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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探析

    杨洁勉

〔提   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拥有系

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引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胜利，并具有日

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坚持实践本体论，是代表

和推进时代前进方向的中国外交实践自觉的产物；它创新了外交领域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总结科学的方法论，强调造

福人民的要旨；它内涵丰富，特别是包含了与时俱进的主权观、共同持

续的全球安全观、正确的义利观、引领进步的国际体系观等核心理念，

形成了一整套指导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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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光辉历程中（特别在新中国诞生后）逐步形成了一

整套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亲自指挥和推进中国

外交工作时，十分重视理论建设，构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这一重要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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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和实践性。”[1]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体系正在指引中国外交工作不

断走向新的和更加伟大的胜利，并对全球事务、国际关系和世界各国的外交

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交实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体系

坚持实践本体论，根源于当代光荣而又艰巨的丰富外交实践，凝聚着举国上

下的共同努力和奋斗目标，代表了当今时代前进方向的中国外交实践自觉。

（一）维护时代主题的外交实践

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习近平领导中国外交实践与时代主题互联互

动、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报告延续了十三大以来关于时代主题的表述：“当

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3] 党的十九

大报告也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时代主题。”[4]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习近平领导中国外交主要展开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夯实国内政治经济基础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外交是内政的延

伸。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广，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上升，2020 年的 GDP 总量突破 100 万亿元人民币，

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5] 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能级提升。与此同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摒弃“国强必霸”陈旧逻辑。习近平指出：“中

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

[1]　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wjbzhd/t1798986.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2 页。

[3]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50 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5 页。

[5]　 “中国经济总量首超 100 万亿元”，《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19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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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

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1]

第二，坚决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中国历经战争风霜而深知和平的珍

贵，坚定地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维护、发展和平。习近平指出：“今天的

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中国主张

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

赢取代独占。”[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的

努力和贡献，坚定地维护二战以来的世界和平大局，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大国

的穷兵黩武政策和行径，不懈地促进东北亚与中东、非洲的地区和平，积极

改善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努力消除或缓和世界重大热点问题，因而成为当

今世界和平的重要维护者和促进者。

第三，积极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经

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近年

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3] 居世界第一位。而且，

中国还拓展了发展的内涵，变“经济发展”为“全面发展”，在国际上积极

宣传和落实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成功脱贫和面向非洲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政策“是中国兑现自己的承诺、完成（联合国）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目标所作出的重要贡献”。[4] 此外，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

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一带一路”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45 页。

[2]　 同上，第 41 页。

[3]　 “韩正：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者”，新华网，2020 年 1 月 21 日 , 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1/c_1125491490.htm。（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4]　 “专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为全球减贫做出重要贡献”，中国网，2018

年 9 月 3 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8-09/03/content_61921450.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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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化退潮期仅存的全球化动力引擎，中国资金和技术大规模“走出去”

及时有效地弥补了西方资本“回岸”所形成的“增长缺口”。仅以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的对外援助为例，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

款和优惠贷款）达 2702 亿元人民币。[1] 中国主办的丝路基金和倡导的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项目提供了为数可观的资金来源。中国还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教育培训和外

派技术人员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样化技术援助支持。

（二）解答时代命题的外交实践

当前，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外交面对纷繁

复杂的国际形势，正在努力回应和解答以下时代命题：

第一，抓住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关键。美国是当代极其重要的大国，但

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2017—2020 年）大肆推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机制

和规则，极大地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习近平坚持

战略定力，沉着指挥中国外交在新形势下继续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一方面，

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2] 中方在极大的战略定力下，努力避免中美关系完全失

控和陷入直接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与俄罗斯、欧洲等力量的关系，

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并推动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第二，努力解答世界发展难题。在国际社会遇到发展新难题和新挑战之

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动力源，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改善发展环境，并敦促发达国家在发

展问题上更新观念和付诸行动。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

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

[1]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 年 1 月 10 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96685/169668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2]　“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人民日报》2019年6月1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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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中国还积极回应全球贸易失衡、气候

变化和债务可持续等领域的世界发展难题，不回避自身发展所引发的国际贸

易失衡争议，勇于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通过增加进口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推动国际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中国克

服困难，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总额超过 13亿美元。[2] 中国积极践

行碳减排政策，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

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3]

第三，扬清激浊国际思潮的迷思。当前，地缘战略博弈、世界经济衰退

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机不断涤荡着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严重

的社会撕裂、种族冲突和政治对立，造成了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

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抬头。正当人们对时代主题和命题的看法及应对

莫衷一是之际，习近平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

中指出：“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

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4] 事实也正如此，中国在各种国际思潮的叠加挑战

面前，不信歪门邪道，坚持人间正道，坚持多边主义和改善全球治理，做实

合作共赢，加强文明对话与包容互鉴，为处于重重迷思中的国际社会带来了

一股时代的清风。

（三）推进时代进步的外交实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维护时代主题和解答时代命题，而且还着眼未来

的时代发展方向，努力开拓进取。

第一，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中国在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并与国际社会亟

需同舟共济的历史背景下，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敢于批判和反对霸权主义，

夯实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深化南南合作和加强南北对话，尊重中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8-9 页。

[2]　习近平：“勠力战疫，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

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20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3]　习近平：“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人民日报》 2020 年 12 月 13 日，第 1版。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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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的权益，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加强全球和地区性的机制建设。上述

中国的外交实践进一步打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对国际体系的垄断地位，有力

提升了非西方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助于国际力量朝着均衡稳定的方

向发展。

第二，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其话语权

和行为权一向为西方国家所主导。中国正力图纠正这一历史的不公，努力推

进全球安全治理。习近平于 2014 年 5 月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应该积极倡

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1]2015 年 9 月，他在第 70 届

联合国大会上又指出：“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

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 在 2016 年 4

月举行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指出：“展望未来，加强国际核安全

体系，是核能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完善世界秩序的重要环节。”[3]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挑战，习近平于 2020 年 5 月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

幕式的致辞中强调：“（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类终将战胜疫情，

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

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4] 遵循习近平的指导，

中国积极践行新安全观和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挑战，正在为未来全球安全治

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有效而鸣锣开道。

第三，推动世界的科技进步。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面临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的紧迫性。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加快科技创新，突破内外的“卡

脖子”领域和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努力打破把世界科技分隔为两个对立体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354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23 页。

[3]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326 页。

[4]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19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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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图谋，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

习近平因而指出：“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

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

作战略。”[1] 中国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正在着力推动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

卫生领域国际科技合作，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这不仅对广大发展

中国家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最终还将为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科技治理作出

引领性的贡献。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特色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创新了外交领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共

产主义理想的世界观、总结科学的方法论和强调造福人民的要旨。

（一）创新外交领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设，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规律性认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习

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为新时代的中国外

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

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

在对外关系和全球事务方面，努力探究和分析历史根源，科学客观地界定世

界现在怎么样，总揽全局地指出世界到哪里去等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在外

[1]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月 12 日，第 2版。

[2]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指南”，《人民日报》2020年8月18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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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领域的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相互贯通、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习近平外

交思想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等传统理念赋予更加鲜明的时代精神，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新高度。

（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世界观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指导着中国外交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和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奋勇向前。

首先，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国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正在

领导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分阶段地走向共产主义。习近平十分重视和经常强

调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共产

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2]“共

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3]

在国际上，习近平把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类进步事业结合起来，指出：“中

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4]

为此，他号召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从现实出发，当

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需要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进而还要向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努力。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习近平递进地倡导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也分别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序言部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18 页。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 5月 5日，

第 2版。

[3]　“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6

月 13日，第 2版。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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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也是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的

根本保证，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底色和最大优势。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决维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八九

风波”、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在特朗普执政

的四年里又掀起了反华反共的浪潮。在 2020 年的大选期间，“美国国内一

部分政治势力，出于拉抬选情的政治考量和维持单极霸权的需要，不惜全面

否定中美关系的历史，毫无道理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不断挑衅中国的

核心利益，攻击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污蔑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执政

党”。[1] 对此，中国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

体制机制。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全面

贯彻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2] 事实已经证明，蓬佩奥之流攻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谋不仅破产而且致使其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最后，坚信世界发展的进步趋势。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

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

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3] 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深刻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的各种主要因素及其互动

规律，特别重视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仍充满信心地指出，“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

可逆转”[4]。

[1]　“王毅：面对蛮横无理的美国，中国将作出坚定而理性的回应”，中国新闻网，

2020 年 7 月 28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7-28/9250555.shtml。（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1 月 20 日）

[2]　杨洁篪：“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30 日，第 6版。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83 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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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方法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进的

过程中逐步减少盲目性和增加自觉性，从而不断科学和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

第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习近平指出：“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

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

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1] 习近平在分析和应对当前的挑战

时注意结合历史背景和发展前景，因而能够厘清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明确

时代赋予的主要使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沉着应对严峻的挑战和困难，

抓住用好重大机遇，不断取得外交新胜利。

第二，坚持抓住主要矛盾的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是辩证唯

物主义的精髓，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用以分析和处置当前国际问题的主要方

法。习近平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时强调：“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

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2] 习近平在分

析国际形势时辩证地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认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

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

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

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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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

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

不会改变。”[3] 此外，在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团结朋友和减少敌人、注重

当前和着眼未来等重大问题上，习近平坚持对立统一和辩证应对，解决了许

多重大和困难问题，实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7 页。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新华网，2015 年 1 月 2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4/c_12741671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 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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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综合平衡目标和能力的国家定位。“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

国家定位既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国家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

重要依据，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1] 而且，国

家定位需要正确的角色观，习近平为此精辟地指出：“所谓正确角色观，就

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

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

外方针政策。”[2] 在国家定位上，习近平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没有变”。[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支持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当权益，

根据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通过互利合

作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四）执政为民和造福世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强调执政为民的最高和根本

宗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新的高度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4]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确保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坚强理论保障和重要力量源泉，也是对全世界的庄严宣示，让

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造福全世界的承诺。他还在外交领域倡导“共

商共建共享”“造福人类”等理念，“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5] 在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后，

习近平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

[1]　杨洁勉：“当代大国相互定位及时代特征分析”，《国际展望》2020 年第 2期，

第 2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7-428 页。

[3]　同上，第 10 页。

[4]　同上，第 15、35 页。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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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我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1]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已经形成了“十个坚持”[2] 总体框架，而

且还在以下四个核心理念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指导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与时俱进的主权观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争取到国家的独立和

民族的解放。中国外交理论始终把维护和发展国家主权放在首位。随着内外

形势的变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权观具有以下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的主权观念。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

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涉台涉港涉疆

问题上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核心利

益，有力地推进了世界各国需要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使命。

第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主权观念。当前，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

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公共卫生和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

战威胁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一旦国家主权被过度削弱，

[1]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

第 2 版。

[2]　即：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

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

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

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27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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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深重灾难。习近平强调既不能弱化主权又要加强国际合作，

树立与时代潮流相符合相一致的主权观念，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维护本国利

益和拓展国际共同利益。

第三，维护信息化时代的主权观念。信息化和网络时代对国家主权提出

了新的挑战。为此，习近平强调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

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

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

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

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1] 

为了维护网络安全，中国努力推进国际共同标准，坚决反对双重标准。中国

正在与世界各国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

合作的网络空间，进而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二）共同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倡导综合国家安全观后又进而要求“推动树

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2]。

第一，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当前，全球安全问题凸显并且呈泛化趋势。

霸权主义、大国博弈、集团对抗等战略态势恶化，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不断加剧，国家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风险持续增加，安全威胁的传统因素和

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

样性更加突出，国际安全风险系数增大，世界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第二，安全理念亟需更新。形势决定任务，需要产生新理念。在新形势

和新需要下，亟需清理和淘汰诸如“独家安全”和“赢者通吃”等陈旧理念。

为此，习近平倡导“四个坚持”的新全球安全理念：“坚持合作共建，实现

持久安全”“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

[1]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1版。

[2]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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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1]

第三，安全治理和共同体的方向。安全是人类的普遍需求，是国家发展

的前提条件。人类只有形成安全共同体，才能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

平提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重大倡议，认为“安全和稳定

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我们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营造良好地区安全环境”。[2]

这一倡议丰富了全球安全合作内涵，为建设全球安全共同体指引了共同行动

方向。

（三）正确的义利观

中国在由相对贫弱进入逐步富强时，需要处理和世界各国的复杂利益关

系。为此，习近平不失时机地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崇尚道德、

秉持道义、主张公道、伸张正义、义在利先、利在义后的价值观念。

第一，中国传统义利观。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国

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简言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

义利统一，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义利观，也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一以贯之的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第二，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坚持正确义利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国际层面的体现，是根据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社

会主义中国的理论基础，正确义利观蕴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面向共产

主义的努力方向。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3]正确义利观强调世界公正之“义”和人类共享之“利”，

完全符合自身全球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国家定位，对当前和

[1]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

86 届全体大会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9 月 27 日，第 2版。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3]　引自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0 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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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国际关系兼具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第三，知行合一的义利观。正确的义利观不是抽象和纯粹的理念，它们

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和实践性。中国在国际合作中既突出了“义”也

照顾到“利”，实现了“义”字当先下的义利兼顾与义利平衡，因而做到了

义利兼得和义利共赢。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成

为国际合作之道，赋予中国的国际合作观以知行合一和可持续性。

（四）引领进步的国际体系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体系观经历了批判、参与、建设和改革等

历史性转变和创新。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外

交思想关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化建设方面又有了重要发展。

第一，紧紧抓住当前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本质。习近平强调：“全球

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

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1]

第二，辩证看待现有国际体系的现实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指出：“疫

情也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各方应该思考如何加以

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2]

第三，发挥发展中大国在改革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中国正在努力把日益

强大的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规制权和话语权。例如，习近平指出：“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的国际峰会。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

气势，形成声势，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

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49 页。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 年 9月 24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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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1]

四、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即指中国对本国和世界关系互动的基本思路和主要

目标，它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确立外交战略目标

中国共产党根据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切实可行和

特征鲜明的外交战略目标，并以此调动和统筹国家的对外工作。

重视战略思维。所谓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

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

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

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 在外交领域，习近平从历史潮流中观察当前

形势变化，区分主流、回流和逆流，在统筹内外大局中进行顶层设计，在总

揽全局中决定优先次序和进退取舍，积极促进国际环境企稳向好发展，排除

干扰和保持战略节奏，始终保持战略自信和理性运筹。

明确战略目标。外交的特点是国际互动，时常受到形势变化的冲击和影

响，因此根据世情国情制定战略目标就尤为重要。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新中国

历史上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并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

验、研判形势、统一思想、开拓未来，确定今后 5年至 10 年周边外交工作的

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

思路和实施方案。”[3]后来，习近平又把中国外交的主要战略目标归纳为：“努

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4]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48-449 页。

[2]　同上，第 10 页。

[3]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 10月 26日，

第 1版。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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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战略定力。当前，中国不仅需要应对世界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

急剧上升的挑战，还要化解或战胜来自以美国为首西方的战略施压和围堵。

为此，习近平自信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

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

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

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1] 在以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外交工作中成功应对了包括特

朗普政府对华疯狂攻击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内的严峻挑战，不断冲破艰难

险阻驶向胜利的彼岸。

（二）外交战略布局

习近平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是系统和全面的，战略目标一经确立后，就需

要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加以落实和推进。习近平在维护原有布局的延续性和

稳定性的基础上，又将其建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新布局。

健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2014 年 11 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

络。[2] 此后，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朋友圈日益

扩大。中国继续深化与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机制等的关系，并积

极构建遍布全球的“朋友圈”。根据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中国实现了与发展

中地区合作机制的全覆盖，与半数以上的建交国家建立了合作或战略伙伴关

系，协调推进了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扩大了与各方的利益交汇点。

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国通过搭建这个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助推合作伙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我

多次说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共建‘一

带一路’是一项长期工程，是合作伙伴们共同的事业。”“共同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3]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36 页。

[2]　同上，第 444 页。

[3]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9 年 4 月 28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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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非传统领域的战略布局。中国在继续推进外交、经济、安全、军事

等领域战略布局的同时，强化了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绿色发展、外空规

范等非传统领域的战略布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加强

了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共

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全球携手抗击疫情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

（三）外交战略的政策支持

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需要通过具体和精准的政策得以落实。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说，政策举措是战略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

中国特别重视主要外交战略的政策配套，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独立

和平外交政策，对美国合作加斗争的“两手政策”，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

国际合作政策，保护海外利益政策，等等。

区域国别战略的配套政策。中国深化了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中国和欧盟及欧洲国家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中国在困难条件下努力管控与美国的分歧并争取两国关系早日回归理性合作

的轨道，中国坚持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原则下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中国还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方面，中国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伊朗核、

阿富汗、缅甸、中东、叙利亚、南苏丹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不断探

索和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道，始终坚持和平性、

正当性和建设性。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军控与防扩散进程、国际发展合作、全球

气候变化、社会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政策举措也日益成熟可行。

五、结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懂弄通悟透的基础上，

以此指导未来的各项工作，提高理论和实践的自觉性。中国学界需要在以下

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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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实践中加深理解和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集聚中国历任领导集

体和举国上下的智慧和努力，体现了当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最高水平，

因而需要联系实际和系统地学习，从而全面、准确地落实到行动之中。

第二，增强历史使命感。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

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学界要审视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研究和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在把握中国的

历史方位中确立研究方向和重点，成为推进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动力之一。

第三，增强时代责任感。当今的时代，和平发展既是主题，也是命题，

许多重大议题需要回应和解答。中国学界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投身

于波澜壮阔但又千折百回的时代潮流之中，不当袖手旁观的评论者，成为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伟大事业的实践者和贡献者。

第四，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国际关系作为独立的专业只有百年的历史，

在中国的真正发展只有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所谓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

准确解释中国外交，中国自身的理论尚处于开创阶段，更加需要在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中国国际关系核心和前沿理论的建设与创新，使之更

加系统化、当代化和普及化。

第五，加强国际交流和传播。通过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国际交流，和国

际社会共享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宝贵理论财富，使其深刻地感受到习近平外交

思想在理论上的强大力量和实践中的务实管用，并在应对和解答当代重大问

题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习近平外交思想，共同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完稿日期：2021-2-23】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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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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 - 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及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2 期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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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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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王晶：“‘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的新时代格局”，国研网，2020 年 6 月 3 日，

https://h5.drcnet.com.cn/docview.aspx?chnid=5722&leafid=22592&docid=5854003&uid=80091203
&version=ydy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5]　“习近平演讲全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央广网，2017年 5月 14日，

http://china.cnr.cn/gdgg/20170514/t20170514_523753936.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7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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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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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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日期：2021-3-9】

【责任编辑：李  静】

[1]　王晶：“‘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的新时代格局”。

[2]　傅莹：“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中国人大》2016年第 4期。

[3]　苏长河：“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17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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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

    吴心伯

〔提   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

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

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

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

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

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

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

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

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

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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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朗普执政四年，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随着拜登入主白

宫，人们普遍关注如下问题：拜登对华政策与特朗普对华政策有何不同？美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

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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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如何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以及中国应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将如

何演变？

拜登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四年前大不相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他的执政议程和优先关注领域。在对华问题上，拜登将继承特朗普政府对华

战略竞争的基调，同时进行一些重要调整，这对两国关系既意味着挑战，也

蕴含着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实力地位的增强和博弈技巧的不断提升，中国

将对中美关系走向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塑造作用。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存在缓

和与改善的重要机遇，在中美关系演变的大趋势下，这种调整可能只是战术

性的，但却极为关键。

一、拜登对华政策环境

拜登上台后，首先要面对的是异常棘手的国内问题，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恢复经济、改善种族关系等是当务之急。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要

完全控制疫情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发

展，而种族矛盾是美国的系统性痼疾，短期内难望有重大改善。因此，拜登

的执政议程将以应对国内挑战为主导，但因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进展，其在

政治上仍将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就对华政策而言，拜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处理特朗普留下的负遗产。特

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主张采取强硬对华政策以

应对中国挑战，这在美国政策界基本形成了共识。但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无

底线的战略竞争和不计后果的战略对抗，前所未有地重创了中美关系。如何

收拾这个烂摊子，是拜登处理对华关系的最大难题。

从外部看，过去四年间中国已发生了重要变化。2016 年，中国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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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美国经济总量的 60%；2020 年，这一比例已跃升到 70% 以上，[1] 中美力

