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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

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

    石  斌

〔提   要〕 中国参与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认同现行国际秩序的价

值和作用，同时认为其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创新随着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更显迫切。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主张维护

其合理内核，并针对其欠缺之处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行改革完善，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最终目标。为了更好地维护、推

进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新时代中国国际

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

质，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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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之一，

其现状与走向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

贡献者，是影响未来国际秩序变革走向的主要力量之一。当前，世界正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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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形势变乱交织、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秩序变迁前

景不明的重要关口，厘清新时代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政策取向与实践路径，

对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判国际秩序

未来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

各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

身身份定位的影响。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同样受国际体系、[1] 国际格局和

自身国际地位和定位变化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及学者在谈论国际秩序时，时

常使用“战后国际秩序”[2] 与“现行国际秩序”的表述，这二者之间有一定

联系，但在不同语境下也有明显区别。客观地讲，“现行国际秩序”是源于

“战后国际秩序”，并经过不同力量博弈而逐步在全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

与规范，目前正处于转型之中。由于“现行国际秩序”是各方力量博弈的产

物，且面临多重冲击与挑战，所以各国对其看法存在明显差异。[3]“对比中

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观，可以发现双方在指称和描述国际秩序时

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术语，但是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又不是截然对立的。”[4]

[1]　国际体系是在国际社会中，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所形成的有机统

一整体。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国际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国际

体系包含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并主要由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表现出来。

[2]　“战后国际秩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来说，狭义的“战后国际秩序”重点

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安全秩序，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后，战胜国携手创建的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有时亦被称为“战后和平秩序”。广义的

“战后国际秩序”，不仅包括政治安全秩序，也包括经济秩序，特别是建立在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机制基础上的经贸金融秩序。总体而言，中国政策界所谈论

的战后国际秩序，侧重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的政治安全秩序及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参见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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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页。

[3]　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第 7-8页。

[4]　达巍：“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 1期，

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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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有相对狭义和比较明确的定义，“现行国际秩序是

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

立的，其最根本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

涉内政”。[1] 这一界定实际是强调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含有明

显的价值判断和政策认同成分在内。

（一）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需要进行改革

习近平主席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

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2] 现行国际秩序的缺陷

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这一“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

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多边主义国际框架”，[3] 在设计过程中主要由

西方国家主导，更多反映西方国家的价值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相关制度

规则的创设基于战后初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挑战增多和国际行为体日趋多元化，其已无法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安全失序

和发展失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承认现行国际秩序基本框

架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

执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4] 王毅外长曾

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是 70 多年前先辈们在二战的废墟上搭建起

来的，凝聚了各国的共同心血，也汇集了人类的集体智慧。它就像一座精心

设计的大厦，最核心的基石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

的众多国际机构。70 多年过去了，它出现了一些老化和破损，但是依然在为

我们遮风挡雨，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1]　“2015 年 11月 1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5年

11月 10日，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fyrth/t1313604.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2]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中国政府网，2019年 12月 3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3/content_5458185.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3]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

民日报》2017 年 5月 16日，第 8版。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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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修整完善。”[2]

（二）现行国际秩序正在加速变革

进入新时代，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认为其正处在

重要变革转型期。2014 年 11 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

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

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

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因此，“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

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3] 2015 年 3 月，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指出，“当

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

变”。[4]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作出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

序变革加速推进”的重要论断。2017 年 12 月，习近平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

上提出了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国际秩序的加速变革

自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革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秩序重构提供了新

的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陷

入债务危机，经济复苏乏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却逆势而起，

形成了东升西降之势。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已经达到 80%。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客观上改变了

国际体系的实力对比，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5] 推动国际体系结构

[1]　“王毅：联合国也应不忘初心，坚定维护宪章宗旨和原则”，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2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28/c_112000804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7日）

[2]　“王毅：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环球网，2017 年

3月 8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16pZ。（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 442页。

[4]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

年 3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114795331.htm。（上网时间：

2021年 3月 7日）

[5]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新华网，2018 年 9 月 3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123373881.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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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乃至价值理念格局变化，使国际秩序变革被提上日程。

二是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上升，力图构建对其有利的新秩序。美

国的相对衰落使其霸权战略推进受到越来越多的掣肘，难以得心应手。经济

全球化也使美国社会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和失败

者往往成为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积极支持者。在此背景下，

美国认为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已不能满足其需要，或者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

而试图修改规则、重塑秩序，以便继续获取最大收益，重拾自信心与“舒适感”。

为此，美国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抗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急于“脱钩”“退

群”，破坏国际合作。受其影响，“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实质是多

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1]

