持阿根廷的这一倡议，但是阿根廷的加入仍可

能面临障碍。现有的金砖成员国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存在明显差异，潜在新成

员的增加也可能会加剧分歧。而且，金砖成员国对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一体化组

织的成员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组织本身的异质性，以及内部紧张和冲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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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阻碍金砖国家的扩员进程。例如，在今年 7月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上，

成员国主要领导人的缺席、参会国对乌拉圭与中国之间签署自贸协定的争论都表

现出南共市成员内部存在分歧。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南共市成员国巴拉圭与中

国台湾省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也可能为金砖国家吸纳南共市成员增添阻力。

安德烈还提到，虽然阿根廷执政联盟的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庇隆主义者”，

但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却出现反复无常，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结

盟和联盟方面表现出立场的冲突。阿根廷中国研究学者对加入金砖国家的可行性

持不同意见，部分人认为这将损害阿根廷与美国、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

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帮助阿根廷避免拖欠之前授信的 440亿美元贷款。尽

管阿根廷一直维护与金砖国家的良好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根廷此时要申请

正式加入。因为目前还无法确定阿根廷的加入所能带来的收益，反而会使其地缘

政治问题复杂化。对金砖国家而言，其共同利益是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行

为，并建立起与之抗衡的力量，共同的对外目标有助于克服内部分歧。但短期内，

金砖国家寻求全球转型的阻力仍将存在。

专栏作者马蒂亚斯·巴塔利亚（Matías Battaglia）在《发展观点》（Visión

desarrollista）刊登的专栏文章《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机遇与地缘政治风险》（El

ingreso de Argentina a los BRICS: oportunidad y riesgo geopolítico）中表示，阿根

廷加入金砖国家是有意义的，但是阿根廷应该考虑时机是否合适。由于阿根廷很

大一部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对象国和来源国都是欧洲国家和美国，选择此时加入

该组织可能会带来麻烦。对于正在寻求吸引投资、开放市场，以及希望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帮忙解决债务问题的阿根廷来说，这都将对外释放出消极的信号。

娜塔莎在其文章中还提到，尽管阿根廷政府支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暴力行动

的谴责，但不同意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制裁或孤立俄罗斯的做法，也不同意将俄

罗斯排除在 20国集团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线上

会晤，抑或是提出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均会被视为一种选边站队的行为。

四. 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前瞻

阿根廷记者索菲亚·索拉里（Sofía Solari）发表的文章《从 BRICS到 BRICSA：

阿根廷应该如何加入》（De BRICS a BRICSA: cómo será el ingreso de Argentina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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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que）中表示，最近一个成为金砖成员国的是 2011年加入的南非。吸纳南非

作为金砖成员国，意味着吸纳一个非洲的新兴国家。这一进程是由中国和巴西主

导的，当时这两个国家在非洲大陆有非常积极的外交活动：中国进行能源投资，

巴西则是在构建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阿提里奥·博龙还提到，目前除了阿根廷和伊朗，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

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也在积极参与金砖国家的扩员。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

（Universidad Torcuato di Tella）学者丹尼尔·科斯菲尔德（Daniel Kersffeld）在

阿根廷主流媒体《十二页报》（Página 12）发表的文章《金砖国家产生的磁力》

（El magnetismo que generan los BRICS）还补充到，沙特和阿联酋两国也在积极

参与这一进程。

丹尼尔还在文章中对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和该组织的未来作出展望。他认为

阿根廷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正值国际金融体系逐渐失控，美元日益疲软、通胀问题

形势严峻，以及美国政府预估今年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有鉴于此，中

国和俄罗斯正在努力推动去美元化，以保障重要的生产资源不受美国霸权主义及

其持续的经济封锁政策影响。尽管参与国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

但莫斯科和北京对建立一个基于金砖国家货币篮子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都表现

出了很大的兴趣。因此，金砖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包括建立一个可靠的国际支

付替代机制，以降低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程度，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被

许多政治和经济学家视为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如今，金砖国家重新点燃了构

建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的希望，期望在未来逐步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减少全

世界数百万人的饥饿状况与苦难。因此，他再次强调：阿根廷申请加入这一组织

无疑是个好消息。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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