量对比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如期实现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不仅是中国

历史上的巨大成就，也为人类减贫事业、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伟大贡献。中国

顶住了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摩擦、技术封锁，快速有效地控制了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率先恢复经济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制度的活力和韧性，大

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新发展阶段

需要，中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关键技术自主创新，构建双循环发

展格局，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完

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积极实施新的战略布局，发

展态势和前景看好。

与此同期，在特朗普政策冲击下，美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在“美国

优先”理念驱使下，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机制采取“不合则去”的粗暴做法，

创下美国“退群”的历史记录。特朗普悍然向一众盟友发起贸易战，退出《巴

黎协议》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德俄合作建设的“北溪二号线”天然气

管道项目发起制裁，单方面从德国撤军，在军费分担问题上向日本、韩国施压，

等等。这一系列举措损害了盟友利益，激起了盟友对美国的严重不满，盟友

与美国离心离德的严重程度几乎前所未见。特朗普发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

对华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对中国的政治攻击如冷战重演，外交对抗烈度史无

前例。特朗普政府的霸凌行径引起了大国关系激烈动荡，破坏了应对全球性

挑战至关重要的大国合作，威胁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安全，践踏

了国际规则与秩序。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口号下，为谋一己之私而不

择手段、不顾底线，其对抗性、破坏性和危险性充分显露，使美国从现存国

[1]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 年中国 GDP 总额为 11.23 万亿美元，美国 GDP 总额为

18.71 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 60%，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
CD/1ff4a498/Popular-Indicators#。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 2.3%，按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

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为 14.73 万亿美元；2020 年美国经济初步估算负增长 3.3%，经济总量为

20.95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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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变为最大的破坏者，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信誉遭

受重创。

美国国内议程的优先性、特朗普政治遗产掣肘、中美互动态势变化、美

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下降等因素，都将严重制约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设计与

实施。在未来四年内，美国对华政策将很难彻底摆脱特朗普留下的阴影，美

国对华关系改善将是渐进的、有限的甚至是艰难的。

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

拜登曾在竞选中表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1] 其在入主白

宫后又宣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要在经济、安全、外交、

人权、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等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2]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

肯（Antony Blinken）把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21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

考验”，断言“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严重挑战稳

定与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家”。[3]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表示，

“我们正同中国进行激烈竞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21世纪的关键特征”。[4]

由此可见，竞争将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

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可能重新界定竞争在对华战略

[1]　“被媒体追问下表态，拜登：美国最大威胁是俄罗斯，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环球网，

2020 年 10 月 26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0RP0fx9RZ1。（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
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9 日）

[3]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上网时间：

2021 年 3 月 5日）

[4]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1/01/25/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
january-25-2021/.（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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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以及对华竞争的主要内涵，进而在对华竞争方式上有所改变。

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将围绕如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技术之争。技术被视为“美中竞争的中心”，[1] 为保持美国在技

术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拜登政府将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

新能源、生物技术、先进材料等重要技术领域展开对华竞争。[2]在竞争方式上，

一是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新兴技术和重要基础技术，防止中国缩小与美

国技术差距；二是加大研发投入，确保美国技术优势。与特朗普政府滥用国

家安全名义对华实施广泛技术脱钩不同，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所谓“小院高墙”

策略，缩小技术封锁范围，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保护。[3]在对华技术竞争方面，

拜登政府将更加重视多边手段，除了拉拢盟友强化对华技术管制外，还可能

与核心盟友一道合作开发通信设备，推动构建不依赖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4]

此外，拜登政府还会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的支出，

来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5G 等领域的优势地位。

第二，规则之争。拜登声称信奉“公平贸易”，为确保国际经济规则对

美国有利，要在数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建立新国际规则，并修订关于补贴和

政府采购方面的国际贸易规则。[5] 拜登上任后表示，美国将同中国展开“极

[1]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2]　余东晖：“沙利文接棒奥布莱恩后首论美中战略竞争”，中评社，2021年 1月 29日，

http://www.crntt.com/doc/1059/9/8/1/105998103.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5998103
&mdate=0130055311。（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

[3]　“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策略是“新美国”智库（New America）研究

员诺兰德·拉斯凯（Lorand Laskai）和赛姆·萨克斯（Samm Sacks）在 2018 年提出的方案，

即要有选择地界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并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这些技术。Lorand 
Laskai and Samm Sacks, “The Right Way to Protect America’s Innovation Advantag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10-23/right-way-protect-
americas-innovation-advantage。（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2 日）

[4]　据报道，拜登政府已开始与盟友和伙伴对话，拟议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技

术标准、量子计算、生物科技、5G 通讯、监控技术等领域共组限制中国的联盟。余东

晖：“华府观察：全球科技业中美两边下注”，中评社，2021 年 3 月 2 日，http://www.
crntt.com/doc/1060/2/0/9/106020988.html?coluid=148&kindid=7550&docid=106020988&mda
te=0303003953。（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

[5]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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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聚焦国际规则。[1] 具体而言，美国将重

点关注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强制转让技术”

等方面，与中国进行规则博弈。为防止中国主导数字经济技术和产业，拜登

政府还将尝试推动建立多边数字基础设施标准与规则，以保护数据隐私、防

止“威权政府”利用数字技术监视本国公民等为借口，挤压中国数字经济企

业的国际市场。

第三，价值观之争。国务卿布林肯把“复兴民主”(Renew democracy)

列为美国外交优先事项，誓言要在全世界支持民主，特别强调要在对华关系

中捍卫美国价值观。[2] 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中突出价值观因素，除了沿袭民

主党一贯的理念偏好外，更有对内动员民众支持、对外拉拢盟友等实际的政

策考虑。在竞争方式上，与特朗普政府赤裸裸地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执政党

不同，拜登政府将更多地通过议题导向策略，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

对华施压，并与中方关切的议题挂钩，讨价还价。[3] 同时，拜登政府还会积

极动员盟友，如召开“民主国家峰会”，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

第四,安全之争。在对华安全竞争方面，拜登政府会继承奥巴马政府“亚

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以西太平洋为安全

竞争的重点，继续关注南海，加大对台海的介入。在竞争方式上，美国将扩

大在相关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攻防能力，提升美台军事

与情报合作力度，协助一些东南亚国家发展海上力量等。拜登政府将继续以

美日澳印四国合作为主要平台，[4] 同时加大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拉拢力度。

此外，网络空间也被美国视为对华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将从能力、规则等

方面强化自身优势。

[1]　Cassidy McDonald, “Biden Says U.S. won’t Lift Sanctions until Iran Halts Uranium 
Enrichment,” CBS News, February 7, 2021, https://www.cbsnews.com/news/biden-interview-iran-
sanctions-nuclear-agreement/.（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

[2]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3]　余东晖：“沙利文接棒奥布莱恩后首论美中战略竞争”。

[4]　2021年 2月 18日，拜登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美、日、澳、印四国外长对话在线上举行。

此外，华盛顿还积极推动对话升级，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领导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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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金融之争。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金融战，限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

及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股市，并对一些中国公民个人和实体机构实施金融制裁。

除了可能延用上述做法外，拜登政府还可能出手狙击人民币国际化。在美元

进入贬值周期、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前景看好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

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在美国看来，这将挑战美元霸主地位，抑制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将成为拜登对华金融竞争的重要潜在选项。具体措施包括阻挠增加

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份额，阻止一些国家将人

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与中国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

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将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特朗普政府对

华竞争重点在于竭力打压、削弱中国，拜登政府则更注重提升自身竞争力，

从加大科研投入、推出产业政策、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谋求通过振兴美国

赢得竞争。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以单边行动为主，虽然也试图拉拢盟友和其

他国家共同对抗中国，但其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和对同盟纽带的削弱使其建

立反华联盟效果不彰，拜登政府将更加注重与盟友协调，在经贸规则、技术

管制、投资限制、价值观、安全等领域争取盟友配合与支持，[1] 拜登政府还

会积极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通过规则的制定、修改

和议程设置等方式，推进对华竞争。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不计后果、不惜代价，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其对华加征巨额关税，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消

费者、制造商买单，拜登政府注重竞争的成本控制，强调“巧竞争”，减少

硬对抗，避免两败俱伤。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几乎排除

了对华合作，拜登政府则明确表示要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等与中国有利益交集的问题上进行合作。[2]

毫无疑问，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约。首先，美国

[1]　余东晖：“沙利文接棒奥布莱恩后首论美中战略竞争”。

[2]　“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10/
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esident-xi-jinping-of-china/.（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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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演变。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能否得到缓解，

新冠肺炎疫情能否在短期内（半年左右时间）得到有效控制，经济能否逐渐

恢复并避免发生新的危机，这些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将极大地影响拜登政府

在外交上投入的资源和精力。其次，利益集团的影响。特朗普政府以非建制

派姿态，在对华问题上竭力排除华尔街、硅谷、制造业、零售业等相关利益

集团影响，而拜登政府则是典型的建制派，与美国各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相关利益集团将谋求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1] 最后，盟

友的作用。拜登政府强调将在对华问题上加强与盟友协调，不仅意味着美国

将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争取盟友的支持与配合，也意味着盟友有机会影响华盛

顿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尤其看重与欧洲盟友在对华问题立场上的协调一致，

宣称“我们必须一起为同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2] 然而，欧洲在对

华关系上的利益诉求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二者对中国的看法也存在分歧，[3]

这意味着在对华问题上，欧洲不可能唯华盛顿马首是瞻，华盛顿有时也不得

不顾及欧洲的立场。而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中国在地理上更为相近，且大

多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要让他们在对华问题上一味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更

[1]　美国商会在 2 月 17 日发布《了解美中脱钩》研究报告，评估中美脱钩在投资、贸

易、人文交流以及航空、医疗器材等领域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强调中美全面脱钩不

可取。这份报告在拜登政府全面评估对华政策之际发布，无疑是要影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选

择。“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 China Center, US 
Chamber of Commerce, February 21, 2021,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024001_
us_china_decoupling_report_fin.pdf。（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

[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
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0日）。

[3]　2020 年底，欧洲顶住美国压力与中国达成中欧投资协定即为一例。另据欧洲智库欧

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2021 年 1 月发布的针对欧洲 11 个国家、1.5 万民众的民调报告显示，60%

的受访者认为，本国政府应该在中美和美俄对抗中保持中立。就在拜登呼吁欧洲与美国一道

准备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需要中国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欧美在

中国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邵一佳：“欧洲 11 国民调：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 10 年内

超过美国”，环球网，2021 年 1 月 20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359292621150
930&wfr=spider&for=pc; Ayhan Simsek, “Merkel for Joint Transatlantic Policy on Russia, China,”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aa.com.tr/en/europe/merkel-for-joint-transatlantic-policy-on-russia-
china/2150935。（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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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易事。

三、中国的应对

中国对拜登执政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走向有着清醒的认识。中

美战略竞争是国际格局演变和中美两国各自发展变化的产物，是长期的和持

久的，拜登政府将继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竭力放慢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

响力增长步伐，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将呈现出不同于特

朗普政府的特征，既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也蕴含了合作的机会。

妥善把握这些机会，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自

身发挥的能动作用至关重要。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发展，中国对国内发展战

略和对外战略作出了相应调整，自信心逐渐增强，对美战略博弈经验和技巧

不断丰富，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引导和塑造一个

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

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拜登政府将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继续向中

国施压，祭出新的措施，动员更多盟友积极介入。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政治安全问题上，中国必将坚定地顶住美国压力，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

较量注定是激烈和尖锐的，美国的一些盟友也将被不同程度地裹挟其中。同

时，美国（包括拜登团队内部的一些官员）也可能试图将中美竞争意识形态

化，给中国布下“冷战陷阱”，对此中国应保持警觉，避免将两国竞争渲染

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事实上，中美竞争的实质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

阻遏中国发展挑起的两国争斗，是美国力图维持单极世界、抵制世界多极化

趋势的集中体现。中国同美国进行斗争则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发展权，是

为了推进世界多极化、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全球治理的正义之举。

经贸、科技、金融领域仍将是中美竞争的主战场。拜登政府既要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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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益，又要谋求限制中国国力提升，这将使两国之间既有

合作、更有竞争。中国应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

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争取美国商界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持。同时，

中国应继续大力推进技术自主创新，减少对美技术依赖，降低在关键技术领

域的脆弱性，更好地维护自身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此外，中国可通过贸易

和投资领域的制度性安排，进一步深化与东亚、欧洲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

更加有效地推进出口和投资市场多元化，最大程度规避美国贸易和投资保护

主义带来的风险。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看好、人民币稳步升值背景下，中国

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拓展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减少对美元体系

依赖，降低外部金融风险。在应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和技术封锁斗争中，

中国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通过关税、出口管制、制裁等手段有力回击了美

国的挑衅行为，这些手段同样适用于应对拜登执政时期的中美经贸竞争。

拜登政府将在南海、台海加大对华施压力度。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将继

续坚决顶住美方压力，坚定维护中国主权、海洋权益和安全利益。同时，中

国将继续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通过谈判与磋商

处理好与相关国家的海上纷争，确保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在台湾问题上，中

国应在新形势下积极增强对台海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稳步提升对台海局势

的把控能力。随着中美两军在西太平洋互动力度和频率的加大，两军之间发

生海空意外事件的风险也在上升，因此要利用两军交往渠道推进信任措施建

设，完善风险管控、危机预防和管理的机制建设与实践。

拜登政府在理念上接受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誓言要回归多边主义，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为中美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公共卫生、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伊核、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

有合作的必要与可能。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将更加注重利用多边机制对华博弈，

可能继续推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多边经贸合作安排，将大国竞争因素嵌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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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机制，通过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打压和限制中国，阻挠中国参与和推

动的双多边合作倡议等。有鉴于此，中国应积极谋划如何在联合国、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与美国开展竞

争，警惕美国对东亚合作、欧亚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干扰。总体而言，

中美两国在多边领域的博弈力度将不断增强，美国对多边机制的功利态度会

越来越突出，必将严重制约两国在多边领域合作的空间和成效。

新形势下，中国越来越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模式与经验，重新思考中美关

系，以国内层面为立足点、以双边层面为着力点、以多边层面为支点，做好

对美博弈。作为 21 世纪大国竞争的集中体现，“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

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1] 这意味着两国博弈的关键在于各自内部发展与治

理。对于正在步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

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

局面，[2] 是中国国力再上新台阶、治理再上新水平的保证，也是新形势下处

理对美关系的立足点。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与

自身综合国力与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能够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从国际层面引导与塑造中美关系。

2021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的通话中，主张中美两国

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建议两国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两国外交部门开

展深入沟通，两国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开展接触，要求美方在台湾、

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3] 中国提出的这些建

[1]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6期，第 129 页。

[2]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

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新华网，2020 年 8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leaders/2020-08/24/c_112640776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2 月 11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t1853679.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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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性主张、务实建议和谆谆忠告，对重启中美关系和妥善处理两国间重大、

敏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四、中美关系走向

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两个问题上的

举措：一是如何处理特朗普政治遗产，二是如何重置对华议程。

特朗普执政四年，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和战略对抗，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史

无前例的破坏。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总体上看，

拜登政府有三种选择：一是继承，使其成为新政府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二是

废除，以新政策取而代之；三是战术性运用，将其作为筹码对中国施压或讨

价还价，在获得预期让步后再行调整。在实际政策操作中，拜登政府很可能

三管齐下、综合运用，至于具体的政策取舍，则要经历一个政策评估过程。[1]

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拜登政府难以对特朗普对华政策动大手

术、果断切割，更可能采取局部和渐进式调整。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其既需要聆听团队内部不同声音，照顾

民主党内部不同诉求，更需要面对来自共和党的压力。在拜登团队内部，有

的主张要强硬对付中国，提高对华竞争有效性；有的则主张竞争同时兼顾务

实合作。在国会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中，主流观点是对华强硬和施压，

对华问题上的两党共识成为当下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总体来说，拜登

政府对华政策主要受到四大势力的影响塑造：一是价值观派，对中国持意识

形态偏见，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等旗号对华施压；二是战略派，关注中国

实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扩大，急于同中国展开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三是商

界利益派，希望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扩大两国经贸联系；四是全球治理派，

[1]　普萨基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记者会上的相关表态，说明这个评估已经开始。“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January 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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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推进全球治理，维护现有国际体系。这四

大势力的政策影响不是固定不变或泾渭分明的，而是动态且相互交织的，拜

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轨迹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国际形势发展以及各势

力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华议程的重置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重建中美互动机制和确定

对华关系议程。特朗普执政后期，中美之间的主要交往机制均告停摆，双方

缺乏实质性沟通渠道，这对双边关系问题的处理极为不利。对拜登政府来说，

当务之急是与中方重建外交、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对话磋商机制，并尽快启

动，发挥其对两国关系的支撑和管理功能。同时，要确定双边关系的优先领

域和重点议题，通过处理这些议题，促进两国关系稳定、改善和发展。当然，

不论是重建中美互动机制，还是确定对华关系议程，都需要两国进行有效沟

通和磋商。2月 11 日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走势有如下几种可能：

一是竞争加合作型，竞争态势突出，但合作也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方面。

特朗普执政之前，中美关系一直呈现竞争与合作交织状态，有时竞争大于合作，

有时合作大于竞争。随着特朗普明确将中国确定为美国最主要战略竞争者，

竞争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将延续这一对华政策思路，但与

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团队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必要性。[1] 如果两

国能够在双边和多边领域重启合作，并不断取得进展，就能够产生积极效应，

推动双方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性在双边关系中的分

量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竞争性。

二是竞争主导型，竞争是双边关系的基调，合作意愿较低且在很大程度

上受制于竞争思维。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关键在于确保竞争大体上是良性的

和可控的，双方按照大致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并确立有效的管控机制，尽

[1]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美关系有对抗的成分，有竞争的成分，也有合作的成分。

“Secretary Anthony J. Blinke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state.gov/
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a-press-availability/。（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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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竞争可能是激烈的和常态化的，却不会导致对抗冲突、对双边关系产生颠

覆效应。合作在双边互动中不占主要位置，合作性难以淡化竞争性。

三是竞争－冲突型，竞争是恶性的，因竞争失控而导致对抗冲突、爆发

新冷战的风险增大。在这种关系模式中，竞争的主要目的不是提高自己，而

是削弱或击垮对方；竞争缺乏规则和机制约束，从而导致各自政策底线和两

国关系底线不断被突破，双方互动陷入恶性循环，对抗冲突越来越频繁，特

朗普执政后期中美两国关系走势即为此。

在拜登执政时期，中美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争取竞争加合作

型，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不冲突不对抗”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一贯主张。[1]

拜登执政后在强调对华竞争的同时，也表示中美之间“不需要有冲突”，“不

可能也绝不能回到冷战时期本能的对抗和僵化阵营”。[2] 拜登本人对中国比

较了解，有较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执政经验，其执政团队大多来自建制派，

政策分寸感较强，这与特朗普及其团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拜登执政给中

美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缓和与调整的机会，但能不能抓住机会，主要看两国

能否确立对彼此战略意图的基本信任，能否有效地开展务实合作，能否管控

好越来越多且更加棘手的分歧。它考验着两国各自政策调整的能力、克服国

内政治干扰的能力以及控制战略焦虑和战略冲动的能力，这对美国方面尤其

如此。

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看，国际格局演变和中美两国的国内形势发展仍处

在深刻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把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剧烈变动时期。对中美两

国而言，未来四年恐怕难以给双边关系确立一个稳定的框架，而只是寻求中

美关系新框架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关键阶段。中美战略竞争之势

[1]　在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贺电和与拜登就任总统后的首次通话中，习近平主席都

强调了这一点。参见“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外交部网站，2020年 11月 2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5555.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

[2]　Cassidy McDonald, “Biden Says U.S. won’t Lift Sanctions until Iran Halts Uranium 
Enrichment”;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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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难以逆转，但能否抑制恶性竞争与战略对抗，让竞争本身多一些良性，

在竞争之外增加一些合作，这四年的努力至关重要：如果成功，有望为下一

阶段的中美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如果失败，下一阶段的两国关系势必面

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长远来看，中美两国能否确立一个新的稳定的关系框架，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美国能否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崛起和世界格局发展，设计一项明智、合理