三是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满足全球治理需求，相应的调整与

改革势在必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有其时代局限性：一方面，其不可能预

见到今天形势发展的巨大变化，一些机制设计和组织运行方式无法适应全球

治理的新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应引发的新

问题，在原有设计中根本没有触及。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多和治理赤字

的扩大，作为国际秩序重要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体系正进入

瓦解与重构交织的过程，客观上对国际制度的重建提出了巨大需求。

（三）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中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和建造，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

签字的国家。在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

下，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稳定，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基本得到了有

效维护。在政治方面，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中得到了应

有的地位，并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影响作用。在安全方面，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在保障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二战后，

国际冲突与战争虽仍时有发生，但大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得到了有效的协调，

为国际安全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中国既是国际安全的积极促进者与维护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 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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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时也享受着这种安全带来的收益。现存国际安全秩序基本上保证了中

国对国际安全的需要，为中国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经济方面，

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环境下，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经济体量第二位，并在众多领域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1]

中国的利益维护与拓展主要是通过自身努力奋斗和斗争获得的，但不可否认，

现行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和环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

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2] 2017

年 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外

国记者提问时表示：“关于国际秩序，中国看重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

体系或者国际秩序。我们认为，我们曾经参与了它的创建，我们是受益者，

也是贡献者。”[3]

二、中国的政策取向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在科学分析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

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政策立场一

直持续到 21 世纪初。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我们主张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并获得巨大的

经济成功，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表述开始发生改变，逐渐

淡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相关表述已调整为“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

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

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国际社会对中国“强起来”的走向

[1]　张庭珲：“中国崛起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 3期，第 46页。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新华网，2015年 9月 25日，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5-09/25/c_1116681366.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3]　“傅莹：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贡献者 也愿做改革者”，中国日报中文网，

2017年3月4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2017qglhkms/2017-03/04/content_28433218.htm。（上

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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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关注。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谈及国际秩序时，更加强调自身作为“维护者、

建设者、贡献者”的角色定位，表示愿与各国一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

（一）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合理内核

战后国际秩序旨在固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体现了国际正义

的原则和国际社会的愿望，国家武力扩张行为受到空前制约，人类基本价值

对国际规范的影响大幅增加，非西方国家的诉求得到更多的重视。[2] 因而，

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毋庸置疑。中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重

要参与者，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为出发点，坚持不扩张原则，以公平正义为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建立强有力的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支持

在联合国框架下实行大国合作和大国发挥特殊作用的原则；支持民族自决与

非殖民化。[3] 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受益者，中国强调“不会去推翻

当年自己亲手建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也无意另起炉灶、再搞一套”。[4]

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多次强调，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5] 或“携手维护

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和平秩序”。[6] 习近平主席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

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

[1]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的表述并非单一、完全一致的，经常会随

讲话的具体场合而变化。例如，2017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时

强调，“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国

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新华网，2017 年 2 月 17 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17/
c_1120486809.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2]　贾庆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年看战后国际秩序”，《群言》2015年第 10期。

[3]　陈新生、吴鑫：“中国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努力”，《学习时报》2015年 10

月 19 日，第 6 版。

[4]　“王毅：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新华网，2015年 6月 2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7/c_1115742829.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5]　“习近平：中俄立法机构要共同维护好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新华网，2014

年 9 月 2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3/c_1112597812.htm；“习近平：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

2014 年 9 月 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9/03/content_2744972.htm。（上网时间：

2021年 3月 7日）

[6]　“中法要携手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和平秩序”，人民网，2015 年 1 月 31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31/c70731-26483284.htm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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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1]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或现行国际秩序合理内

核是改革完善国际秩序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

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

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对

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建构也有解构。”[2]

（二）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创新

战后国际秩序虽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

但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基本由美西方主

导，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设计过程中，该秩序也并非通过民主程序，而

是由少数大国发挥主导作用。受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的影响侵蚀，战后国际

秩序的许多原则在实践中被架空或遭到破坏，许多合理成分未能充分发挥作

用，从而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出现了诸多弊端。[3] 由于战后国际秩序先天不足，

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能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因此需要对其

完善发展，从而“使其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更加符合各国的需要，更加跟

上时代的步伐”。[4] 习近平主席指出，“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

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5] 这里虽然谈

的是现行国际体系，但实际也是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明确宣示。

（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总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也是

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最终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基于 21 世纪世界发展中各种新要素的思考，本着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

一哲学和历史命题的担当，从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角度，针对世界格局和

[1]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人民网，2018年 7月 25日，http://cpc.
people.com.cn/n1/2018/0726/c64094-30170246.htm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2]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第 10页。

[4]　“王毅：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新华网，2015年 9月 25日，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5-09/25/c_1116681366.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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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发展变迁提出的愿景。”[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是建

