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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

  制度改革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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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

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

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

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

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

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

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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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后国际秩序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以主权国家间互动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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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国际关系的运行机制及其状态。其中，国际制度规则是战后国际秩

序的核心构成要素，此即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制度基于权力，因而国际关系

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规则是探讨战后国际秩序发展演进的两个关键环节。基

于国际关系权力结构的影响，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总体上由大国掌控，

规则变化不大。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战后国际经济秩

序在特定领域实现了阶段性规则调整和制度改革。

一、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发展演进脉络

从全球层面来看，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和运行机制几乎涉及国际

关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范畴

更加广阔的国际经济秩序。

作为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以联

合国为组织基础的世界秩序，建立了以安理会为权力核心的全球安全机制，[1]

因此，联合国制度是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核心。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全

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最主要的制度载体，是处

理国际政治事务、磋商国际问题的主要论坛。与此同时，基于构建普遍性国

际安全制度的构想，《联合国宪章》明确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列为联合国

的第一项宗旨。为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联合国宪章》详细规定了一系列

有关和平与安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奠定了联合国安全制

度的基本框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联合国还创新性地创建了

维和行动，以此作为履行安全职责的主要手段。因此，联合国制度既是战后

国际政治秩序的核心，也是支撑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基石。

除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制度之外，冷战格局亦是影响战后国际秩序发展演

[1]　余敏友：“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6期，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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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重要因素。缘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中出现了以

欧洲为中心的冷战格局——雅尔塔体制。雅尔塔体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苏两国按照其战略意图，基于重新划定利益和势力范围而形成的两极格局，

其基本特点是：美苏两极对立，北约与华约对峙，以冷战为主要形式。[1] 基

于雅尔塔体制的冷战格局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产生了重

要影响，极大地制约了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发展，是战后国际政治和

安全秩序难以推进改革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看，联合国是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普遍性制度基础，雅尔

塔体制则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平台，由此导致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

呈现出制度规范与集团对抗交织并存的复杂局面。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

瓦解，作为全球性政治和安全组织，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中的作用

更加突出，联合国改革亦被纳入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机构和制度规则覆

盖领域广范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突出特点。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贸

易领域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构筑起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主体框架。此外，美国还主导构建了国际海洋制度、国

际海运制度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等一系列多边制度，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秩

序规则体系初具规模。在多边制度的示范和带动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

度化历程进一步发展，逐步扩展到能源、环境、发展议程、对外援助等领域，

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权力结构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

化，塑造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必将作出相应调整。在国际关系制度化背景下，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总体来看，战后国

际秩序的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主导时期（20 世纪 40—50 年代）。在反法西斯联盟合

[1]　张志：“雅尔塔体制涵义及现状”，《世界历史》1991 年第 1期，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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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英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参与支持下，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相关领

域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并依托国际制度确立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借鉴并吸收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在与苏联达

成妥协的前提下，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体系及其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在国际

经济领域，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关制度体系。从这一意义来看，

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既是美国主导的产物，也是主要国家合作

参与的结果。

第二阶段：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20 世纪 60—80 年代）。20 世

纪 60 年代，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美国主导

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始面临挑战，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初现端倪。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以联合国等相关国际机构为主要平台，掀起了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第一轮高潮，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取得一定的阶段

性进展，[1]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海洋等领域的制度规则均不同程度地

实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发展导向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秩序改革

的主线。

第三阶段：自由市场转向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政策思想，发展导向的制度改

革遭遇逆流，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陷入低潮。冷战结束后，

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发展导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被新自由主义“华

盛顿共识”的国际议程所取代。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发展中国家不同

程度地采取了背离本国国情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政策，引发了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一连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恶果

接连暴露。

第四阶段：国际秩序改革的新时期（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发端

[1]　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及其阶段性进展的论述，参见舒建中：《国际经济新秩序：

历史与现实》，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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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并殃及全球的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