且可行的对华战略。美国政策精英把中美关系的问题看作是力量上升的中国

不断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1] 而在中国看来，中美关系的问题

在于美国不能接纳新兴大国崛起，不能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

试图以旧的思维和战略应对新的现实。[2] 美国最终能否做出必要的调整，取

决于中美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也取决于国际格局的深入演变，更取

决于中美互动对美国理念和行为的塑造。拜登政府将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国

际社会拭目以待。

【完稿日期：2021-3-2】

【责任编辑：李  静】

[1]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 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国挑战美国的实力、

利益和影响力，试图根据其利益偏好改变国际秩序。拜登政府也宣称，中国挑战美国的繁荣、

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挑战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2, 27;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February 4, 2021;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

[2]　Wu Xinbo, “The China Challenge: Competitor or Order Transform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3:3 (Fall 2020), pp.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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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欧美关系发展和转型将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拜

登政府重新重视盟友、重回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为欧美关系的修复带

来新希望。但是，国际格局变化和秩序重塑、欧美各自内部政治和社会

分化等结构性力量，决定了双方关系转型进程不可逆转。欧美战略日益

疏离、利益不断偏移、认同逐渐弱化，决定了大西洋关系整体走向弱化，

将从盟友关系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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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拜登政府上台，大西洋关系的再调整与走向日益受到关注。与特朗

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挑战和分裂盟友的政策相

比，拜登政府高调宣布“美国回归”，拥抱多边主义，重建与盟友的战略互

信，并寄希望通过修复大西洋关系，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为欧美关系的修复与改善带来希望。然而，观察欧美关系不能止于一届政府

的政策调整，更要关注决定双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国际格局与秩

序变动，欧美双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彼此力量、观念和利益的分化与

重组趋势，等等。诚然，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举措势必会使特朗普时期紧张

的欧美关系得到缓和，大西洋两岸在多边议题上的互动和协调也会增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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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根本扭转双方的疏离趋势。欧美关系只能在新的互动进程中，构建从盟

友到伙伴的新平衡。

一、结构性力量变动重塑欧美关系

纵观欧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对手

关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共处关系，还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1] 无

一不是在国际力量与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和

观念趋同或分化的结果。当前所谓的大西洋关系和秩序，即是在冷战背景下，

双方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在合作安全的逻辑下，彼此构建的基于共同利益

和认同的盟友关系。大西洋关系和秩序主要有三大支柱：以北约为核心的安

全支柱，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支柱，以共同利益和价值为基

础的身份认同支柱。

在国际格局演变、国际秩序深度调整背景下，欧美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从内部受到冲击。随着美国霸权影响力下降和欧洲战略自主加强，维系

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三大支柱虽韧性犹存，但正经历不断衰弱的结构性调整，

成为驱动欧美向平衡伙伴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拜登上台后评论欧美关系时指出，“我们的分歧不会奇迹般消失”，“美国

已改变，欧洲人的美国观也已变化，世界已经变化”，[2] 表现了重塑欧美关

系的结构性力量已发生变化。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伊拉克战争期间的

欧美分歧和冲突是冷战后大西洋秩序历史断裂的标志，[3] 那么今天双方关系

的重塑，则是大西洋关系深刻转型进程中的历史延续和重要节点。

[1]　Charles A. Kupchan,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US-European Relations,” in J. Anderson 
et al. (eds.), The End of the West?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Atlantic Ord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2.

[2]　Alexandra Brzozowski, “EU Calls on Biden to Form ‘New Transatlantic Pact’,”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eu-calls-on-biden-to-form-new-
transatlantic-pact/.（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3]　Charles A. Kupchan, “The Atlantic Order in Transition: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US–
European Relations,”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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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削弱大西洋关系的机制性基础

战后美欧共同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要是美国在盟友支持下确定

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这是联结双方共同利益和认同的制度性基础。美国霸权

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一些关键性特征，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相应的

国际多边机制和所谓西方民主国家间的特殊关系等。[1] 但随着国际力量与格

局重组、西方经济和社会内部分化，欧美以不同方式选择性地维护多边主义

秩序，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层危机，有观点甚至认为，“自由秩序

已经结束或瓦解”。[2]

权力转移与国际格局变化动摇了美国霸权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

美国霸权与西方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力量基础。“欧盟曾与

美国联手，以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40% 的实力，制定了全球市场 80% 的国际

规则和标准，形成了国际多边机制中事实上的 G-2 管理结构。”[3] 随着多极

化不断发展，尤其是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出现大转移，西

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趋势日益明显。

在新的大西洋关系框架中，最重要的体系性变化就是欧美联盟已不足以

重塑世界。[4] 新兴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也日益突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 1960 年的 40% 下降到 2019 年的

24%，[5] 七国集团（G7）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 2018 年已不足

40%。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占比则出现质的飞跃，中国更是从

[1]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Issue 1, January 2018, pp.14-16.

[2]　Tom Mctague, “Remember the ’90s, Don’t Long for a Return,” April 19, 2020, https://www.
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08/brexit-trump-china-90s-golden-era/615406/.（上网时

间：2021年 3月 2日）

[3]　周弘主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月，第 5页。

[4]　Mark Leonard, Ivan Krastev,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January 19, 2021,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crisis-of-american-power-how-europeans-
see-bidens-america/.（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5]　Govind Bhutada, “Visualizing The U.S. Sha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Over Time,” January 
14, 2021,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u-s-share-of-global-economy-over-time/.（上网时间：

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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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的不足 2%，发展为 2018 年的 14.7%。[1] 随着国际力量转移，

全球性挑战日益多元，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2019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使节会议上表示，“18 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上，当前的

世界正经历转型，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组正推动西方霸权走向终结，新力量（New 

Powers）的影响长期被忽视。[2]

国际社会在思考讨论国际秩序转型动力时，往往忽视了西方主导的国际

秩序从内部走向衰弱这一因素。[3]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是其

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就业的内在一致性联系。1982 年，约翰·鲁杰

曾用“嵌入式自由主义”概念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达

成妥协，即国家通过有效政策手段实现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避免自由秩

序和国内经济安全与保护就业的目标背离。[4] 他曾根据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

中社会和市场的日益失衡预测其危机前景，表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

将被内部社会力量推动的国内政策所中断。[5] 近年来，欧美经济和社会转型

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仇外

主义和反全球化盛行，显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丧失国内合法性基础。马

克龙认为，西方社会内部治理的危机显示，“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个

人自由、民主制度、中产阶层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系统已被打破，需要重建新

的平衡”。[6]

此外，面对国际力量转移和西方内部自由秩序社会基础的弱化，欧美都

[1]　“Percent of World GDP in Asia,”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gdp_share/
Asia/#:~:text=The%20average%20for%202018%20based,available%20from%201980%20to%20
2018.（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Ambassadors’ Conference – Speech by M. Emmanuel Macro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ugust 27, 2019, 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
President-of-the-Republic.（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3]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p.14-16.
[4]　Rawi Abdelal and John G. Ruggie, “The Principle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Social 

Legitimac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n New Perspectives on Regulation, edited by David Moss and 
John Cisternino, Cambridge, MA: Tobin Project, 2009, pp.151-162.

[5]　 Ibid.
[6]　“Ambassadors’ Conference – Speech by M. Emmanuel Macro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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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地维护多边主义，从而削弱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对于国际组织和条

约对自身主权的“侵蚀”，美国持先天怀疑态度，对多边主义持工具性立场。

即使是支持多边主义的奥巴马也曾表示，当美国核心利益需要时，或在美国

人民受到威胁以及美国民生或盟友面临安全危险时，将在必要情况下单边使

用武力。[1]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退出一系列国际

机制的激进做法，只是对美国政策传统的回归。如果让美国民众在现实主义

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安全、自主等现实主义关切通常优先于

自由主义。[2]

欧盟希望依托多边主义发挥国际影响力，但在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

下，通常采用灵活、务实的多边主义立场，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自从多

哈回合谈判停滞、欧盟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遭遇尴尬处境后，欧盟在多边

主义问题上开始寻求更加灵活务实的战略，包括在多边事务中构建议题联盟，

以双边促多边，以及利用单边手段推动多边议程。有观点认为，“有效多边

主义一定程度上在欧盟对外议程中消失了”。[3] 近年来，从欧盟出台《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纷纷启动数据税，以及欧盟讨

论征收碳关税等，都表明了欧洲国家利用规范性力量和市场规模，选择性地

维护多边主义的态势。

（二）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削弱欧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传统大西洋关系以美国霸权为前提。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在

欧洲看来已无法领导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在过去四年里，因政治极化、民粹

力量扰动、不断“退群”、应对国内疫情不力等，美国国际影响力严重受损，

欧洲对美国能力与信誉的不信任加剧，正在改变大西洋关系的性质。[4]2020

[1]　Pat Paterson, “Origins of U.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18, https://www.
williamjperry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_associated_files/Origins%20of%20US%20
Foreign%20Policy.pdf, p.27.（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Ibid.
[3]　Sven Biscop, “The EU and Multilateralism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s,” July 2, 2018,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content/uploads/2018/07/The-EU-and-Mulitlateralism-in-an-age-of-
great-powers-Sven_Biscop.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4]　Mark Leonard and Ivan Krastev,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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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大选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欧洲 11 国进行了民调，有三分之二的

受访者表示，在 2016 年美国大选后不再信任美国，普遍认为德国是其最重要

的伙伴，而非美国；有 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的政治体系完全崩坏或崩坏，

在德国、英国和法国支持该立场的比例分别为 81%、71%、66%。民意调查显

示了欧洲国家对威胁认知的变化，不再认为美国可以保护其安全，在德国、

法国，只有 10% 的受访者表示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1] 面对美国大选僵局，

欧洲领导人表示将长期面临一个存在不确定性的麻烦盟友。特朗普上台，是

美国分裂的结果而非原因；特朗普下台，仍有几千万选民支持他。[2]

在国际影响力下降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将被迫更多照顾内部关切。有

关全球领导地位的讨论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辩论的核心议题。与嵌入式自由

主义观点一致，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在社会发展相对平等、中产阶层认为美

国有能力承担领导地位并能从中获益时，国内才会对其国际领导地位达成共

识。[3] 当前，美国深陷经济、政治和社会分裂，广大中产阶层不安全感加剧。

特朗普“美国优先”下的孤立主义，回应了国内保守力量的利益诉求，因而

得到国内广泛支持。在新冠肺炎疫情困境下，更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对全

球化失去幻想，不愿国家再承担对外军事和外交介入的成本。[4]

因此，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能结束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但不可能

根本上扭转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疏离态势，因为民众的优先不在于此”。[5] 当

[1]　Mark Leonard and Ivan Krastev,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2]　David M Herszenhorn, “Dismay and Denunciations in Europe as Washington Descends 
into Chaos,” January 7,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ismay-and-denunciations-in-europe-as-
washington-descends-into-chaos-donald-trump/.（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3]　Salman Ahmed and Rozlyn Engel, “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September 23,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SFP_FinalReport_final1.pdf. （上

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4]　Rozlyn Engel, “A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September 9, 2020, https://
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09/u.s.-foreign-policy-for-middle-class-pub-82504.（上网时间：

2021年 3月 2日）

[5]　Bruce Stokes, “US Electorate Shows Distrust of the Realities of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4,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09/us-electorate-shows-distrust-realities-foreign-policy. 
（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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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民众更关注国内事务进展，尤其是经济和卫生服务，分别占 79% 和

68%；不到 35% 的选民认为应先与盟友及国际机构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不到

31% 的选民认为改善与盟友关系应成为未来 5 年外交政策重点。[1] 美国选民

希望新政府能够聚焦内部事务，克服疫情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平息种族矛盾，

改变社会不平等现状。因此，拜登政府虽提出“美国回归”的口号，但仍将

面对国内保守力量掣肘，提出的外交政策也将服务于国内中产阶层的目标。

（三）欧洲战略自主诉求弱化双方共同利益基础

早在一体化初期，欧盟就曾推动政治和防务共同体建设，表明寻求战略

自主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长期被遏制、却又显著存在的意识。在国际格局发

展变化过程中，欧盟战略自主意识不时被唤醒，但受制于内部分歧和并无迫

在眉睫的威胁，欧洲战略自主一直未能取得实质进展。随着国际格局进入深

刻调整期，欧盟内部政治、社会危机和美欧关系在特朗普时期恶化，推动欧

盟将实现战略自主、维护欧洲主权作为内外战略转型的新定位。欧洲转向战

略自主的深层动因是结构性的，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内外压力背景下，

欧盟期待对内通过改革与团结，回应民众诉求，传递保护欧洲的信号；对外

寻求自主与独立，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彻底失去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通过强调欧洲主权和成员国主权的共存和相互加强，对内解构疑欧、反欧民

粹力量的“回归主权”诉求，对外建构和强化欧盟作为独立国际政治行为体

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这一态势不会因拜登政府重新重视大西洋关系而改变。

2017 年 9 月，马克龙在索邦演讲中提出了“主权欧洲”目标。此后，该

理念几乎成为欧洲应对一切危机的药方，从经济主权到产业主权，从技术主

权到数据主权，甚至食品、卫生等领域内的主权，欧洲对主权的诉求几乎涵

盖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欧美关

系的新紧张、中美竞争态势的加剧、欧盟对全球产业链安全性的再思考以及

数字技术更为广泛的应用，显著强化了欧盟的主权欧洲意识。当前，欧盟已

在诸多政策层面采取行动，展现战略自主。如在贸易政策中提出更强硬的贸

易防御工具（trade defense），在气候变化领域提出碳边境税倡议，在投资、

[1]　Bruce Stokes, “US Electorate Shows Distrust of the Realities of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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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方面推出更严格的投资审查和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在数字领域推

出一系列规范大型数据企业的举措。

在欧盟加速推进战略自主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他者”，或外部推动

力。大西洋关系的变化重塑了欧洲战略自主理念，推动相关讨论从安全和防

务自主扩展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自主，还增加了寻求独立于美国外交与安全

政策的目标。面对日益内顾和分裂的美国，欧洲认识到依赖美国在政治上已

不可持续。[1] 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推动欧洲寻求保护自身利益和

价值的方式。特朗普政府在北约问题上的含混立场、在伊核问题上的二级制裁、

在贸易领域对欧洲采取的关税行动，以及在中美博弈中推行的“脱钩战略”，

都加速了欧洲的主权觉醒。特朗普执政四年间，欧洲在战略自主方面取得的

进展超过冷战后历任美国政府时期，有观点调侃称，“特朗普偶然间成为欧

洲主权之父”。[2]

在战略自主理念推动下，欧盟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意识地保持对美战略

独立性，而不是简单地追随美国。针对中美博弈，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欧

洲必须寻求第三条道路，坚定维护欧洲利益和根本原则，支持开放的多边对

话。”[3] 德国外长马斯也曾表示，“在美国跨越红线时，欧洲应该成为一支

抗衡的力量（counterweight）”，[4]“在维护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需要约

束美国”。[5] 马克龙在 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更明确地表达了欧洲需要寻

求对美独立的信号。他认为，欧美双方拥有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政策和理

[1]　Jeremy Shapiro, “How European Sovereignty can Survive Joe Biden,” December 3, 2020,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opinion/how-european-sovereignty-can-survive-joe-
biden/.（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Julien Barnes-Dacey et al.,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An Action Plan for 
Transformation, not Restoration,” November 26, 2020, https://ecfr.eu/publication/a-new-transatlantic-
bargain-an-action-plan-for-transformation-not-restoration/.（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3]　“Pompeo Talks to EU Foreign Ministers as Rifts Fester,” Euractive, June 15, 2020, https://
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pompeo-talks-to-eu-foreign-ministers-as-rifts-fester/.
（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4]　Moritz Luetgerath, “Why the Vision of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Remains A Mirage,” 
March 3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3/why-the-vision-of-european-strategic-
autonomy-remains-a-mirage/.（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5]　Sven Biscop , “The EU and Multilateralism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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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欧洲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1] 

欧洲战略自主，尤其是数字主权的发展路径已经形成，规范包括美国企业在

内的巨型数字企业态势已形成，不仅强化了反垄断审查，还要求大型数字企

业必须分享其获得的数据。

二、欧美利益和观念的持续分化

美国霸权下的自由主义秩序是传统大西洋关系的制度性基础，欧美协调

是核心。当前，秩序危机与欧美关系疏离互为因果。在自由主义秩序危机下，

欧美都重回地缘政治思维，秉持实力政治原则。对于美国，无论是特朗普的

交易型“美国优先”对外政策，还是拜登政府的“美国回归”政策宣示，大

国博弈、美国利益优先、多边机制工具化，都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关

键词，核心都是维持美国霸权的存在。对欧洲而言，面对大国博弈，避免自

身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竞争的博弈场，而是作为独立存在、寻求“欧洲方式”、

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成为独特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已成为其重要诉求。地缘

政治逻辑下的欧美，在国际舞台上战略日益疏离、利益持续偏移、认同不断

弱化。

（一）实力政治原则下欧美的战略疏离

拜登政府虽宣布回归世界舞台领导地位、拥抱盟友、支持多边主义，但

鉴于美国实力地位已发生变化，国内政治和社会分化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善，

其自由主义对外政策议程恐难以展开。为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新政府对

外战略与特朗普时期不会有质的改变，只可能在方法和策略上进行调整：在

大国关系上，仍将持零和思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挑战和威胁；在战略优

先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东移将得到延续，亚太地区仍将是其重点；在

多边和盟友关系问题上，虽不会寻求孤立主义，但“工具化”立场仍将延续，

[1]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rance’s Macron Envisions New Era of European Strength,” 
DW News, February 15, 2020, https://www.dw.com/en/munich-security-conference-frances-macron-
envisions-new-era-of-european-strength/a-52389586. （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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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排他性影响力。

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四年执政，维护欧洲主权已成为欧盟对外战略的新定

位。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与地位不同，欧盟不以维护霸权影响力为目标，

而是希望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参与大国博弈，与美国、中国、俄罗

斯在新的秩序下共同发挥领导作用。[1] 在大国关系上，欧洲超越单一的竞争

与对抗视角，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出于地缘上的接近，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

大国始终强调俄罗斯在构建欧洲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努力平衡美国对其与

俄罗斯能源合作施加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欧洲虽寻求与美协调，但反对

冷战式“脱钩”。马克龙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孤立中国是欧

洲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2] 在战略重点上，面对周边失序和难民、移民冲击，

欧洲始终将周边和非洲作为优先。在多边问题上，欧盟希望利用其规范性影

响力，引导多边机制服务于其软实力“硬化”的目标，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

正是由于彼此的战略疏离，欧盟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际采取系列行动展

现自主意愿，与中国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重提欧元国际地位问题。

对于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的重振盟友关系及与所谓“威权国家”斗争，

法德虽表示欢迎，但更强调欧洲战略自主和欧洲利益。

（二） 欧美安全利益的分化和偏移

安全合作是大西洋关系中最核心的支柱。随着各自战略优先日渐分离，

欧美的安全利益随之分化。冷战结束后，从伊拉克战争引发的跨大西洋关系

危机，到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政策分歧和责任分担，从利比亚战争和乌克兰危

机中新的分工模式，到伊朗核危机中的冲突，欧美安全合作中的龃龉和责任

分担矛盾都是双方安全认知和利益偏移的结果。

美国地缘政治重心的变化，也决定了欧洲在其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

[1]　“Draft Report on the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European 
Parliament,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FET-PR-653845_
EN.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Katherine Walla, “Emmanuel Macron’s Plan to Rebuild US-Europe Relations,” February 
5,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emmanuel-macrons-plan-to-rebuild-us-
europe-relations/.（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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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党都希望将更多力量和资源投入印太地区，急于从中东乱局脱身，也

不希望欧洲东翼和巴尔干牵扯其精力。美国现实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将

欧洲安全交给欧洲人，可能引发欧洲的安全问题，但不会威胁到美国关键利益，

因此没有理由继续为欧洲的安全买单”。[1] 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为其

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提供支持。在美国推进战略东移的同时，欧洲周边安

全环境严重恶化，传统安全与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

周边安全形势异常严峻。面对多重危机和乱象，欧盟明确将保护自身安全和

维持有韧性的周边作为首要优先，并将其写入相关安全战略文件，并通过防

务和安全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和欧洲干预倡议，增加在周边和非洲的

行动能力。

安全利益的偏移降低了北约对欧美关系的支撑作用。[2] 特朗普时期，面

对北约内部的异质性和欧美协调的缺乏，法国总统认为北约已“脑死亡”。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调北约作为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性，承诺将实现对欧安全