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来说，

在政治上，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

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

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义；在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2]

三、维护和变革国际秩序的主要路径

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3]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践行新国际秩序观，展现了负责任大国

的担当。

（一）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其“要义是国际上的事

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4]“联合国是多边

主义的旗帜”，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多边主义体现了人类社会从战争到和

[1]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 5月 31日，第 7版。

[3]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全文）”，新华网，2020年 9月 10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10/c_1126479553.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4]　“习近平谈多边主义要义：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

共同掌握”，新华网，2021 年 1月 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1/25/
c_1127023795.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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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从特权到平等、从垄断到协商的历史进步。[1] 中国一再强调，“坚定维

护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2]“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

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3] 中国认可战后国际秩序或现行国际秩序，

主要原因是其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时至今日，《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没有过时，仍是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善策良方；当

今世界很多动荡和乱局，其根源都是因为没有落实甚至违背了这些宗旨和原

则。”[4]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习近平主席

表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准则，坚

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5]

（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是各国平等参与处理国际事务，反对霸权主义与

强权政治。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

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

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6] 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

国家主权平等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

强弱、贫富，主权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

制度和发展道路。”[7]

[1]　杨洁篪：“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

2021年 2月 21日，第 6版。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政府网，2019 年 4 月 26 日，http://
www.gov.cn/xinwen/2019-04/26/content_5386693.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3]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 9月 22日，

第 2版。

[4]　“王毅：联合国也应不忘初心，坚定维护宪章宗旨和原则”。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47页。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274页。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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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法治化的要义就是遵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不搞双重标准。习近平主席指出：“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

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

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1]“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

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

设国际法治。”[2] 习近平主席强调，国际关系必须“厉行法治”，“适用法

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3]“大国应该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遵信守诺，不搞例

外主义，不搞双重标准，也不能歪曲国际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

破坏国际和平稳定。”[4]

国际关系合理化的关键就是相关制度、规则要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

新变化，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习近

平主席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

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

多代表性和发言权。”[5]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6] 当然也

是国际秩序建设的基本路径，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秩序建设的最终目

标。新型国际关系包含三个关键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相互

尊重强调要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

富一律平等，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尊重各国

根据各自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公平正义强

[1]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 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29页。

[3]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 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81页。

[6]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 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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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

民共同商量来办。要尊重彼此关切、照顾彼此利益，推动制定平衡反映各方

利益和关切的国际规则，确保各国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相

互尊重与公平正义基本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诉求。而合作

共赢强调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把本国利益

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进人类共同

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让各国和各国

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密切相关。全球治理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具有约

束力和有效性的国际制度或机制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稳定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

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改革要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体现各方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诉求”。[1] 2015 年 10 月，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

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经

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体

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为“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有效的方向发展”，[2] 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球治理体

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应该由各国共同来

决定。”“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

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习近平主

席特别强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国际法律规范的平等权利。关于如何

[1]　“习近平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央广网，2015年 9月 23日，http://china.
cnr.cn/news/20150923/t20150923_519939611.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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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的答案是合力破解全球

治理“四大赤字”：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

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1]

（四）通过“一带一路”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和重要举措。[2] 作为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人类共同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与“实践平台”，[3]“一带

一路”以面向未来的视野，基于全球治理的哲学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

极目标，本质上是通过有效的国际供给，催生新的国际需求，实现世界经济

再开放，进而造福于全球未来发展，帮助改善全球治理结构和水平。[4] 习近

平主席曾指出，“一带一路”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

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发展

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

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

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5]

“一带一路”倡议有力诠释了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这一身份定

位。“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沿线

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满足各国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必然能

激活沿线国家的增长潜能，这无疑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局势、促进全球经济

增长。”[6] 在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保护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一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60-462页。

[2]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 5期。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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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

带一路”探索的是“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新格局，[1] 是中国针对国际秩序的

缺陷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为全球治理所提供的重要新型公共产品。[2]

四、结语

当今世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战争、贫困、环境、疾病等新老问题丛生，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等思潮泛滥，封闭、对抗、分裂等消极政策

倾向抬头。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直面上述现实问题，以克服现行国际秩序

中的不合理与非正义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

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它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表达了

中国与人类共命运、在和平中求发展的良好意愿与客观需求。

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人类社会公平与

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质，突出强调国家独立自主、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互不干涉内政等一贯原则，接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的历史进

程，承接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国际身份转换。新时代中

国国际秩序观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以及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

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国际秩序建设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

成了一套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反映中国发展经验、富于中国特色同时又有世

界意义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是中国在长期探索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以及

人类共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给世界上那些既寻求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的经验

与智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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