的破产，美国国际经济领导地位遭遇重挫。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由此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反思冷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构问题，国际秩序改革进入新时期。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改革之外，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再掀高潮。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增加了发展中

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与此同时，发展导向的规则改革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重要的议事日程。更为重要的是，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亚投行）的建立为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动力，是新

一轮国际秩序改革的最大亮点和突出特征。[1] 由此可见，在新一轮国际秩序

的改革大潮中，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一支耀眼的力量，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

主力军。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发展主要依托涉及不同领域的全球性

国际制度，制度化是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

着国家间力量对比及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塑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经历

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鉴于不同领域的国际制度改革均是在现行国际秩序的

框架内进行，因而具有改革和发展的属性。

同时应当看到，战后国际秩序改革在不同领域的进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政治和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的首要议题，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其

改革发展更多地受制于国际权力结构和大国对外政策。在此背景下，尽管发

展中国家的普遍加入改变了联合国的成员国构成，但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和安

全秩序的制度规则并未出现重大调整和改革。相比之下，国际经济领域改革

[1]　关于金砖机制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论述，参见黄仁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国际关系研究》2013 年第 1 期。关于二十国集团与世界新秩

序的论述，参见赵晓春：“G20峰会与世界新秩序的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 11期。

关于亚投行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论述，参见舒建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国际金融

秩序”，《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 4期。



91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进展较为突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海洋领域的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

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寻求改革战后国际秩序的主攻方向。尽管各领域的制度

改革进展不一，但国际经济秩序特定领域的制度改革和发展无疑是战后国际

秩序改革的集中体现。

二、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政策布局

国际制度是美国战后世界秩序设计的核心，在美国主导下，有关国家经

过长期艰苦谈判，最终在国际关系相关领域确立了相应的制度规则，实现了

国际关系制度化，并据此构筑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体框架和运行基础。

为按照自身意愿和方式构建战后国际制度体系，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

设计，灵活运用各种外交手段和技巧，主导建立了国际关系各特定领域的国

际制度，确立了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具体而言，美国主导建

立国际制度体系的政策布局主要包括：

（一）结构性权力优势是美国主导国际制度的基础

在对外政策实践中，美国始终坚持实力原则并将其奉为对外政策的圭臬。

同样，在设计规划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时，强大的实力依然是美国得

以依托的坚强后盾。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山姆大叔”立刻意识到美国将在战后

拥有强大的实力优势地位，创造“美国世纪”的时机已经到来。基于这一战

略构想，美国旋即开始擘画美国领导下的战后世界秩序。美国政策设计者和

决策者坚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政治和经济实

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因而拥有足够的手段以承担全球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

序的领导权。[1] 在诸多权力构成要素中，美国尤其注重经济实力的作用，认

[1]　Robert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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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和战略目标提供了独一无二的

机会。[1] 由此可见，美国注重从实力的角度看待其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实

力优势是美国重塑战后世界秩序、主导建立国际制度体系的基础。美国主导

创建国际制度体系的政策手段表明，实力将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

的地位，同样，实力也将决定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

（二）国家利益是美国主导国际制度的根本出发点

在主导设计和筹建战后国际制度进程中，国家利益是美国政策计划的基

本依据。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筹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及

其制度规则无疑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呼声，但美国主张建立普遍安全制度的政

策更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目的在于通过主导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服务

于美国的国际安全战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同时借助国际安全制度确立

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建立在多边贸易和金融稳定基础

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对于美国扩展对外贸易、维持经济繁荣、巩固实

力地位至关重要，这是美国设计并主导建立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的最基本利

益目标。此外，按照美国的政策计划并依托综合实力优势确立新的国际海洋

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对于维护美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拓展美

国国家利益，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因此，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设计并塑造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国际制度体系的一