责任，而马克龙则重申欧洲战略自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当拜登强调大

国竞争时，欧洲却聚焦非洲大陆疫情防控和安全问题，都生动体现了欧美安

全利益的偏移。

（三）经贸领域内的竞争面上升

共同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传统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支柱。在地缘政

治格局变动和国内政治、社会分化背景下，欧美经贸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朝着

双轨方向演变：进攻性推动第三方市场开放、保护性“关闭”自身市场。开

放的贸易体系不再是欧美双方共同的利益，转而各自实行在“公平贸易”目

标下的保护主义政策。在上述趋势下，双方在传统领域的经贸合作和新兴产

业的共同推进过程中，竞争和冲突的一面都呈上升态势。

[1]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转引自 Jolyon Howorth, “Strategic 
Autonomy and EU-NATO Cooperation: Threat or Opportunity for Transatlantic Defence Rel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40:5, pp.523-537。

[2]　Ville Sinkkonen et al.,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US Global Leadership: 
Turning the Tide?,” December 2, 2020, https://www.fiia.fi/wp-content/uploads/2020/12/bp297_biden-
administration-and-global-leadership.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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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保护主义趋势将制约双方在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空间。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在欧美均具有广泛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保护

主义趋势，欧美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名，实行更加“安全化”和“政

治化”的经贸政策。一方面，在保护美国就业与增长的“美国优先”理念

下，拜登政府难以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议程。另一方面，欧洲战略行业清单

也日益增加，保护主义之墙加固。目前，拜登政府明确将制造业打造为美国

繁荣的引擎，2021 年 1 月 25 日颁布行政令，强化“购买美国货”条款（buy 

America），利用美国政府的购买力，加强国内制造，为新技术开拓市场，规

定政府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所采购的商品、产品、材料以及服务都应有

助于美国企业在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帮助美国工人发展（thrive）。[1]对此，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明确表示关切，认为需要跟踪相关政策对欧洲企业的潜在

影响，以及是否违反美国在 WTO框架下的承诺。[2]

欧美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态势也将日益明显。欧盟确立了绿色和数字

转型的方向，出台新的产业战略，希望通过支持性政策框架和规则制定权，

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无论是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补贴政策，还是数据转型

中对数据信息的控制和利用规则优势弥补技术短板，都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与

美国在同领域的竞争与矛盾。在数据产业领域，欧盟长于规则，美国强于技术，

加之双方在数据经济治理领域内的理念差异，导致近年来欧美在数据产业方

面龃龉不断。围绕数据税、隐私权以及垄断等问题，欧盟委员会多次发起针

对美国数据企业的诉讼。目前，欧盟已出台《数据服务法案》和《数据市场

法案》的立法建议，其主要规范对象是美国在欧洲的巨型数据企业。欧盟加

大对战略性行业的扶持政策，涉及竞争、补贴、政府采购等一系列与公平竞

争相关的议题，已在美国引发不同反应，美国在欧企业普遍担心自身在欧贸

[1]　“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the Future Is Made in All of America by All of 
America’s Workers,”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
actions/2021/01/25/executive-order-on-ensuring-the-future-is-made-in-all-of-america-by-all-of-
americas-workers/.（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EU Trade Chief Warns Biden over ‘Buy American’ Push,” Politico, February 18,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oe-biden-valdis-dombrovskis-eu-trade-chief-warns-over-buy-
american-push/.（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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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投资会受到影响。欧洲在数据技术领域强化规范标准，也受到美国质疑，

认为其实为维护欧洲企业利益的保护主义手段。

（四）共同身份认同的弱化

尽管欧美在人权、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上持相似立场，但不同的历史经历，

使双方在对实力的认知，对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

当前，欧美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以及在数据经济、隐私保护等问题

上的矛盾，都是双方观念差异的结果。马克龙曾公开表示，观念上的差异表

示欧美的价值观不同，欧洲坚持社会民主、更加公平。[1] 在冷战时期，欧美

价值和理念差异从属于共同的威胁认同，欧洲身份也从属于美国主导的西方

集团。但在国际格局演变背景下，双方的战略疏离、利益偏移和文化差异，

必然带来认同的不断弱化。

冷战结束后，欧美在国际社会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扩张。欧盟根据自身

力量特点，主要对外扩展规则和治理模式。美国在霸权目标影响下，不忌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欧美在国际社会建构了不同的身份特征。从伊拉克

战争中的分歧，到特朗普治下的关系紧张，欧美在大西洋秩序中的共同身份

不断经历挫折，彼此的西方认同进一步弱化，甚至时常作为对立的“他者”

存在。伊拉克战争时期，罗伯特·卡根曾将欧美之别比喻为“金星与火星”，

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则视“老欧洲”为美国领导力的挑战，评论家弗

里德曼甚至表示法国是美国的敌人。[2] 无独有偶，特朗普也曾多次表示欧洲

是美国的“敌人”。[3]

对于美国的对外行动，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软平衡措施，包括在《京都议

定书》批准问题上的坚持，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的抗争等，

都建构了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身份。这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都是作为美

国的“他者”，对美国国际行为的“软平衡”。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欧美

[1]　Joseph de Weck, “Macron’s European Identity Politics,” November 26, 2020, https://ip-
quarterly.com/en/macrons-european-identity-politics.（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Charles A. Kupchan,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US-European Relations,” p.115.
[3]　“Trump: EU is One of United States’ Biggest Foes,” Politico, July 15, 2018, https://www.

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putin-russia-europe-one-of-united-states-biggest-foes/. （上网时间：

2021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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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进一步弱化。如果说大西洋关系曾被政策精英视为国家理性，今天欧美

都认为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意义显著下降。[1] 在对欧洲民众的调查中，大部分

受访者主张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持更加强硬立场，并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中立，

这些都反映了大西洋认同的弱化。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自由民主共

同体处于拐点时刻，马克龙则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强权”，同样是欧美认同

弱化的写照。[2]

当前，面对大国博弈，欧盟致力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在战略自主理念

推动下，“主权欧洲”是欧洲身份的宣示，通过运用自身的国际力量特性和

独特的政策工具参与博弈，寻求实现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欧洲道路。在关于

加强多边主义的最新战略文件中，欧盟明确将有效撬动其规则性力量、独特

的单一市场和社会市场经济、世界首要的超级贸易力量和欧元地位，强化自

身领导地位，更好利用作为召集人、诚实的调停者和桥梁者的角色。[3]

三、走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

美国霸权下的深层危机、影响力下降，以及欧洲对美国信任走低、欧洲

战略自主的不可逆转趋势，都作为结构性力量重塑着欧美关系。欧盟在新的

大西洋关系议程中指出，“欧盟并非开始寻求重回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秩序和

过去几代人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欧盟和美国已经变化，正如权力动力、地缘

政治和技术现实所经历的变化”。[4] 在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下，欧美关系难

[1]　Mark Leonard and Ivan Krastev,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2]　Munich Security Brief, “Beyond Westlessness,” February 19, 2021, https://securityconference.
org/assets/02_Dokumente/01_Publikationen/Munich_Security_Brief_Beyond_Westlessness_MSC_
Special_Edition_2021_210224.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3]　“EU Strategy on Strengthening the EU’s Contribution to Rules Based Multilaterlism,” 
EEAS, February 17, 2021,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en_strategy_on_strengthening_the_
eus_contribution_to_rules-based_multilateralism.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4]　“Joint Communicat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joint-communication-new-eu-us-agenda-global-
change_en.（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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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到从前，大西洋秩序将延续冷战结束以来的重塑进程，双边关系从传统

盟友走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下，双方关系将整体走向弱化，

双方力量也更趋平衡，议题性松散联盟将成为双方主要合作方式。

（一）双方关系总体延续弱化进程

百年变局下的欧美关系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尽管拜登政府强调盟友的战

略价值，承诺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与合作，但结构性力量远比一任政府政策调

整的影响深刻。2008 年，库普钱曾对美欧关系转型表示，冷战的结束、欧洲

的日渐成熟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双方所呈现的战略优先差异，是削弱大西洋秩

序的结构性要素。大西洋关系日益松散，双方在多边舞台上也更难达成一致。[1] 

近十年欧美关系的发展态势验证了这一结论，只是比库普钱认知的变化还要

深刻。库曾寄希望于通过推广民主和市场的共同目标，使双边关系回到“正常”。

但是，无论是西方民主治理危机，还是各自的保护主义态势，面对利益与价

值问题的交织，欧美的联合与协调正日益弱化。

近年来，针对欧美关系的矛盾，有欧洲学者根据欧盟自身发展提出了四

种可能前景。一是继续在美国霸权下，欧洲根据美国优先调适自身行为，并

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分工，二是欧盟中的核心国家与美国形成有效合作，

这两种情况下欧美关系将得到加强。然而，现实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美

国既无力继续维持霸权影响，欧洲也不愿无条件追随。欧盟内部虽无法就战

略自主达成共识，但核心国家却依然力推战略自主。三是欧盟作为与美国竞

争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与价值，四是碎片化的欧盟中，不

同成员国对美呈现出不同的合作、竞争与冲突态势。[2] 现实正是朝着后两种

欧美关系弱化的方向发展。欧盟自身的发展进程是团结和分化两种趋势并存，

但无论是追求战略自主、维护主权，还是内部对美政策分化，都不会强化欧

美关系。在危机背景下，欧盟更加团结，更加独立于美国，欧美外交与安全

[1]　Charles A. Kupchan,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US-European Relations”.
[2]　Marianne Riddervold and Akasemi Newsom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Crises and EU-US Rel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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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弱化。[1]

欧洲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与欧洲降低对美国战略依赖相伴而

生。在过去十年中，欧盟关于其国际地位的争论从建立全球自由秩序、强化

大西洋关系、维护有效多边主义，转向了聚焦欧洲主权、确保战略自主、维

护欧洲生活方式。2003 年，欧盟在其第一份安全战略报告中，将美国定义为

欧洲实现全球治理的战略依托。当前，欧洲虽继续强调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

但其最新的多边主义战略并未突出欧美关系的特殊性，而是强调意愿联盟、

议题联盟、多元化伙伴，甚至表示挖掘非传统联盟合作形式的治理路径与原

则。[2] 作为双方关系最强纽带，北约在其专家反思报告中指出，大量的“内

部紧张”削弱了联盟的内聚性，建议建立临时性联盟机制提高北约的行动力。[3] 

在北约框架下，各方以意愿联盟代替集体安全合作，凸显了安全关系领域内

欧美盟友关系的弱化态势。

（二）欧美关系更加平衡

尽管欧美在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上差异显著，但作为独特的国际行为体，

欧盟拥有与美国不同的力量优势，即被广泛认同的规范性力量和软实力。欧

美不同的力量运用方式在国际社会的认同中也呈现了不同的变化态势。盖洛

普调查数据显示，从 2007 年到 2019 年，全球民众对美国国际领导力的支持

比例从 38%下降到 33%，不支持率从 33% 上升到 42%，其中欧洲对美国领导力

认同下降速度最快。[4]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交易型对外政策严重损害了其

国际信誉，短期内难以恢复。与美国影响力下降形成对比，欧盟在危机背景

下展示的对内团结、对外自主，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和伊核

[1]　Marianne Riddervold and Akasemi Newsom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Crises and EU-US Relations,” p.515.

[2]　“EU Strategy on Strengthening the EU’s Contribution to Rules Based Multilaterlism”.
[3]　“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flection 

Group Appointed by th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Brussels,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nato.
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上网

时间：2021年 3月 2日）

[4]　Alexandra Brzozowski, “EU Scores High Approval Ratings, Despite Pandemic,” November 
18, 2020,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future-eu/news/eu-scores-high-approval-ratings-despite-
pandemic/.（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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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问题上，顶住美国压力维护多边主义，为其赢得了国际信誉，双方国际

影响力对比朝着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发展。民调还显示，同期德国的全球领导

力支持水平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呈上升态势，连续三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1] 

即使在疫情背景下，欧美民众对欧盟仍保持着积极认知。[2]

欧美都希望形成新的、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以体现各自在多极化世界

中的独特角色。[3] 美国需要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配合

其战略东移。欧洲明晰其在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战略定位时，意在塑造更加

平衡的大西洋关系。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基辛格表示，美欧关系必须适应正

在形成的环境。如果美欧关系要向新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以一种新的、实质

性的、近乎神圣仪式的方式重新定义欧洲的重要性。[4] 欧洲方面，面对大西

洋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双方冲突的增加，无论其多希望维护西方的原则和团

结，都需要一个积极寻求平衡和对称的大西洋关系。欧洲的新大西洋关系议

程明确了对平衡大西洋关系的诉求，认为这对欧洲、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

多边体系有利。针对北约框架下的合作，马克龙推动加强北约的政治属性，

核心诉求是获得与美国更加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味服从美国在决策中的主

导地位。[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北约不仅与责任分担有关，也

关乎维护大西洋关系中的公正和共同决策，[6] 同样事关欧美平等。

[1]　Anthony H Gordesman, “Making America Great? Global Perceptions of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Scorecard,” January 7, 2021, https://csis-website-prod.
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10107_Chart_4_1a.jpg.（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Laura Silver et al., “Major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Favorable Views of the Bloc,”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1/17/majorities-in-the-european-
union-have-favorable-views-of-the-bloc/.（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8日）

[3]　Jolyon Howorth, “Europe and Biden: Towards a New Transatlantic Pact,” January, 2021, 
https://www.martenscentre.eu/wp-content/uploads/2021/01/CES_POLICY-BRIEF_Biden-V3.pdf.

[4]　基辛格接受世界报的采访，11月 8日，世界报网站。

[5]　David E. Sanger, Steven Erlanger and Roger Cohen, “Biden Tells Allies ‘America Is Back,’ 
but Macron and Merkel Push Back,”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19/us/
politics/biden-munich-conference.htm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6]　Judy Dempsey, “American Value and European Values,” February 15, 2019, https://
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78375.（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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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力量特性决定了多边舞台是其平衡美国行为的重要平台。拜登虽

提出重回多边主义，但在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分裂羁绊下，更需要盟友的支持，

欧洲战略地位随之显著上升。拜登政府政策朝着欧洲方向回调，增加了欧洲

的主动性。过去四年中，无论是 WTO 改革、气候变化，亦或是全球卫生治理

合作，欧盟都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更能展现国际领导力。以气候变化为例，

欧盟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拥有更多共识。在克服内部分歧，就增加减排目标、

设立复苏基金以及在未来长期预算中纳入绿色维度等问题达成共识后，欧盟

领导力表现出更多的确定性，也更具可持续性。与欧洲共识不同，美国无论

是精英还是社会层面，都高度极化，缺乏国内共识，使其国际领导力的可信

度大打折扣。

（三）议题联盟下的务实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上台增加了欧美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领域合作的呼声，且双

方在价值观认同上仍具社会基础，但受现实政治诉求及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

影响，欧美对外政策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态势未变。在双方利益出现严重分

歧的领域，所谓的共同价值并不能成为双方政策协调的保障，彼此价值观外

交的协调将建立在具体议题基础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工具性特征。

面对美国推行的“脱钩”战略，以及构建排他性联盟的大国博弈政策，

欧洲已明确做出了风险对冲的务实政策选择，致力于构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

伙伴关系，强调意愿联盟、议题联盟和多元化伙伴关系的多边治理原则，而

美国仅是其伙伴网络中的一员。欧洲多元伙伴关系的战略选择体现在马克龙

“结果导向的多边主义”（result-oriented multilateralism）的对美合作

诉求中，强调的都是开放的多边主义。

欧洲对美国的所谓“民主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cies）持一定戒心，

担心双方合作被美方工具化，最终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目标，[1] 认为美国的

战略会导致世界重新陷入两大阵营对立，民主国家联盟成为“为美国的联盟”，

[1]　Laura von Daniels, Markus Kaim, Ronja Kempin, Kai-Olaf Lang, Marco Overhaus, 
Johannes Thimm, “A New Beginning with President Biden,” December, 2020, https://www.swp-
berlin.org/10.18449/2020C61/.（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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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与美国的联盟”，盟友的利益会附属于美国利益。[1] 这亦解释了欧美

在对华战略定位中的显著差异。

四、结语

欧美关系转型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大西洋秩序能否实现向更加均衡、

平等的伙伴关系转变将具有格局影响力。尽管在欧美战略疏离、利益偏移和

认同弱化的背景下，大西洋秩序已呈现弱化趋势，关系走向平衡和务实，但

大西洋关系转型注定是长期的进程。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彼此经贸和投

资合作的深度融合，以及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同样是重要的结构性

力量，影响着欧美关系转型的力度和深度。这也是欧洲将维护主权作为对外

战略新定位，但内部依旧存在战略自主和大西洋主义之争的原因。

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看，欧盟寻求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在国际舞台

上发挥了独特的影响力，对于维护公正、平等的多边主义体系和全球伙伴关

系网络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在相互依赖和挑战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的

开放、包容、合作诉求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多边主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美

国的“孤立主义”或“排他性联盟”发挥“软平衡”影响力，有利于缓解对抗，

促进世界合作。

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大西洋关系转型中的关键第三

方，其外交政策选择更是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和格局性影响力。无论是中国

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

包容、开放的合作精神与实践，都将有助于大西洋关系的平等转型和国际体系、

秩序的包容和公正。

【完稿日期：2021-3-3】

【责任编辑：李  静】

[1]　Sven Biscop, “An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with the US or for the US?,” July 28, 2020,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an-alliance-of-democracies-with-the-us-or-for-the-us-2/.（上网时间：

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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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遏制，俄美关系陷入长期对抗。俄美对抗的根源在于美国不断削弱

俄罗斯对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企图改造俄罗斯政治制度。同时，基于

军事安全互动的俄美关系基本结构也使两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拜登执

政后，美国对俄推行“强力遏制+有限合作”政策，普京政府可能以反

制与合作两手策略应对，既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卑躬屈膝

地与之和解。未来一段时期内，俄美关系仍将延续对抗状态，难以实现

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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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美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大国力量消长和国际格局孕育重大

变化的形势下，俄美关系走向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战略

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将推行何种对俄政策，俄罗

斯又将如何应对，俄美关系是继续坠落还是触底反弹，将对国际政治产生哪

*　感谢《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的修改意见，文中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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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一、俄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冷战结束近 30 年来，受国际形势和彼此内外政策等因素影响，俄美关

系经历了三轮接近期（1991—1993 年、2001—2003 年、2009—2011 年），

但是都以疏离和不满告终。俄美关系演变进程显示，在双边关系中，美国处

于主动地位，主导游戏规则和互动议题，但是俄罗斯也有能动和塑造作用，

其政策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俄美关系发展状况。作为世界大国，俄美

两国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合作不足以发挥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

而结构性矛盾却主导着两国关系的性质与主要特征。俄美结构性矛盾主要包

括三个：双方对俄罗斯周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美国试图改造俄罗斯政治制度、

俄美安全困境。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着普京 - 奥巴马时期和普京 - 特朗普时

期的俄美关系，并将继续阻碍拜登执政时期的两国关系，它们构成未来俄美

关系走向的研判基础。

（一）俄美对俄罗斯周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以占有原属于俄罗斯（苏

联）的地缘战略空间，防止俄罗斯“帝国”卷土重来。俄罗斯则极力抵抗美

国将西方体系向俄周边扩展，保持自身在周边地区的主导地位。美欧将中东

欧绝大多数国家纳入西方体系，从而大幅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地缘

政治影响。美欧继续向东扩张，与俄罗斯角逐独联体地区。俄罗斯视独联体

地区为其势力范围，并将该地区作为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加以经营，因

此日益坚决地抵制美欧在该地区的扩张。俄罗斯与美欧的竞争导致 2008 年俄

罗斯与格鲁吉亚武装冲突，并引发 2014年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危机终结了俄

美关系“重启”，并使两国陷入长期对抗。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美欧与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战”，美国联合欧

盟对多名俄罗斯高官实施签证禁令和冻结海外账户等制裁措施。奥巴马总统

宣称：克里米亚全民公决违反乌宪法和国际法，因此永远不会为美国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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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承认。[1] 普京总统则指出：克里米亚独立公投符合《联合国章程》关

于民族自决的规定；西方支持乌克兰政变，目的在于阻止乌俄两国重新一体

化；北约不断东扩，俄罗斯已无处退让，更不会容忍北约舰队进驻克里米亚，

威胁俄罗斯南部安全。[2] 针对美国对俄罗斯高官的制裁，普京政府也发起对

多名美国政界要员的制裁。2014 年 4 月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冲突发生后，美

欧实施“行业制裁”：制裁俄罗斯主要银行、能源和军工企业，以打击俄罗

斯主要经济部门，切断其在西方市场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俄罗斯则实施

反制裁措施，禁止从美国和欧盟进口一系列食品和农产品。俄美“制裁战”

重挫两国经济合作，其中俄美贸易额由 2013 年的 380 亿美元下降至 2014 年

的 292 亿美元。[3] 美欧制裁和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导致俄罗斯经济下滑

并陷入衰退。特朗普延续制裁俄罗斯的政策。2017年 7月，美国国会批准“通

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该法案不仅限制了美国总统对俄政策决定权，

而且将美国对俄经济制裁以法律固定下来，亦即使之长期化。俄罗斯与美欧

互不妥协，因此双方“制裁战”迁延不止。

与此同时，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前沿对俄罗斯实施政治军事遏制，又导致

双方政治军事对抗。乌克兰危机激起东欧国家新一轮“恐俄症”，北约的集

体安全防御功能被激活，美国和北约在军事上遏制俄罗斯，以防止其“侵略”

东欧国家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美国与北约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增派兵力，

在东欧盟国、乌克兰、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地区频繁举行联合陆、海军事演习，

意图以此威慑俄罗斯。2018 年美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等

致命性武器，加强其抵御俄军的能力。俄罗斯在其西部地区和黑海扩充军力

军备，加强军事演练，抗衡北约。鉴于在常规军力方面俄罗斯远逊于北约，

[1]　Обама сообщил Путину, что США готовы к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мерам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17 марта 2014, https://zn.ua/WORLD/ssha-i-evropa-gotovy-prinyat-dopolnitelnye-mery-v-
otnoshenii-rf-za-narushenie-suvereniteta-ukrainy-141258_.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0日）

[2]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http://kremlin.ru/
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0 日）

[3]　Давыдов А. Проблемы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США и Канада. №2. 2015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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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多次试射“白杨”“布拉瓦”等系列的洲际导弹，加快战略火箭部队建设。

俄罗斯为转移美欧对乌克兰危机的注意力，出兵叙利亚，使叙利亚成为

俄美新的博弈场。2015 年 9 月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使巴沙尔政权反

败为胜，维护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利益。但普京政府并未能使美欧

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危机和俄西方关系改善等问题进行谈判，因在叙利亚的两

国关系竞争进一步恶化，双方在叙利亚的矛盾时有激化。

俄美在独联体地区的竞争再度加剧。俄罗斯发展与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一体化。美国则发展北约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

的军事政治关系，推动独联体国家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以削弱俄罗斯与这些

国家的一体化。2020 年，在各国忙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美国仍然

积极致力于对独联体国家的“民主改造”，干涉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吉尔吉

斯斯坦议会选举，力图颠覆亲俄的卢卡申科政权。普京政府通过发展与独联

体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防疫合作，抵御美欧在该地区推进“民主改造”，

以保持俄罗斯的传统影响。

（二）美国企图改造俄罗斯政治制度

美国欲在俄罗斯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俄罗斯坚持实行适合自身国情

与历史传统的政治制度，这是俄美两国之间的深层矛盾。美国认为，向“民主”

的过渡是保持俄罗斯稳定的唯一路径，只有这样俄罗斯才能负责任地管理其

核武库，充当美国的伙伴。[1]因此，美国历届政府对俄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促进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建立西方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为此，美国大力

支持俄罗斯“民主派”政治家和政党，干涉俄罗斯大选甚至重要人事任免，

通过西方国际组织对俄施加影响。美国对俄罗斯的“民主改造”曾如日中天，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宣告失败。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摆脱对西方债务的

依赖，俄罗斯日益强调维护政治主权，并提出“主权民主”构想，自信地走

[1]　Eugene Rumer and Richard Sokolsky, “Thirty Years of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Can 
the Vicious Circle Be Broken? ,” June 20,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6/20/thirty-
years-of-u.s.-policy-toward-russia-can-vicious-circle-be-broken-pub-79323.（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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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寻求符合自身传统的独特发展道路。俄罗斯摒弃西方“自由民主”模式，

并在国内和独联体地区抵御美欧策动的“颜色革命”，俄美在政治制度方面

的矛盾不断加深。

最近一轮俄美关系的破裂，虽然是乌克兰危机所致，但却始于两国政治

制度矛盾。2012 年，普京以与梅德韦杰夫“二人转”的方式，重新执掌俄罗

斯政权，招致美欧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批评，这给普京 - 奥巴马时期的俄美

关系罩上第一抹阴影。针对奥巴马政府支持俄罗斯反对派举行大规模抗议活

动，俄罗斯谴责美国干涉其内政，并通过出台《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案》、叫

停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俄境内活动等方式，压缩了美欧通过非政府组织对俄罗

斯进行政治渗透的渠道。2012 年 12 月美国推出《马格尼茨基法案》[1]，俄

罗斯随即通过《季马 • 雅科夫列夫法案》予以还击 [2]，两国在俄罗斯内政问

题上的干预和反干预之争逐渐升级。俄方法案不仅以牙还牙，而且削弱了美

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影响俄罗斯社会舆论的能力。2013 年俄罗斯利用“斯诺登

事件”，以美国惯用的人权工具反治其身，给美国人权外交沉重一击。美国

随即取消原定同年 9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俄总统会晤，并表示要调整两国关

系，美俄关系开始退化。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加大对俄“民主改造”力度，

两国矛盾持续加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指出：根据美国 2015 年通过的

《支持乌克兰法》，“美国国务院受命每年花费 2000 万美元促进俄罗斯的民

主”，这些资金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在俄促进民主”；

在俄罗斯反对派组织并以更换俄政权为口号的抗议活动中，经常发现有美国

官方代表的身影。[3] 2016 年 10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

合发表声明，首次公开指责俄罗斯授意黑客入侵美国网络，窃取并揭露内部

[1]　《马格尼茨基法案》禁止向与 2009 年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死亡事件有关的 60 名

俄罗斯人发放美国入境签证，冻结其在美国资产。

[2]　《季马 · 雅科夫列夫法案》禁止对俄罗斯公民实施过犯罪、参与非法剥夺俄公民自

由或对俄公民进行过不公正审判的美国人入境，查封其在俄资产；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

儿童。

[3]　Андрей Васильев Лавров: Госдепу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одвигать демократию в Росс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8 октября 2018, https://rg.ru/2018/10/28/lavrov-gosdepu-prikazano-prodvigat-
demokratiiu-v-rossii.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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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试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进程。对此，俄方予以否认，而美国为此追加

对俄制裁并限制俄罗斯媒体在美传播信息。2017年 11月，针对美国迫使“今

日俄罗斯”电视台驻美分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举动 [1]，俄罗斯通过《外

国代理人媒体法案》[2] 将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等驻俄媒体认定

为“外国代理人”。俄美两国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对抗向媒体和信息领域“外溢”，

从精英向民众扩散。

美国致力于瓦解普京政权的政治基础，在俄罗斯营造“颜色革命”的社

会条件。2018 年 1 月，美国财政部公布“克里姆林宫名单”，其中包括与普

京总统关系密切的 114 个政要和 96 个“寡头”，威胁对其进行制裁。俄罗斯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表示，美国企图通过对俄罗斯精英施加压力，直

接影响俄罗斯总统选举。[3] 在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之后，美国继续支持俄罗

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同年 8 月，美方提议通过“保护美国免遭克

里姆林宫侵略法案”，不仅威胁对“克里姆林宫名单”中俄罗斯“寡头”和

普京总统“近臣”实施制裁，而且规定编制俄罗斯总统个人财产报告，旨在

削弱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4]

2020 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将普京担任总统届数归零，从而使其在理论上

能够执政到 2036 年。这一事件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新一轮批评。

2020 年 7 月 2 日，美国国务院在评论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在全民投票中获得通

过时声明，美国对有人企图操纵投票结果的消息感到不安，对普京可能连选

连任总统至 2036 年深感忧虑。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

[1]　按照美国有关法律，“外国代理人”代表外国政府等实体在美国从事与政治相关的

活动，须定期向美方报告与外国委托人的关系以及在美国的活动和财务收支等情况。

[2]　根据这项法律，俄罗斯政府有权认定外国媒体为“外国代理人”；被认定为“外国

代理人”的媒体在向俄公众发布任何消息时，必须提及自己“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外国

代理人”必须向俄政府登记，定期上交报告说明资金来源、开支情况、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

管理人员等情况；俄执法部门可以对“外国代理人”进行抽查，以确保其遵守法律规定。

[3]　“俄媒：美试图以‘克宫名单’这种方式搅乱俄罗斯大选”，新华网，2018年 1月 31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31/c_129802306.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0日）

[4]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Россия — США — DASKAA: в режиме драконовских санкций. 
22 августа 2018, http://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ssiya-ssha-daskaa-v-
rezhime-drakonovskikh-sanktsiy/.（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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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茨基回应称，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内政的直接干涉。[1]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保

护国家主权和防止干涉俄国内事务临时委员会主席克利莫夫表示：美国在拥

有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最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情况下，仍然不遗余力地出资

推动俄罗斯“民主化”——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动局宣布提供 500 多

万美元的经费用于俄罗斯独立观察员监督投票；美方还通过乌克兰等俄罗斯

的邻国，为俄罗斯国内抗议修正案的活动提供资金。[2]

（三）俄美安全困境

美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军事强国，未能幸免陷入安全困境。美苏长

期冷战的历史与冷战思维、俄美在欧洲军事对峙的现实等因素，助长了两国

间军事竞争。俄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基于军事安全互动，而不是经济相互依存，[3]

这决定了两国关系中的各种问题都容易安全化，致使彼此互相防范和制衡。

两国即使开展军事合作，也不能把相互关系拉得很近，更不能消除对方的恐

惧感和不信任感。

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美双方在东欧前沿展开常规武装力量对抗的同时，还

研发和部署不受双边军控条约限制的战略武器，导致俄美在反导问题上的矛

盾升级。俄美反导之争由来已久，攸关两国战略安全。美国建立欧洲反导系

统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的核遏制潜力，以获取对俄战略军事优势。

俄罗斯则积极发展突防能力及反导系统，力图维持对美战略平衡。乌克兰危

机后，美国利用东欧国家反俄心理，加快与之建设反导系统的步伐，2016 年

在罗马尼亚建成并启用第一个陆基导弹拦截站，又在波兰建设第二个陆基导

弹拦截站。美国在罗马尼亚的陆基反导系统和部署在西班牙的海基反导系统，

已经初具规模且具有实战能力，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构成严重挑战。俄罗斯

[1]　Татьяна Замахина В Госдуме оценили обеспокоенность США на тему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 июля 2020, https://rg.ru/2020/07/02/v-gosdume-ocenili-
obespokoennost-ssha-na-temu-popravok-v-konstituciiu.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3日）

[2]　Галина Мисливская Сенатор: США не жалели денег н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ю’ России во 
время пандем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5 июня 2020, https://rg.ru/2020/06/25/senator-ssha-ne-
zhaleli-deneg-na-demokratizaciiu-rossii-vo-vremia-pandemii.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3日）

[3]　柳丰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俄罗斯

研究》2018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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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加强战略核部队的实力，研发新型导弹系统和新型防空系统，将五个拥有

现代化导弹装备的导弹团投入战斗值班，在加里宁格勒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

“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反制美国部署在欧洲的反导系统。反导竞争触发了

俄美战略军备竞赛。两国增加国防开支，更新武器装备，只能加剧双方安全

困境。

俄美军事对抗及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矛盾，进一步刺激了相

互敌对情绪，强化了彼此军事对抗政策。2015年 12月普京总统批准的新版《俄

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将北约东扩及其军事设施东移确定为安全威胁，

将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部署战略性的非核与高精武器系统

界定为安全消极因素。[1] 2016年 11月俄罗斯出台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遏俄方针破坏了地区和全球稳定，俄罗斯保留对

其不友好行为采取强硬回击的权利。[2] 这两份文件表明，俄罗斯将强硬回应

美国及北约对俄军事安全威胁，竭力维护俄美战略稳定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2017年底至 2018年 2月，美国先后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

态势评估》报告，再次把俄罗斯确定为战略竞争者和首要军事对手，重申遏

俄政策。

俄美军事对抗向战略稳定领域进一步延伸，导致《中导条约》被废弃，

两国重开陆基中短程导弹竞赛。在俄美围绕反导问题争斗不休的情况下，美

国又以俄罗斯长期违背《中导条约》研发中短程导弹为由退出《中导条约》。

普京表示俄罗斯将以军事技术和其他必要手段回应美方退约。2019 年 8 月美

国和俄罗斯先后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尽管两国退约后竞相开发陆基中短

程导弹，但俄罗斯希望双方都不在欧洲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

[1]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 №683, http://www.consultant.ru/
document/cons_doc_LAW_191669/.（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0日）

[2]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
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B6BZ29/content/id/2542248.（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20日）



76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中导条约》的废弃，对《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续产生了

消极影响。《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起

构成现有国际军控条约体系，而前两者的相继被弃，加上特朗普政府对后者

的消极态度，使后者延长有效期成为公开的问题。俄罗斯核武库老化严重，

维护和更新需要巨额资金，依照对等原则与美国共同削减核武器符合俄方利

益。俄罗斯主张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样既能保持俄美战

略稳定，又能维护俄罗斯战略安全。不过，特朗普政府拒绝保持美国与俄罗

斯在核武器领域的对等地位，表示对延续该条约缺乏兴趣。考虑到《第三阶

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可能到期失效，普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曾暗自筹

划在其失效之后，重整各自核武库及其他进攻性战略武器。

上述三大结构性矛盾长期困扰俄美关系，其发展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两国

关系的特征和走向。无论是普京 - 奥巴马时期的俄美“制裁战”，还是普京

- 特朗普时期的俄美“混合战”[1]，都只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在当时形势下演

化的必然结果。“制裁战”和“混合战”都没能迫使俄罗斯屈服于美国及其

盟国，相反，却加深了俄美矛盾，使双边关系每况愈下。虽然俄美在核军控、

贸易和反恐等领域仍然保持合作，但是这些合作不能阻止两国关系持续下滑。

当前，两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而且呈现进一步恶化趋势。

二、拜登政府对俄政策：继承与调整

鉴于疫情严重、经济衰退和种族矛盾激化等问题，拜登执政初期的首要

任务是处理国内问题——摆脱疫情困扰和恢复经济增长等，而不是外交问题。

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政府的优先方向，首先是修复美国与欧洲和亚太盟友

的关系，其次是处理美中“贸易战”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紧要问题，最后才

[1]　“混合战”（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又译作“混合战争”）是国际媒体和学术界描述当

前俄美全面冲突的术语，用以区别苏美“冷战”。参见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От гибридной войны 
к взаимному отстранению. Как изменя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за 20 лет. 8 ноября 2019,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0293。（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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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理较为迫切的《美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签问题以及重新审

视美俄关系。

拜登总统及其外交决策团队核心成员都对俄罗斯和美俄关系持负面认

知，主张强力遏制俄罗斯，仅可在少数利益契合领域与俄罗斯合作。拜登认为，

俄罗斯是一个处于严重衰退之中的二流强国，无力与西方竞争；俄罗斯正在

从内部削弱西方，破坏北约、欧盟和世界秩序；俄罗斯将其与美国的对抗扩

展到原苏联边界之外，并且越来越积极接近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1] 拜

登在竞选时曾表示，俄罗斯是美国安全和西方联盟的主要威胁。[2] 2021年 2

月 4 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将其对俄政策表述为：美国将在

符合自身利益的领域与其对手开展外交合作，因此同意将《美俄第三阶段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延长五年；对于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等行为，

美国将提高俄罗斯所须付出的代价，以捍卫美国重要利益；在对俄关系上，

美国将与盟国协调行动。[3] 2月 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

称俄罗斯有意破坏美欧跨大西洋合作，呼吁欧洲伙伴国在欧盟和北约内部保

持团结，与美国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拜登还宣称美国政府目前的主要任务

是证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仍然是最有效的，他将强化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和力

量。[4] 拜登政府外交与安全决策团队主要成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等，都对美俄关系持相同或相似看法，

主张制裁和遏制俄罗斯。

一方面，拜登总统、美国国会和两党都怀有浓重的反俄情绪，另一方面，

[1]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ое место займет Россия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Байдена. 25 
ноября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303.（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5日）

[2]　Байден назвал Россию главным врагом США. 26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lenta.ru/news/
2020/10/26/biden_russia/.（上网时间：2020年 10月 30日）

[3]　The White House (США): речь президента Байдена о месте Америки в мире. 6 
февраля 2021, https://inosmi.ru/politic/20210206/249082138.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4]　Байден обвинил Россию в подрыве отношений Европы и США. 19 февраля 2021,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701943; Байден перешел важнейшую красную черт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20 февраля 2021, https://www.mk.ru/politics/2021/02/20/bayden-pereshel-
vazhneyshuyu-krasnuyu-chertu-v-otnoshenii-rossii.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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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及其决策班底拥有专业的外交素养，这些因素预示了拜登政府对俄政策

既比特朗普时期更严厉，又在核裁军等个别问题上更专业、更务实。因此，

拜登政府将在延续此前遏制与制裁俄罗斯方针的情况下，加大遏俄力度，同

时也开展必要的合作。

（一）继续制裁和围堵俄罗斯

其一，继续实施对俄制裁。这项政策可以上溯到奥巴马时期，当时身为

副总统的拜登也参与了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拜登政府将继续制裁俄罗斯的

能源、金融和军工行业，打击俄罗斯经济以达成其政治目的。美国将继续阻

止俄罗斯实施“北流 -2”天然气管道项目。鉴于不少美国人认为俄罗斯对美

发动网络攻击而美国需要予以报复，拜登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俄经济制

裁力度。至于制裁能强化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美国应对其经济衰退的成效等

因素。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将加强对俄罗斯“人员制裁”——制裁俄罗斯政

府官员和经济寡头，以期达到分化俄罗斯精英之目的。

其二，继续在东欧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压制态势。这也是奥巴马时

期就已实行的政策，拜登政府当不会放弃。美国及其欧洲盟国认为，只有以

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威慑和阻止俄罗斯的“侵略”。特朗普执政四年，其对

北约和欧盟政策导致欧洲国家对美国离心离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北约遏

制俄罗斯的协调性。拜登政府将重视开展多边外交，巩固美欧同盟，协调和

发挥欧洲盟国的遏俄作用，并加强北约军力及其框架下的军事合作，继续在

东欧前沿保持对俄军事压力。

（二）加大遏俄力度，同时开展有限的合作

首先，通过战略武器军备竞赛和军控条约等方式，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

力，获取对俄战略军事优势。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主要在安全上对

美国构成威胁，并依靠军事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损害美国利益。对美国来说，

只有削弱俄罗斯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武器装备，才能降低其对美威胁。拜

登政府已同意延长《美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预计将在与

俄罗斯有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中，努力把俄方占优势的战术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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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纳入条约限制范围之内。同时，拜登政府不会重返美国

已经退出的《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而可能会在反导、中导和其他非

核战略武器等领域巩固或建立对俄优势。

其次，挤压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拜登政府将加大对欧亚地区

反俄国家的支持力度，比如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扩大美国和北约同乌克

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政治军事合作，并支持它们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等。美

国将推动欧亚国家“民主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通过大选或街头抗议

运动取代亲俄罗斯的老一代领导人，并指望其执掌国家政权从而推行亲西方

的外交政策。美国也可能有意激发欧亚地区一些“被冻结的冲突”，在俄罗

斯周边制造混乱，使俄罗斯不得不卷入其中，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和外交资源。

拜登政府将支持欧亚地区亲俄国家更加“独立”，并促使其发展与欧亚经济

联盟以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

最后，推动俄罗斯“民主化”。拜登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永远维持现状。

鉴于普京是否参与 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将影响深远，拜登政府应会对俄罗

斯的内政施加影响。[1] 拜登政府将资助俄罗斯反对派，向俄罗斯国内亲西方

民众灌输意识形态观点，对俄发动信息战，以动摇其政治体制。[2] 2021年 1

月，美国驻俄使馆提前在其官网发布俄罗斯各大城市游行时间和路线，鼓动

支持纳瓦利内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2月，拜登总统在国务院演讲时指出，

纳瓦利内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因为揭露贪污而受害，应当立即无条件地获

得释放。[3] 今后，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利用俄罗斯民主、人权等问题和 2021年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等时机，推动俄罗斯国内反普京活动，不排除未来美国