个重要路径。

（三）政策创新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关键环节

以国际制度规范特定领域的国家间关系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政策

创新，其含义是以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作为制度核心、以订立国际条

约或国际协定作为制度载体、以建立国际组织作为制度保障，进而构筑国际

[1]　Robert M. Hathaway, “1933-1945: Economic Diplomacy in a Time of Crisis,” in William 
H. Becker and Samuel F. Wells, Jr., eds., 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17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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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实现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并以此塑造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1]

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之际，美国对国际制度予以高度重视，除强调有关国家

应在美国提出的政策计划基础上签署相应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之外，还明确提

出应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以保障相关国际规则的实施。因此，美国国际制度

战略的政策创新包含了国际规则、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等三个制度化维度，

而相关领域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则成为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

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另一个政策创新是寻求国际制度的多边化，其

基本含义是以多边形式框定国际制度的三个基本维度——国际规则、国际条

约和国际组织，即实现国际规则、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多边化。毫无疑问，

美国倡导建立多边国际制度从根本上仍旨在服务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决策

者深信，通过在多边基础上按照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制度模式重塑战后国际秩

序，美国将可以利用多边的途径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行为，进而确立美国的

世界领导地位，维护美国的世界权力。[2]

综上所述，结构性权力优势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权

力基础。凭借权力优势，美国在国际关系相关领域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计划，

并运用外交谈判手段推动美国政策计划的实施，最终按照美国的政策目标和

利益取向主导相关领域国际制度的建立，构筑起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

制度基础。因此，政策设计、外交推动和规则生成是美国主导建立战后国际

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导创建战后国际制

度的主要政策布局是：以实力优势作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

进而设计制定具有创新性的政策计划以及具有可操纵性的谈判方案，同时运

用积极有效的外交手段，推动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及国际制度的建立。

[1]　有关国际制度与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门洪华：《霸

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3-219 页。

[2]　G. John Ikenberry, “Multilateralism and U.S. Grand Strategy,”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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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路径与启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

战后国际秩序开始进入调整时期，国际制度改革的趋势初现端倪。进入 70 年

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国际秩序改革

之声风起云涌。实际上，正是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改革的第

一次高潮，并在国际经济领域取得一定的阶段性进展。因此，战后国际秩序

演进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改革是战后国际秩序发展变革的主线，是相关

领域国际制度顺应国际关系变迁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透过战后国际秩序

的改革之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中坚力量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开始经

历调整和改革，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在国际贸易领域，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推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制度“肯尼迪回合”实现了关

税谈判方式的改革。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的建立，

世界银行初步实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结构改革。

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并开

始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以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七十七国

集团的建立为标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不断壮大。20 世纪 70 年代，为

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发展中国家推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制

度改革。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推动关贸总协定制度正式确立了普惠制以

及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促使多边贸易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发展导向的规则改

革和制度创新。[1] 在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1]　舒建中：“美国与‘东京回合’：贸易霸权面临新挑战”，《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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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设并拓展了面向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能力，

标志着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1] 在国际海洋制度的发展

和改革方面，发展中国家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12海里领海原则、

专属经济区规则和国际海底制度，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海洋制度创新中

发挥的积极作用。[2]

总之，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战后多边贸易制度、国际金

融制度、国际海洋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规则改革和制度发展，集中体现

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和发展成果。此后，改革和发展成为国际经济秩

序及其制度规则发展演进的基本内涵和主线，发展中国家成为倡导并推动国

际秩序改革的一支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

（二）发达国家的权力优势是制约国际秩序改革的关键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凭借自身权力优势，成为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改革努力的主要因素。

总体上讲，发达国家对国际秩序改革的钳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规则改革，

且改革成果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掣肘。在贸易领域，普惠

制的具体实施仍然面临发达国家设置的附加条件、甚至非贸易领域条件（诸

如政治条件）的限制，具体的普惠制方案（包括普惠制的实施范围、对象、

条件和期限）均由发达国家单方面确定。鉴于此，普惠制的主导权依然实质

性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在普惠制的具体运转中仍然拥有最后决

定权。在金融领域，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投票模式与决策机制改革进展缓慢，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组织及其决策过