在俄罗斯策动“颜色革命”的可能。

[1]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 повлияют на Россию отношения Байдена с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3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372.（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7日）

[2]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нов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цикле в США. 22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
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strategicheskoe-sopernichestvo-perspektivy-
rossiysko-amerikanskikh-otnosheniy-v-novom-politicheskom/.（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8日）

[3]　The White House (США): речь президента Байдена о месте Америки в мир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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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对俄遏制的同时，拜登政府可能会在核裁军等极为有限的领域与

俄罗斯开展合作。而且，俄罗斯在这些领域也存在合作需求和意愿。对于美

国来说，这种俄美对抗状态下的选择性合作比较务实，包括以下两方面。

其一，与俄罗斯开展战略军备控制合作。维持美俄核裁军合作符合美国

的利益，也符合拜登的军控理念。2021 年 1 月 26 日，俄美两国总统通话，

同意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五年。该条约延期有助于维护全

球战略稳定，也为俄美两国进行《第四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创造了

必要条件。考虑到俄方将美国欧洲反导系统与进攻性战略武器相联系的核军

控谈判立场、美国将俄罗斯战术核武器与非核战略武器（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等）纳入裁减范围的要求、美国国内反俄情绪以及美俄对抗等因素，预计在

拜登任期内，美俄要想达成《第四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难度很大。俄罗

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理事长科尔图诺夫认为，拜登政府能够将美俄达成的任何

新的军备控制协议经由参议院通过批准的可能性极小。在这种条件下，拜登

政府可能被迫需要同俄罗斯达成无须提呈参议院通过的协议，其中可能包括

美俄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协议，只要俄方同意将美方关切的 9M729 导

弹纳入暂停部署的导弹之列。[1]尽管如此，美俄两国恢复战略军控对话与合作，

对两国关系仍有积极意义。

其二，恢复美俄在一些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多边机制中的对话与合作，

如伊朗核问题“5+1”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拜登总统上任

伊始就签署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行政命令，也表达了恢复伊朗核

协议的意愿，这为美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

当然，俄美两国能否在这些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拜

登政府对俄罗斯总体政策和普京政府的态度。而且，即便美俄能够在这些问

题上开展合作，拜登政府也会遵循个案处理原则，不会因此而改变其遏制俄

罗斯的政策。

[1]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Джо Байдена и Россия. 22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
russiancouncil.ru/activity/workingpapers/administratsiya-dzho-baydena-i-rossiya/.（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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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罗斯的预判和应对策略

长期以来，俄罗斯对美政策的基本立场是：在平等、尊重对方利益和互

不干涉内政三原则的基础上同美国对话与合作，抵御美国及北约对俄罗斯的

安全威胁，维护俄罗斯的安全和利益。[1] 俄罗斯对美关系三原则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利益诉求：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建立平等的俄美伙伴关系；保持

俄美战略稳定；承认独联体地区为俄罗斯势力范围，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给予

俄罗斯一定的参与决策权；尊重俄罗斯实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的权利，不

干涉俄罗斯内政。正如前文对俄美关系三大结构性矛盾的分析所示，美国不

仅无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而且遏制和“改造”俄罗斯，使俄美关系矛盾加

剧乃至陷入对抗。

对于拜登执政后的俄美关系，俄罗斯国内普遍持悲观态度。普京总统迟

至 2020 年 12 月 15日才给拜登发贺电祝贺其当选美国总统，是最晚祝贺拜登

当选的极少数外国元首之一。尽管普京在电文中表达了同拜登总统合作与接

触的意愿，[2] 但是迟迟不承认他胜选的行动本身表明，普京政府做好了与美

国新政府对抗的心理准备。12 月 29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不

指望退化的俄美关系能很快得到纠正或稳定下来，而且席卷美国的反俄歇斯

底里症也不会提供机会使两国关系很快恢复正常。[3] 俄罗斯对拜登政府对俄

政策可能的应对策略如下：

[1]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53384.
（上网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参见俄罗斯发布的各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

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及其他涉俄外交政策文件，此处不再赘述。

[2]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Джозефу Байдену с победой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15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660.（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31日）

[3]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у агентству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29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
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514920.（ 上 网

时间：2021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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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继续以发展与第三方经济合作等方式应对美国制裁，同时争取与

美国缓和关系。普京政府将及时顺延对美欧的反制裁政策，继续禁止从美欧

进口农产品、原料和食品等。俄罗斯将根据 2018 年 6 月实施的《对美国及其

他国家不友好行为反制措施的联邦法律》等法案，继续限制进口美国产品；

禁止或限制向受到制裁的美国企业出口产品和原料；禁止美国公司参与俄罗

斯国家采购合同和俄罗斯国有财产私有化；禁止受到制裁的美国官员和公民

进入俄罗斯。[1] 普京政府将顶住美国的制裁压力，游说德国等国尽早共同完

成“北流 -2”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将继续扩大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合

作，弥补其在西方市场的损失，同时与中国等国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规模

以推进去美元化。为应对美欧制裁和完善反制裁措施，俄罗斯将解决以下问

题：协调政府机构间的合作；制定关于违反俄罗斯相关制度须负责任的法律；

探求金融制裁的工具和策略；改进签证限制；拓展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

完善技术监督等。[2]

第二，继续反制美国和北约的政治军事压制。俄罗斯是持“安全重于一

切”理念的国家，而西部历来都是俄罗斯国家安全保障的最重要方向，因此

普京政府将全力以赴，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西部军事安全。2020年 12月，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指出，北约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在俄罗斯西部和南

部边界附近举行系统性的演习；美国驻德国部队移防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美军舰机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侦察和示威行动频率大幅增加。[3] 俄罗斯政府

官员和智库专家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和北约将延续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政治遏

[1]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4 июня 2018 г. N 127-ФЗ “О мерах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на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и иных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6 июня 2018 г., https://rg.ru/2018/06/06/
kontrsankcii-dok.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5日）

[2]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О санкционных итогах года. 28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www.
kommersant.ru/doc/4628194. （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5日）

[3]　Расшир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обороны.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етил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центр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ороной, где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ежегодном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684.（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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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策，以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影响，恢复北约的活力。普京政府将继续

加强在俄罗斯西部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陆、海、空军兵力，扩充武器装

备，并视需要举行陆上和海上军事演习以反制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遏制。同时，

普京政府将致力于恢复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机制下的对话，以缓和军事对抗，

避免擦枪走火。

第三，与美国进行战略军控合作，同时发展本国的反导、中导和其他战

略武器，保持对美国的不对称威慑能力。2020 年 6 月，普京总统签署《俄罗

斯联邦国家核遏制政策原则总统令》。这是俄罗斯第一份阐述其核遏制政策

原则的官方文件，它阐明了核遏制原则以及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强化

了俄罗斯核武器的安保功能。[1] 同年 12 月 21 日，普京总统在出席俄罗斯国

防部部务扩大会议时指出：现代化武器在俄罗斯常规武装力量中占比已超过

70%，在俄罗斯核武库中占比达到 86%；俄罗斯军队以及“三位一体”（陆基

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核力量已经达到可以保障国家

安全的水平，但俄军武器更新绝不能止步不前。2021 年俄罗斯核武器的更新

率应当达到 88.3%，2024 年俄军常规武器更新率应当达到 75.9%。[2] 拜登政

府同意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

邦委员会先后批准关于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的协议，

普京总统签署关于批准该协议的法案，完成了俄方续约的全部程序。普京政

府将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基于可接受的条件，与美国就《第四阶段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同时，考虑到该谈判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俄罗

斯将力求与拜登政府达成若干军控协议。比如，俄美在中短程导弹上不装备

核弹头的协议、互不在欧洲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协议等，以解决一些迫切的

[1]　Указ «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ядерн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2 июня 2020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copy/63447.（上网时间：

2021年 2月 6日）

[2]　Расшир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обороны.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етил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центр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ороной, где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ежегодном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684.（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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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安全与稳定问题。普京政府还将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召开

核安全问题会议等活动，为俄美下一步削减核武器及战略军控多边化营造条

件。

第四，与美国和欧盟竞争欧亚地区，力图保持俄罗斯对该地区事务的主

导权。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纳卡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等事件，

反映出美欧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竞争继乌克兰危机之后进入新的阶段：美

欧在发展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反俄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政治一体化的同时，

加紧通过“颜色革命”、激活“被冻结的冲突”等方式，颠覆亲俄国家的政权，

或者使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顾此失彼。普京政府将在与欧亚国家共同抵制西

方策动的“颜色革命”的同时，继续发展俄罗斯所主导的多层次一体化进程，

重点推进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

下的军事安全一体化。俄罗斯将加强与欧亚国家的双边合作，利用经贸、能源、

安全和防疫等合作加强双边关系，并兼用经济笼络和冲突调解等手段使相关

国家继续处于俄罗斯的强力影响之下。

第五，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普京在俄罗斯执政已

有 20年，他的主要政绩是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实现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和

经济发展，重建了强大的军队等。[1] 2020 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和改组政府，

反映出普京已着手应对广受关注的“2024年（权力过渡）问题”。在西方制裁、

俄罗斯经济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在俄流行等形势下，俄罗斯国家治理和社会

潜在不稳定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也可能像纳瓦利内事件一样被西方利

用。因此，俄罗斯学者建议普京政府在敌人利用俄罗斯国内弱点攻击俄罗斯

之前，主动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应当按照任人唯才和问责制原则更换执政

精英、修改国内政策以加强社会团结，并基于对国家利益问题的广泛共识调

整外交政策。[2]

[1]　Реформы Путина: другая страна 20 лет спустя. // РИА Новости. 27 декабря 2019, 
https://ria.ru/20191227/1562947600.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7日）

[2]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 повлияют на Россию отношения Байдена с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3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372.（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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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普京政府对美国既准备继续对抗，又寻求合作以缓和俄美关

系。当然，俄罗斯深知在当前俄美对抗的氛围中，两国间任何合作的启动都

异常艰难，而且合作领域也极为有限。正如科尔图诺夫所说，俄罗斯不应当

指望拜登政府再次“重启”美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可能允许

很有限地缓和美俄关系，以提高对两国紧张关系的管理水平，降低美俄相互

竞争的成本。[1] 同时，只要美国表现出合作的意愿，如拜登在核军控问题上

所采取的政策，普京政府也愿意在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

四、俄美关系走向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影响

俄美关系总体对抗、局部合作的发展趋势，将牵动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

其一，推动国际主要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俄美对抗长期

化，将促使拜登政府恢复与欧盟的关系，与欧盟协调一致地遏制俄罗斯，从

而加大俄罗斯从西方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难度，也使俄罗斯在与北约关系、独

联体地区事务和俄罗斯内政等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美欧同盟关系因为“俄

罗斯问题”将有所加强，但是美欧要弥合彼此在贸易、关税和诸多国际问题

上的分歧并非易事。俄美紧张关系将消极地影响俄欧关系，欧盟也将继续实

施对俄经济制裁，但是俄欧在能源和经贸领域传统的密切合作仍有望保持，

而这种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将对俄欧对抗发挥相当大的“减震”作用。美欧对

俄制裁与遏制长期化，将促使俄罗斯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获得持续而深入的发展。中国的持续崛起与中俄

合作抵制美国遏制，将使中美俄三角关系向着有利于中俄的方向发展，从而

推动多极均衡化。

其二，增加全球战略稳定复杂性。一方面，俄美延续核裁军合作，有助

于防止俄美核军备竞赛，保持俄美核均衡与国际战略稳定；俄美在核裁军及

[1]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Джо Байдена и Россия. 22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
russiancouncil.ru/activity/workingpapers/administratsiya-dzho-baydena-i-rossiya/.（上网时间：2021

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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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扩散领域保持合作，将引领国际社会落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促进核

不扩散进程。另一方面，俄美两国虽然限制发展战略核武器，但是在反导系统、

中短程导弹、战术核武器、高超音速导弹、激光武器、太空武器、网络武器

等其他战略军备方面展开竞赛，并不利于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如果不对战略

核武器之外的其他战略军备竞赛加以限制，势必侵蚀俄美战略稳定的基础，

进而影响到俄美战略核军控。

其三，冲击欧洲安全。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长期在东欧进行军事政治对

抗，不利于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不断扩建欧洲反导系统，俄罗斯在发展本

国反导系统的同时，在其西部地区部署可突破美反导系统的导弹，欧洲地区

战略稳定问题正在发酵。目前预计拜登政府不会在欧洲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

如若不然，俄罗斯也将跟进，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的导弹危机就可能在欧洲

重演，核冲突风险系数也会随之上升。

其四，引发欧亚地区动荡。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

斯汀纷纷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提升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的能力。美俄竞争可能刺激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冲突，使正在缓和中的乌俄

关系回归对抗。美欧与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及政治变革问题上的对立，

有可能将白俄罗斯变成“第二个乌克兰”。纳卡地区脆弱的停火形势和俄美

在纳卡问题调解中的竞争，可能导致新一轮武装冲突。美国在欧亚地区推广“颜

色革命”、推动北约和欧盟同欧亚国家发展合作等举动，将迫使俄罗斯利用

其仅有的武力优势来压制欧亚国家脱俄入欧的趋势。俄罗斯与美欧在欧亚地

区竞争加剧，可能引发该地区（在乌克兰之外）个别国家甚至地区性动荡。

其五，增加部分热点问题发展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向叙利亚增派兵力、

平衡俄罗斯在叙利亚影响等政策举措，将加剧美俄在叙利亚的竞争。在伊朗

核问题上，因为拜登政府同意恢复伊朗核协议、俄罗斯本来就支持该协议，

所以俄美两国有合作的可能。在朝鲜核问题上，拜登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回

归奥巴马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实行制裁与对话并举的策略，这将为俄

美合作打开机会之窗。至于俄美能否在伊朗核与朝鲜核问题上开展合作，合

作到何种程度，不仅取决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利益契合度，还将受到俄美



87

俄美关系的走向及其影响

总体关系、两国对相关地区政策、伊朗和朝鲜等因素的影响。

五、结语

这一轮俄美对抗已持续七年，两国三大结构性矛盾和在反导等领域的矛

盾积重难返，而中导、干涉对方大选、网络攻击等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令

本已处于低谷的俄美关系每况愈下。在拜登总统任期内，俄美关系仍将延续

对抗状态，并且可能时有恶化，但以不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为“下限”。拜登

执政带给美俄关系的机遇甚小，而威胁甚大。普京政府也将以反制与合作两

手策略应对美国，既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卑躬屈膝地与之和解。

俄美关系将是总体对抗、局部合作的发展趋势。

俄美关系目前已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轴。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时将越来

越多地考虑自己与中国的关系。俄罗斯虽然对俄美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

下降深感惋惜，但是也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对俄美关系蕴藏着机遇，这一因

素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重大战略机遇的出现，也许会促使俄美关系在较长时

期后实现正常化亦未可知。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国际政治带来的不确

定性，其考验各国的战略洞察力和政治智慧。

【完稿时间：2021-2-26】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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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非洲自贸区构建中的法律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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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正式启动为构建中国 - 非洲自由贸易区

带来了机遇。中非自贸区的构建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融合的趋势，有利于

进一步规范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共同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然

而，中非自贸区的构建必须直面相关法律障碍：非洲完备统一的经贸法

律体系尚未形成，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签署经贸协定的牵绊，第三方经济

体的法律干预等。构建中非自贸区，应从共商共建共享价值理念的法治

化、加强经贸法律合作、调和相关规则冲突、借鉴中国 - 东盟自贸区模

式以及吸收多边贸易体制法治建设成功经验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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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中明确提出“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继续同非洲有意愿的国家和地

区开展自贸谈判”，以之作为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八大行动”重点实施的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国家和地区法律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数据

库建设”（编号：20＆ ZD181）以及云南省千人计划和云南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一

带一路’与中非合作”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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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1]2021 年 1 月 1 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非洲国家将以统

一大市场的新面貌参与到全球经济活动中。该自贸区的正式启动为构建中

国-非洲自由贸易区带来了机遇。国内学界已从中非构建自贸区的战略意义、

面临的挑战以及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2] 对构建中非自贸区面临的

双方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差距和经济发展政策目标的现实差异、应对欧美等国

阻扰等问题有较为普遍的共识，但对面临的法律问题却鲜有文章涉及。自贸

协定相关规则的谈判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法律工程，构建中非自贸区必须强

化法律保障。本文旨在探讨中非自贸区构建进程中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而提

出应对思考。

一、强化中非经贸合作法律规则建设的现实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3]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显示，世界范围内共有 286 个双边和多边的

区域贸易安排，采用自由贸易协定形式的共有 239 个，占全部贸易安排的比

例高达 83.6%，[4] 这一比例今后仍会不断提升。法治化已成为新时代国际经

贸合作的重要发展方向。中非经贸合作也是一个由“政策性合作”向“规则

[1]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内容解读”，商务部网站，2018年 9月 19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9/20180902788421.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2]　比如，朱华友、张帝、陈泽侠：“中非自贸区建设的机遇、挑战与路径”，《中国

社会科学报》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10 版；朱伟东：“《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的背景、挑

战及意义”，《河北法学》2020 年第 10 期，第 23-33 页；张泽忠：“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战

略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经济法学刊》2020年第 1期，第45-56页；朴英姬：“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 进展、效应与推进路径”，《西亚非洲》2020年第 3期，第99-116页；“非

洲大陆自贸区历史、现状和未来系列之十八——中非自贸区的可行性和路径选择”，商务部网

站，2020 年 10 月 19 日，http://africanunion.mofcom.gov.cn/article/jd/qt/202010/20201003009028.
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0日）

[3]　张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四十年发展回顾与反思”，《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

第 6期，第 79 页。

[4]　计飞、陈继勇：“提升贸易水平的选择：双边贸易协定还是多边贸易协定——来自

中国的数据”，《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7期，第 4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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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重视将已有的合作模式通过签订条约或协议

的形式予以确定和规范。在此背景下，完善中非经贸合作的法律规则建设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巩固完善中非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

国际经贸问题治理的重要特点在于以规则和秩序为基础。伴随着中非双

方经贸合作的不断推进，客观上必须规范双方贸易投资活动，并通过制定相

关法律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合作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投入和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时常被西方抹黑歪曲，被认

为是输出本国过剩产能、利用政府投资实现攫取资源的目的、使非洲欠发达

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等等。这些观点不符合中非经贸合作建设的客观实际，

很大程度上对中非经贸合作建设造成不利的国际舆论影响。消除相关负面影

响，特别需要展示中国在与非洲经贸合作建设中的规范性，即充分发挥国际

法的作用，以国际法作为中国与非洲自由贸易规则谈判的基本遵循。

自贸区的构建本质上是国际主体之间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形式实

现经贸合作的法治化。法治化减少了不确定性，能推动各国的期望趋同。[1]

国际合作只有上升到国际法高度，通过法律机制约束各国政府及参与方行为，

才能更好地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中非经贸合作的实施离不开国际法，特别是

良好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保障。中国通过与非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中

非经贸合作原则和治理模式法治化。

（二）顺应国际经贸规则融合趋势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下，国际贸易更多由国际投资推动，国际投资与贸易

越来越难以清晰界分，由此带来的国际投资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更是相互交

织。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相互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贸易、投资法律规则

开始走向融合。在国际法表现形式上，近年来世界各国或地区将贸易投资等

议题共同进行协调规范的自由贸易协定 / 协议正逐步取代内容相对单一的双

[1]　Moonhawk Kim,“Costly Procedures: Divergent Effects of Legalization in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3, 2008, pp.65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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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投资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非洲大陆自贸协定的签

署等。这种在经贸合作中将贸易投资规则进行融合的趋势，对中非原有的经

贸合作规则体系构成挑战，要求中非经贸合作具有一体化、全面的格局以及

对经贸领域多重问题综合协调规范的能力。因此，为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融合

趋势，中非应超越传统思路，通过综合规范进行有效的法律保障，尽快进行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合作，避免规则间的相互冲突和潜在不兼容现象，形

成契合双方经贸合作实际的规则体系，确保中非经贸合作长久发展。

（三）助力双方共同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变革

从目前国际公共法治产品 [1] 的供给困境及应对角度看，中国与非盟共建

自贸区是推动双方有效参与改革和完善国际经贸治理规则的重要机遇。在妥

善利用现有国际法体制并适时创新的基础上，中国与非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所形成的经贸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可成为其他主体之间进行经贸合作的范本，

对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中非自贸区的构建并非是对既有国际经贸治理规则的否定，而是在延续

和升级已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和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上寻求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是双方共同参与国际

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双方可充分利用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经签

署的双边及多边的协定、条约或已经形成的经贸合作机制，提升双方已有规

则体系的可适用性和先进性。同时以中非自贸区的构建为契机，补充和完善

现有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不足，理性设定中非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

话语权分配中的身份和地位，促进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另一

方面，中非共建自贸区的过程中，所有参与国共同协商制定合作规则和措施，

会更平衡反映各个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共同受益。在共

[1]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那些由政府为所有人提供的最基本和

初级的物品或服务，如国防、治安、法律体系、秩序等诸如此类的共同益处……就是经济学家

们所指的公共产品。”借此观点，本文中的“国际公共法治产品”是指由国际主体（包括主权

国家、国际组织等）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法治理念、法律合作规则等物品或服务。参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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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共建共享理念指引下形成的自由贸易规则和合作机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

包容性，符合国际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为中国深入参与全

球治理提供具体范例，也有助于非洲国家拥有更多决策权和话语权，为传统

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注入新生力量。

二、中非自贸区构建的法律基础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发展，双方在提升和完善经贸合作的法律

政策和实践经验方面进行着不懈努力，为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奠定了一定的

法律基础。

（一）中国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撑和实践经验

推动与其他经济体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发展的

重要内容，有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构建中非自贸区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

和非洲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中非双方经贸合

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对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

要意义。

一国政府对外签订国际条约需要有国内法的依据。中国对于国际条约的

签订，尤其对外经贸领域的国际条约签订，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

如《缔结条约程序法》对中国政府对外签订条约的责任主体、条约内容以及

条约审核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程序性规定，确保政府对外签订国际条约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再如《对外贸易法》明确了中国政府在推动贸易发展中可以同

域外经济主体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中国为推动中非贸易自由化、投

资便利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作用。如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等政策文

件就涵盖了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性质的内容。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中，中国明确承诺“采取积极措施为更多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

认真实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免关税待遇，以扩大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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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双边贸易，优化贸易结构”。[1] 因此，中国与非盟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有

着扎实的国内法律政策基础。

除此之外，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中国

一直在努力对外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19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2]

长期的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与非洲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法律

模式、协定范本等可借鉴的法律实践。这些法律实践，有与发达国家合作建

设自贸区的实践，如中国与澳大利亚自贸区、中国与新加坡自贸区；有与发

展中国家合作建设自贸区的实践，如中国与柬埔寨自贸区，更有与类似于非

盟等区域组织合作构建自贸区的实践，如中国 - 东盟自贸区。这些自贸区构

建中形成的法律实践经验，能够在中国与非洲合作构建自贸区中提供借鉴。

（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规则的初步形成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实际是各国之间针对经贸利益展开博弈并将博弈的结

果予以法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谈判成本。中国与非洲国家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是相互博弈的过程。截至目前，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经

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仅有一个，即中国 - 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3] 不过，

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所构建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为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奠定

了法律基础。

1991 年 6 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 27 届首脑

会议上，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阿布贾条约》，提出建立非洲经济

共同体的目标是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推动经济一体化。此次会

议开启了非洲统一的经贸法律规则体系的构建历程，直至《非洲大陆自贸区

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统一的非洲经贸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成。非洲统一的

[1]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国政府网，2006 年 1 月 12 日，http://www.gov.cn/
zwjw/2006-01/12/content_15649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

[2]　“我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贸协定”，商务部网站，2020年 11月 19日，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4 日）

[3]　“中国和毛里求斯自贸协定今日生效”，商务部网站，2021 年 1 月 1 日，http://fta.
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2101/44124_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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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成，除了能够有力推动非洲大陆经贸发展之外，更重

要的是开启了域外经济主体与其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大门。非洲统一的经

贸法律规则体系，可以打破区域内不同国家经贸法律规则的限制，使得非洲

大陆以其独自的国际法律身份与其他国际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有助于降低其他国际经济体与非洲各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成本，提高

谈判效率。

（三）中非既有的相关法律合作机制

2009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 - 沙姆

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 至 2012 年）》。为了落实文件精神，“中非合作论

坛 - 法律论坛”也在同年正式建立。“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是中国与

非洲进行法律合作的重要机制成果，其成立的初衷是为中非解决双方经贸纠

纷提供一个新的路径，最大限度地解决经济纠纷和实现经济问题法律解决，

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对推动中非双方法律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中

非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非争端民商事纠纷居多，总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法律保障尤为迫切，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应对，缔结更多的双边条约，建立更

全面的法律框架去解决中非合作中的法律争端”。[1]“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

论坛”开始被寄予更多的期望和使命，很多有关中非法律的议题在论坛中讨论，

形成智力成果，推动了中非双方经贸法律合作的发展。因此，中国可利用“中

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对自贸规则进行的研究，从而为中非合作构建自由

贸易区提供优质法律研究服务。

三、中非自贸区构建中面临的法律障碍

从国际主体划分的视角来看，中国和非洲构建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法律障

碍主要来自非方、中方和第三方。

[1]　张小虎：“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与法律合作——‘第三届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综

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期，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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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完备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非洲大陆完备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形成，可以有效降低中非双方自贸协

定谈判的成本，更加有利于实现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是中国与非盟构建自由

贸易区的前提。然而，非洲完备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

非洲大陆自贸协定相关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法律

规则体系错综复杂等方面。

1. 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

区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往往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贸

易协定的规则创建阶段。通过成员国对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谈判协商而形成

一个合适本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体系。第二个阶段是自由

贸易协定的规则细化阶段。第一阶段形成的自贸协定往往是框架性的，缺乏

可操作性和具体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成员国根据自贸协定框架要求细化相关

法律配套机制，如提交关税减让表等。第三阶段是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落实

阶段。各成员国按照自贸协定规则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构建也需要经历上述三个阶段。2019 年 5 月《非洲大

陆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构建完成了第一阶段。

2019年7月，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构建进入第二阶段，即细化相关法律配套机制，

但该过程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并未如期完成。按照议程，非洲大陆自贸区各成

员国应向非盟贸易部长委员会提交相关法律配套机制落实的文件，如关税减

让表、服务贸易特别承诺表等，但在2020年2月第33届非盟大会首脑会议上，

相关承诺表等配套法律文件并没有如期完成。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7

月 1日正式实施的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推迟至 2021 年 1月 1日。[1] 非洲大陆自

贸协定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影响了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中

非自贸协定谈判的开展。

2. 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法律规则体系错综复杂

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推动着非

[1]　“非经委称非洲大陆自贸协定可帮助非洲恢复经济”，商务部网站，2020年5月21日，

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zb/202005/20200502967335.shtml。（上网时间：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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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提升对外开放合作的水平。目前非洲大

陆有 200 多个地区组织，其中包括 14 个主要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体，如阿拉伯

马格里布联盟、东非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政府间发展组

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等等。[1] 然而，非洲内部众多的区域性经济体的成立产生了大量双边或多边

的与经贸有关的条约、协定。这些条约、协定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统筹，

导致非洲大陆区域经贸法律规则变得错综复杂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

面使得非洲国家承担众多的区域性经贸义务，如非洲各国的海关公务人员要

应对不同的贸易规则文件、原产地规则等规定的义务；另一方面带来了许多

区域经贸法律冲突，如经贸合作中规则选择与适用的冲突等。非洲区域性经

济体法律规则所形成的法律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人员、服务、货

物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增加了非盟对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协调成本，

拖延了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加影响了非洲大陆与其他域外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经贸合作。比如，早在 2012 年中国就已经分别同西非经济共

同体、东非共同体签订了双方《经贸合作框架协定》。[2] 这些经贸合作协定

中所规定义务，如果未来不能够更好地予以调和，会成为中非自贸区构建的

法律障碍。

（二）中国与非洲国家国别间经贸协定的牵绊

中非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关键在于解决与非洲国家国别间经贸协定的矛

盾。非洲各个国家间的经济社会水平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水平参差不

齐，导致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体系性、统一性较

弱，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呈现碎片化。[3] 中非开展自贸协定谈判将面临“意大

[1]　朱伟东、王婷：“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西亚非洲》

2020 年第 1期，第 96-117 页。

[2]　黄永富：“探索设立中非自贸区”，《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 18期，第 35-36 页。

[3]　贺鉴、杨常雨：“新时代中非海洋经贸合作及其法治保障”，《湘潭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4期，第 4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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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面条碗”效应 [1] 带来的法律问题。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与非洲

的经贸合作》白皮书指出，早在 2010 年时中国就已经同 45 个非洲国家签订

双边贸易协定。[2] 截至 2019 年 10 月，中国已经和 34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

投资条约。[3] 中国与非洲各国原有的众多贸易投资规则相互交织，会造成信

息交换效率低下，增加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规则谈判的成本。同时，中

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贸易、投资协定多存在操作性不强、约束力较弱的问题，

其相关条款多为倡议性、概括性内容，[4] 对贸易投资合作便利化、自由化程

度的标准较低。这些相对较低的规范标准会限制中国与非盟构建对便利化和

自由化要求较高的自由贸易规则。一些非洲国家会担心签订统一的贸易投资

协定将降低其原来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中所享有的待遇或增加其所承担的

法律负担，可能会引起非洲国家的抵触，从而影响中非自贸区的构建。

（三）第三方经济体与非洲签订经贸规则带来的法律障碍

被列强瓜分的历史伤痛使非洲各国对进入非洲大陆的外来力量心存疑

虑，并为此采取谨慎的态度。独立后，非洲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一直

秉持“大国平衡”战略，不断吸纳大国加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中，

更乐意看到非洲大陆上的外来力量此消彼长，[5] 以此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非洲的“大国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世界大国相互竞争与其开展合作。

[1]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意指某一地区存在数量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在

相关规则制定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甚至冲突之处，而且本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又同时参与了多个

不同的协定，导致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不得不面临多种规则羁绊，大大削弱了贸易运行的

效率，提高了交易成本。参见 Jagdish Bhagwati, “U.S Trade Policy：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in Jagdish Bhagwati and Anne O. Krueger, 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 1995, p.46。

[2]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中国政府网，2010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gov.cn/
zhengce/2010-12/23/content_2615777.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6日）

[3]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非洲）”，商务部网站，2019 年 10 月 31 日，http://tfs.mofcom.
gov.cn/article/h/aw/。（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4 日）

[4]　如中国与安哥拉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全文仅有 9 项条款、与吉布提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布提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全文仅有 8项条款等。

[5]　周婧怡：“中国、欧盟、非洲三方合作困境探究”，《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 年第

2期，第 58-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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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是很多非洲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这

些国家十分重视自身在非洲的经贸利益。欧盟也积极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

构建稳固的经贸法律关系，不仅先后与喀麦隆、南非等国签订了自贸协定，

而且分别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签订了相关自贸协定。[1]

众多自贸协定使非洲国家身份重叠，对其带来多重义务，限制了对外自贸谈

判的法律空间，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非自贸协定的签订造成阻碍。同时，

又因意识形态缘故，欧盟及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中国与其在非洲大陆形成竞争

性利益格局。在此背景下，它们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与中国在非“新殖民

主义”，试图对非盟的外交政策施加压力，[2] 影响其与中国自贸协议的谈判。

此外，中非构建自贸区还面临美国方面的干预。美国对非政策的焦点是

打击中国在非洲持续扩展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影响力。[3] 早在 2017 年 12 月，

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上升视为对美国

的威胁。[4]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开始由以往的“以确

立规则为主导的多边、开放贸易”政策转向“以维护实力为主导的单边、保

守贸易”政策。[5]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立已成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2019

年 8月，美国贸易代表与非盟委员会签署了《美国与非盟贸易联合声明》。[6]

该联合声明提到“希望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以促进美国和非洲

之间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虽然 2021 年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对非政策或在某些

[1]　计飞：“中非自由贸易区建设：机遇、挑战与路径分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4期，第 44-55 页。

[2]　肖方昕、张晓通：“中国在非洲铁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应对”，《国际关系研究》

2020 年第 3期，第 39-67 页。

[3]　Witney Schneidman and Landry Signé,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frica Strategy - 
Primacy or Partnership,” December 20, 2018,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812210570.html.（ 上

网时间：2021 年 2月 10 日）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52.

[5]　丁丽柏、陈喆：“论 WTO 对安全例外条款扩张适用的规制”，《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期，第 127-140 页。

[6]　“美国与非盟签署加强贸易和投资联合声明”，商务部网站，2019 年 8 月 7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908/20190802888430.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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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有所区别，但美国对非政策在国内两党之间已形成

基本框架。因此，在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也不会放弃利用

非洲对抗中国的思路。[1] 美国极有可能会在与非洲建立更深层次贸易和投资

关系的过程中签订带有歧视性条款的美非自贸协定，对未来中非进行自贸区

合作设置法律障碍。

四、中非自贸区构建的法治路径

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是双方经贸合作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解决阻碍

中非自贸区构建的法律问题，应多管齐下，相向而行。

（一）推动合作理念法治化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 旨在通过

健全法律体系促进中国经贸活动的法治化。[2] 中国与非洲合作构建自贸区在

确立共商共建共享价值理念的同时，应该重视将合作理念法治化。纵观全球

已生效并执行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其序言均是各成员国构建自贸区所追求

相关价值理念的体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在序言部分将“加强两国经济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内

容写入，[3] 实现双方合作理念的法治化。中非同样应当将双方确立维护全球

经贸利益的价值理念写入自贸协定序言部分，作为合作指导理念。

（二）调和相关规则的冲突

中国应积极加强对非自贸协定谈判的顶层法律建设，增强对非自贸协定

谈的国内法支持力，提升内外协调统筹的水平与能力。尽快修改完善《缔结

条约程序法》，为与非洲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针对现

行《缔结条约程序法》中对国际条约谈判签署、审批等程序的条文过于简洁

[1]　马汉智：“当拜登政府望向非洲大陆”，《环球》2021 年第 4期，第 36-37 页。

[2]　杨常雨、江岚：“中国投资仲裁规则国际化创新的法律障碍”，《西南石油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期，第 92-101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商务部网站，2003 年 10

月24日，http://fta.mofcom.gov.cn/Australia/australia_special.shtml。（上网时间：202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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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谈判代表权力受限的问题，应当通过细化、扩充的方式予以完善，尤

其在参加谈判的部门职权、可决定事项的范围、参与谈判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等内容上增加相关条文，使中国谈判代表在自贸协定谈判时拥有强有力的法

律支持。

中国应依托“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平台，强化与非盟及非洲国家

的法律合作。“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对中非经贸合作的法律制度设计

提供过有力的智力支持。中国应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支持“中非合作

论坛 - 法律论坛”平台的建设，尤其应当在国家层面支持有关中非自贸区构

建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课题，强化对非在自贸区构建相关法律问题的交流。

另外，中国政府可通过民间学术交流的方式，向非盟提供解决非洲大陆自贸

协定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法律规则体系错综复杂

等问题解决的科学建议，帮助非盟尽快调和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的

经贸规则冲突，实现区域经贸规则体系的统一化。

（三）借鉴中国 -东盟自贸区法律模式

中国与非盟未来可以合作构建的自贸区与中国 - 东盟自贸区有极大相似

性。两者都是主权国家与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构建自贸区；自贸区成员国都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贸区合作构建的初衷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合作动因，追

求平等协商的合作；两者都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参与共建的重要主体。[1]

因此，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可参照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法律模式。后者强调

协商和对话的非正式合作方式。[2]其构建进程的特点是“先构筑总体合作框架，

再进行各项具体谈判；谈判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这种方式充分保证了各

成员国的平等地位，使得中国与东盟在解决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

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可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中国与非盟签订《全面

[1]　王勤、赵雪霏：“论中国 -东盟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期，第 99-106 页。

[2]　陈秀莲：“‘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模式新构的研究”，《国际贸易》

2019 年第 7期，第 79-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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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构建起自贸区合作的总体框架。

《框架协议》具有法律意义，既可以将双方合作的意向及未来合作的领域和

时间进程以法律文本的方式固定下来，又为未来双方在具体问题的谈判与合

作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去准备。第二阶段，中国与非盟签订有关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双边投资、其他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的议定书，细化落

实双方合作的内容，如逐步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服务贸易相关歧视

性措施，建立自由、便利、透明的投资体制等。

（四）积极吸收多边贸易体制法治建设成功经验

中非构建自贸区表面上是中国和非盟之间的双边行为，但是由于非盟是

非洲国家联合形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本身代表了非洲国家的利益，因此，

中非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本质上是寻找一个能够兼顾中国与非洲各国及非洲各

区域性组织等多边利益的平衡点，而这与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典范的 WTO 构建

路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非自贸区的构建可充分借鉴 WTO 法治建设的

成功经验。

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非歧视、保护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以及

协商一致等三项法治经验对自贸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可在中非构建

自贸区中予以贯彻落实。中非自贸区的构建一是要坚持非歧视原则。在贸易

关系中相互给予对方贸易上的优惠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提供互惠的方式来

维护贸易平衡，实现贸易自由化。二是要重视非洲各国的发展利益。非盟代

表的是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与非盟构建自贸区应当重视非洲国

家自身的发展利益，在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上宜采用开放性、灵活性措施，避

免出现“结构性不公平”。三是贯彻协商一致原则。中非应当建立协商一致

的决策机制，在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自贸协定谈判。

【完稿日期：2021-3-5】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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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

    吴  蔚

〔提   要〕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

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

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

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

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关 键 词〕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法治、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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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命运。2019 年 4 月，习近平

主席在集体会见应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活动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时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

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

 *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应用浮式平台保障南海维权执法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20YJC820049）和武汉大学“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研究专项“中国海

洋法领域演进的实证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2019ZX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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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1] 他倡议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为海洋法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海洋法治建设亦成为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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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确立

了目标。 

（一）加强政治互信，树立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海洋作为整个地球生

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人类活动的共同空间，与人类社会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国际社会应该秉

持共同的海洋利益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两个基本方面组成，一是利

益共同体，二是责任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也包含有各国共同承担海洋治

理的责任，并共同享有良好国际海洋秩序所带来的共同利益的深刻内涵。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各国必须摒弃政治歧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树

立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海洋安全秩序。海洋安全涉及

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与地缘政治竞争、岛礁领土主权争端

相关，后者则与海上恐怖主义、海盗行为以及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灾害等相关。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形成后，各国军事力量正

面冲突的情形虽未完全消除但大为减少，然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逐步上升，

这两种情形都要求各国增强互信、平等相待、深化合作来加以应对。[2] 进入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 463页。

[2]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

2019年第 5期，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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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后，随着海洋作为综合性战略空间的地位日益提升，海洋领域的国际

竞争和争夺明显加剧，传统安全威胁变得严峻，国家间岛屿主权争端、海洋

划界分歧以及海上军事威胁时有发生。与此同时，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挑

战也日益增多：围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国际纠纷不断；海洋科考、环

境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海盗及其他海上犯罪行为不断增加；

海外贸易和海洋航运等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呈上升态势。面对海洋安全复杂形

势，各国应抛弃零和安全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强化海洋安全共同体意识，共建新海洋安全秩序。

（三）奉行互利共赢的海洋开发战略，共建蓝色伙伴关系。海洋为生产

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广阔空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和强

大引擎。全球海洋虽然资源丰富、水域广阔，但过度开发利用会大大降低海

洋的生产力，并最终危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发展海洋经济必须与加

强海洋治理和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同时进行，要打造蓝色经济发展模式，依托

科技创新将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海洋经济走上可

持续发展之路。随着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

日益紧密，各国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念发展海洋经济，

共同促进涉海各领域，包括海洋资源利用、海洋技术合作、海上交通运输等

领域的国际合作，共建蓝色伙伴关系。中国建议蓝色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包

括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能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海洋