程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

第二，在发达国家占据总体权力优势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努力几

[1]　舒建中：《国际经济新秩序：历史与现实》，第 116-124 页。

[2]　同上，第 18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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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取得积极进展。在安全领域，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制度基本上由美国

和苏联两大国操控，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出了改革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呼声，但

收效甚微。在国际货币领域，凭借美元霸权的制度惯性及综合实力优势，美

国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以美元本位制取代黄

金—美元本位制，实现了美元霸权形式的根本性转变。[1] 战后国际货币制度

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集中显示了美元霸权对国际货币秩序的影响力。在国

际海运领域，尽管发展中国家借助联合国发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

海运制度改革，但由于国际关系基本权力结构制约及发达国家的强力抵制，

国际海运制度改革远未达到发展中国家的预期目标。[2]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

美国凭借航空权力优势，设计并构建了芝加哥—百慕大机制，确立了美国在

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3]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依托综合性权力优势，

主导“开放天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基于强大的结构性权力优势和航

空权力，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基本由美国主导和推动。

由此可见，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实现国际秩序改革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

权力优势始终是制约因素。一方面，从结构性权力角度看，以美国为首的发

达国家在经济、军事、金融和知识等领域中长期占据权力优势地位，根本性

地影响着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走向和改革历程。另一方面，战后国

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主要由美国主导制定，西方导向的国际制度成为统领战

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规则基础，由此形成的制度惯性和制度依赖增加了

国际制度改革的难度，发达国家的制度权力成为影响战后国际秩序改革的又

一个重要因素。

（三）国际秩序的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证明，秩序依托制度，制度基于权力，国际权

[1]　舒建中：“试论美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3期，第 181 页。

[2]　舒建中：《国际经济新秩序：历史与现实》，第 245-268 页。

[3]　舒建中：“美国与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美国研究》2015 年第 4期，

第 126-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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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是影响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发展改革的最核心因素。鉴于发达国家

在国际权力结构中依然占据总体优势，国际制度已经涵盖了国际关系的所有

领域，发展中国家倡导并推动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改革进程只能是渐进

式和阶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推动多边贸易制度、

国际金融制度、国际海洋制度实现阶段性改革，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存在广泛的利益交

融和相互依赖，离开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亦将失去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空间。

在此前提下，发达国家才愿意部分地接受规则改革和制度发展。因此，在拥

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倡导改革议程，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

着力点和突破口。更为重要的是，鉴于权力是实现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改革的

关键依托，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发展并壮大自身实力，尤其是增强经济和技

术实力，以此稳步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向纵深发展。

冷战的结束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其中，改革以

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成为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议程，拓展了国际经

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范畴，新兴大国成为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的生力军。以金

砖机制、二十国集团机制、亚投行的建立为标志，新兴大国推动国际金融制

度实现了新的改革和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调整的新时期。在维

护战后国际秩序前提下，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

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历

史启迪。毫无疑问，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制度改革和发展议程纷繁复杂，关乎

世界和平与发展。鉴于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规范与机制，因此，尊重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

推动国际秩序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基础上寻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战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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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重构与创新的首要议题。[1] 在国际经济领域，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

国际海洋领域的制度改革既是传统议题，同时也是新时期国际秩序改革的重

要内容。此外，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寻求构建并创新文化交流、公

共卫生、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国际关系新规则，同样是

新时期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改革的重要议程。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及其制度建构为新时期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议程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动力，“海

上丝绸之路”和“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

追溯国际海运秩序（包括国际海运航线规则和国际港口规则等）和国际民用

航空秩序（包括国际民用航空规则和民用飞机贸易规则等）的历史演进，创

新国际海运和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议程设置和制度设计，将为包括中国在内

的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进程开辟更加广阔和更加有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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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期，

第 5、17-1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