垃圾和海洋酸化治理、海洋防灾减灾、海岛保护和管理、海水淡化、南北极

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重大议程谈判。[1]

（四）共同维护海洋生态文明。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

分，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是自然资源的宝库。[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类认识、

开发利用海洋能力的提升，海洋资源成为各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由于

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海洋日益陷入严峻的“公地悲剧”——海洋环境污染

[1]　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58页。

[2]　张海文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与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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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渔业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许多物种可能在几十年内灭

绝”。[1] 由于海洋生态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海洋生态系统受到

破坏必然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海洋生态危机不仅

危害当代人的生存和利益，而且可能对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和生产都将产生极

为不利的影响。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理应由全体人类共同维护海洋生态

环境和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的一项全球要务。

由于海洋的整体性以及海洋活动的国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强化海洋环境治理，应通过预防和整治相结合来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需要制定广泛参与的海洋保护国际公约。由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海洋保护意识等方面的不同，沿海国对于国家管辖范围

内海域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甚至采取了涸泽

而渔的海洋发展政策，因此各国政府的认识和重视十分重要，只有各国普遍

加强国内立法，在减少碳排放、禁止过度捕捞、控制陆地向海洋排污等方面

采取切实措施，海洋生态环境才可能得到持久维护和改善。

二、海洋法治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国际法是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法律，是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和妥协的产物，在规范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以及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国际法治是法治理念的国际实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为目标。“法治化是推进全球

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建设国际法治和全球法治是推

进全球治理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法治化的必由之路。”[2]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

洋法治的关系可概述为：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依据，

[1]　António Guterres, “Opening Remarks to the Ocean Conference,” June 5, 2017, https://
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7-06-05/secretary-generals-ocean-conference-remarks. 
（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25日）

[2]　张文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

《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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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指导，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法律制度，包括领海主权、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公海“六大自由”以及“区域”

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制度框架下，以共同利益为导向，摈弃零和思维、

实现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在相互尊重中实现权利、义务和能力的平衡，实

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共同

推动海洋法治建设，促进海洋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向更加科学、公平、合理

的方向发展。[1] 海洋法治应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由于海洋的特殊性，

国际法治内化在海洋领域表现比较突出，各国的国内海洋立法均需不同程度

考虑、接受和遵守国际海洋法、国际条约义务和一般法律原则。

（一）海洋法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准则是维护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国际关系法治化必然

强调国际法的作用。按规则办事，依法行事，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保障。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基于国际法的秩序基础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

治只能维护少数国家的特权，无法让国际社会共享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现

代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

则构成了国家平等与和平交往的法律保证，这些基本原则也体现在国际海洋

法律体系中，成为各国涉海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保证。当前在世界海洋事

务中仍存在恃强凌弱的行为，也存在曲解国际海洋法的情况。在此背景下，

中国倡导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反对任何国家忽视

国际法存在。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

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国际关系必须“厉行法治”。[2] 他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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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密晨曦：“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法治建设”，《中国海洋报》2019年 9月 17日。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2020年 9月 2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2721.htm。（上网时间：2021年 2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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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2014 年 6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4-06/28/c_1111364206.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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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少数国家无视规则和法治、奉行双重标准、大搞单边霸凌、“退群毁约”

的现象，习近平指出，这不仅违背世界人民普遍愿望，也是对各国正当权利

和尊严的践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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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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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海洋法治是和谐海洋秩序构建的应有之义。国际法是国际秩序的

重要基础和集中体现。“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健全、完善、合理的国际海

洋法制体系，是良好的全球海洋秩序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基于马汉海

权论的实力政治思想主导着西方海洋强国的海洋秩序观念，由此导致以海权

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在这方面，美国是典型，其一直

游离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推行海洋霸权战略，扰乱国际海洋秩序。

受海权论思想的影响，部分沿海国努力向海洋扩张，助推“海洋圈地运动”，

导致海上邻国之间的划界纷争不断，制约着海洋领域的和平安宁和合作发展。

海洋法治是创造和维护海洋秩序的有效途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

重要保障。同在陆地上的活动一样，如果人类需要维持海洋空间的安全、保

护海洋的环境生态、确保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那么就必须合理管理海洋，

节制行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势必需要基本的海洋法治。[3]

（三）海洋法治是完善海洋治理的重要途径。国际关系法治化是推进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有利于世界发展的国际秩序之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

“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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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要务是制定和确立各国普遍认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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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3]　傅崐成：“全球海洋法治面对的挑战与对策”，《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 1期，

第 82 页。

[4]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

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
c_1117309642.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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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遵循的治理规则。这就需要在治理规则制定过程中体现法治化、民主化

的原则，特别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法建设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利。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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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是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

理规则的权利，支持按照新的国际力量对比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代表性与发言权。改革全球海洋治理秩序，需要基础性海洋条约的修订和发展，

这需要世界各国的普遍参与，不能仅由少数国家拍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涵盖了中国在以人类共同的海洋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

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设想。针对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需要把海洋法治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的方向，从而使海洋治理体系更加符

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更加合理化，确保海洋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新时代中国加强海洋法治的主要举措

囿于历史原因，中国参与国际海洋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国内海洋法治建

设亦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步入发展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海洋强

国战略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全方位强化海洋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设，海洋法治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日益成为全球海洋秩序的维护者、建设

者和贡献者。

（一）加快海洋立法，完善海洋治理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沿海省市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起草并配合立法机关陆续推

出了几十个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条例，涉及海洋权益、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

源保护、海洋开发与利用、海上交通安全与海洋科研等方面，结束了相关领

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些涉海法律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要求和主

张，是中国国内立法在与国际法互动中根据有关国际法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

义务制订的成文法典范。[1] 沿海省市也配套出台了近百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1]　贾宇：“改革开放 40年中国海洋法治的发展”，《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 4期，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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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管理法

律体系，而且对联合国所倡导的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做出了有益探索，更是为

依法治海提供了执法依据。[1]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

探开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是近年涉海立法的重要成果。《深海

海底区域勘探开发法》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

和资源调查、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以及开发活动的涉税事项等作出规定，其

立法工作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国际法文件规定的制度框架内进

行的，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保护深海环境、共同受益于深海科技发展和

资源开发的愿望，其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反映出中国政府维护国

际海底秩序、推进国际深海科技发展、和平利用深海资源的决心、努力和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海警法》明确了海警机构的职能定位、权限措施和保障

监督，确保海警维权执法、对外合作有法可依，有助于中国海警更好地履行

自身的职责和国际条约项下的义务，维护海上良好的秩序。[2] 此外，国家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还在围绕海岸带利用和管理、海洋经济发展、海洋防灾减灾、

海洋科学调查、海水利用、南极立法等领域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并探索研究

渤海环境区域保护立法。

（二）与时俱进修订相关涉海法律。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海洋治理和

海上维权形势的发展，一些既有的海洋法规无法满足或适应实际工作需要。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相关涉海法律法规的修订。2016年 11月，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2017 年 3 月，《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经第

二次修订后颁布。2018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其中涉及海洋法规修改有三部，包括《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

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19 年 3 月，新华社发布了国

[1]　路涛：“中国海洋事业改革开放 40 年系列报道之法制篇”，搜狐网，2018年 7月 9

日，https://www.sohu.com/a/240068000_543939。（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2]　“日媒提问中方会在东海加强海警活动吗？华春莹回应”，环球网，2021 年 1 月 22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cVSbPnDhR。（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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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均有

修改。2020 年 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

安全法（修订草案）》，该法修订草案将报送至全国人大审议后颁布实施。

根据 2020年 11月 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完成第二次修订。除上述法律法规外，《铺

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分别于 2018年 3月、2019年 8月公开征求修订意见。

此外，自然资源部已表示，将适时启动《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工作。

（三）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立法。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导下，海洋生态与资源保护受到空前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出台。2012年，

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该法成为合理开发

利用海洋资源、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定依据。2015 年，《全国海洋主

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实施，《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和《关

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相继出台。2016—2017 年，国家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印发《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国家海洋局

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滨海湿

地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围填海管控办法》《海域、无居民海岛

有偿使用的意见》等文件，旨在落实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严控围填海活

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海洋生态红线已基

本完成划定，全国 30% 的近岸海域和 35% 的大陆岸线纳入红线管控范围，筑

牢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防线。[1]

（四）积极参与国际涉海法律规则制定。为维护海洋和平与稳定，推进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涉海规则与法律制定，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在南海，中国积极推动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1]　“托起蓝色的希望——我国海洋事业改革发展 40 年综述”，搜狐网，2018 年 12 月

19日，https://www.sohu.com/a/283091436_672901。（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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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其是“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1]。201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启“南海行

为准则”（COC）磋商，2018年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

目前已对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完成一读。在北极，中国签署《预防中北冰洋不

受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积极推动北极治理与公海渔业管理合作进程。在国

际海底区域，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制定工作，

强调开发规章应以鼓励和促进“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同时按照《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的规定，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区域”

内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BBNJ）的谈判工作，

推动相关草案的形成。

（五）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的正义。2013 年 1 月，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之

间部分岛礁归属及海域划界争议，以“岛礁的法律地位问题”及“南海断续

线合法性问题”之名义提交仲裁，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强制仲

裁程序。2013 年 2 月，中国政府将菲律宾启动仲裁的照会及所附通知和“主

张说明”退回，重申中方一贯坚持南海争议应由有关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解

决的立场，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仲裁。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受权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

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详细阐述了仲裁庭对菲律

宾所提出的仲裁明显没有管辖权，并阐明了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的法

理依据。2015 年 10 月 29 日，仲裁庭就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

作出裁决，无视中国立场，裁定对菲律宾的部分诉求具有管辖权。针对该案

管辖权裁决，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

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强调仲裁庭作出的裁

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2] 在仲裁庭最终裁决出台前后，中国又接

[1]　“李克强在第 19 次中国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5周

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6年 9月 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8/
content_5106318.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

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5-10/30/c_1116991261.htm。（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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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发表两份声明，再次重申中国关于海洋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1] 中国通

过坚定积极的庭外法理斗争揭批了南海仲裁案的本质，在法理上阐释了所谓

“裁决”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破坏国际法治。

四、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实现

这一理念需要国际社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增强政治互

信，共同承担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责任。中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

议者，需要为理念的推进做出榜样。海洋法治建设是中国践行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重要举措，亦是提高自身海洋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需要

在既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海洋治理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完善海

洋法治建设，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

（一）建立健全国内海洋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国内海洋法律体系，

提升我国在海洋治理中的能力，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强化我国在海洋相关

国际法律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海洋事务

中的良性互动和国际合作提供保障。

（二）进一步加强海洋法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提高海洋外交能力，努力把握维权和合作的关系，积极推动建立危机管控机

制，制定及时恰当的应对方案。[2] 要加强与他国海洋合作，在海上搜救、海

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环境保护、极地治理等低敏感领域，深度参与海洋制度构

建，充分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以促进政治互信，为海上维权创造良好的政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

作裁决的声明”，中国政府网，2016 年 7 月 12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2/
content_5090625.htm；“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中

国政府网，2016年 7月1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2/content_5090631.htm；“《中

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摘要）”，中国政府网，2016

年 7 月 1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3/content_509082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4 日）

[2]　杨泽伟：“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中

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期，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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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1]要积极参加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活动，通过大力倡导“共同开发”，

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贯彻与实践夯实基础，推动国际海洋法秩序的

变革和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的逐步解决。

（三）为国际海洋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国际海洋法中存

在大量尚待制定、发展和完善的概念、规则和制度，应根据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通过各国共同努力促进国际海洋法治建设。要进一步突出海洋合作中

的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共同体，只有合作才能长久生存、持续

发展。[2] 海洋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海洋开发和保护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海洋科技发展与海域遗传基因资源养护、深海治理和矿产资源开发、海洋

渔业国际协定和安排、公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

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等问题上，中国应主动与他国通力合作。[3] 这种合作将

是双赢和多赢的结果，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是有力的促进。

（四）讲好遵守国际海洋法治的“中国故事”，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国在积极遵守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体系中已有的符合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制度的同时，应将自身在立法、维法过程中吸纳、创新国际海洋

法的积极实践和经验与各国分享。通过讲好自身遵守和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的

实例，驳斥少数西方国家对我国海洋政策的抹黑歪曲。针对一些国家背离基

本法理，打着“规则”和“法治”的旗号，企图通过曲解适用《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来达到否定中国相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作法，中方必须严词反驳，

坚决反对，深入揭批其政治图谋和对国际海洋秩序的危害。

【完稿日期：2021-2-26】

【责任编辑：曹  群】

[1]　金永明：“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期，第 1页。

[2]　秦亚青：“合作：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铁律”，《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27页。

[3]　冯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理论价值与实践行动”，《学海》2020

年第 5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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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

与深化路径 *

   于宏源  汪万发

〔提   要〕 在“一带一路”建设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

共同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总体要求下，绿色“一带一路”应运而生。绿

色“一带一路”在环境国际合作、绿色发展理念传播、国际公共产品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不断夯实“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但也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承载力低、环境

保护与治理基础薄弱、软硬基础设施配套缺位等挑战。中国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应在做实做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基础上，

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国

际发展与管理能力建设，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夯实民心相

通的基础，不断巩固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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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化进程开始偏离其原有轨道，国家间政治

驱动下的区域一体化和多边经贸合作渐成主流。面对气候风险、疫情、贸易

摩擦等人为或非人为的“黑天鹅”极端事件不断出现，全球既有的分工合作

体系出现裂痕，全球化或将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凸显的时代。与此同时，联合

国多次强调气候紧急状态，号召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和环境污染等叠加的地球危机。[1]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空气、水、

粮食、能源等诸要素的协调发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下既具有现实意义，也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环节。在全球绿色治理升级的背景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能对后

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治理赤字和绿色复苏脱节起到拨乱反正之作用，不仅可填

补绿色公共产品赤字，[2] 也将成为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纽带。

 

一、绿色“一带一路”的内涵

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议程，也是影响“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和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主要发达

国家国内政策转向、全球环境治理或出现真空的背景下，中国以生态文明和

绿色发展为纽带务实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增强了中国在全球发

展进程中的绿色影响力。2017年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

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并明确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步思路。[3] 当前，

[1]　“UN Environment Assembly Concludes with an Urgent Call for Action to Solve Planetary 
Emergencies,” February 23, 2021,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un-environment-
assembly-concludes-urgent-call-action-solve-planetary.（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4日）

[2]　黄河、戴丽婷：“‘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 8期，第 50-61页。

[3]　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国环境报》2017年 5月 9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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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在可持续发展合作、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环

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深化和丰富了绿色“一带一路”的内涵。

首先，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

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为蓝图。就绿色“一带一路”的内涵而言，

绿色“一带一路”注重生态文明理念、经验和实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各个方面，其核心是通过绿色发展形成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服务、保障作用，即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理念为指导，提升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绿色化水平，将生态环保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1] 从其目标来看，绿色“一带一路”围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发挥生态环保、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和引导全球治

理的作用。就其功能而言，绿色“一带一路”加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绿色发展公共产品，通过协同落实《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逐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发展进

程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有效契合。

其次，绿色“一带一路”缘起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绿色“一带一

路”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近年来，全球秩序正在进行深刻复杂的转型，

特别是在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随着全球绿色发展制度形成了一

系列新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全球碳排放和环境容量的约束性持续加强，全球

绿色发展的竞合趋势日益明显，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共识和

最大利益契合点。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各国对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需求，特别是深化了绿色现代化路径，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绿色“一

带一路”的提出也具有深厚的国内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1]　周国梅：“我们将建设怎样的绿色丝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进展

与展望”，《中国生态文明》2017年第 3期，第 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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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一系列新部署，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并形成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1]

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

极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更多贡献的普遍期待。

最后，绿色“一带一路”的内涵是动态和不断发展的。2017 年，习近平

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主旨演讲时强调要践行绿色发

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

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 2019 年，习

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要坚持开放、绿色、

廉洁理念，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

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3]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

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4] 过去几年的成功实践证明，绿色“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

治理体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消弭全球乱象的“中

国钥匙”，成为中国实际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以及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平台。[5]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治理改革和经济

复苏进程中，绿色“一带一路”更加凸显其生态文明底色。后疫情时代如何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7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 513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19年，第 491页。

[4]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2020年 9月 23日，第 1版。

[5]　“绿色‘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网，2020 年 10 月 9 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20-10/09/c_1126585854.htm。（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118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气候与环境治理和推进绿色转型之间维持平衡是重要

挑战，也是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内涵的关键。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

近年来，中国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和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绿色“一带一路”

的内涵也在持续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在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上发挥着联动性作用。

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发展了全方位、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关系。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已与 138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1 份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1] 在全球多边层面，巩固了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

际组织合作关系，并通过开展联合研究项目、人员交流与培训、环保国际合

作与学术交流等形式，广泛开展多边环保合作，构建环境与发展全球合作网

络。在双边环境合作领域，重点推进了与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蒙古、

新加坡、柬埔寨等国的环境合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对

接，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合作的绿色化。绿色“一

带一路”在“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中也取得了广泛而积极的进展。在中

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方向，中国与东盟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2016

—2020 年）》和《中国 -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指导下，

已启动中国 - 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中国—东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等

建设，在环境政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技术交流等方面也取得积极

[1]　“我国已与 138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1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7/content_5562132.htm。

（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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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1] 中国还与澜湄国家共同制定与落实《澜沧江 - 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

（2018—2022）》，构建可持续的澜湄环境合作网络，推动共建绿色澜湄流

域经济发展带。[2] 在中国 - 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方向，以上海合作组织等为

主要平台建设多边绿色合作。2015 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

战略》已明确提出“重视环保、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消极后果等领域的

合作”。[3] 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通过《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4]，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第一份关于生态环

保合作的纲领文件，致力于提升区域环境治理能力和协作水平。在中东欧合

作方向，2018 年中国 - 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 -

中东欧国家环境保护合作的框架文件》，建立了中国 - 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

部长级会议机制，致力于加强中国 - 中东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

领域的政策协调，共同培养绿色经济增长点。[5] 在非洲方向，中国、肯尼亚

和联合国携手共建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加强中非环境伙伴关系，提高发展中

国家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能力，共同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非盟《2063年议程》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6]除了深化国家间的全球环境、

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合作外，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还呈现出多主体和多层

次发展趋势。地方、城市、企业和智库等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普遍成为了

[1]　“中国与东盟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环境合作”，新华网，2017 年 9 月 13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13/c_1121659262.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6日）

[2]　“《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2019年 3月，http://www.mepfeco.org.cn/dtxx/xwdt/201904/P020190410555200697035.pdf。（上

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3]　“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上海合作组织网站，2015 年 7 月 10 日，

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新华网，2018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631.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5]　“中国 - 中东欧国家建立‘16+1’环保合作机制 ”，新华网，2018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21/c_1123465183.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6]　“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启动活动在京举行”，生态环境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4_809612.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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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中形成了广泛的合作网络并取

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其绿色竞争力也不断提升。大中小微企业通过商业行

业合作、政企伙伴关系等形式在绿色“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找到合适的角色，

履行企业环保责任，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1]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主体的多元性、广泛性和多层次性前所未有，并正在

形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共商共建共享伙伴关系。

第二，绿色“一带一路”的理念及共识持续深化，并逐步走向全球共识，

对国际发展与合作的引领性价值更加凸显。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推广环境与发展领域最佳实践，通过开展示范项目将

优秀理念落地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模式创新注入了

新活力。2020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支持中国推动共建“绿色

丝绸之路”。[2]绿色“一带一路”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直接体现。“一带一路”

绿色供应链合作平台等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推动了“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投资绿色理念发展。基于治理对话、广泛互动为特征的环境治理经验和最

佳实践案例分享，“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

委员会等在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中发挥联系作用，不仅在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过程中建言献策，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施加积极影响，促进其对绿

色发展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第三，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迈向制度化轨道。绿色“一

带一路”实施以来，涉及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等国际公共产品绿色化供给皆取得良好成效，可持续性和能力保障得

到增强，并日益迈向制度化轨道。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

沿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保服务，积极与沿线国家或地区可持续

[1]　朱俏俏、孙久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南京社会科学》

2020年第 11期，第 33-40页。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 年 9月 24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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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相关部门开展对接，以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代

表的“一带一路”绿色能源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在知识数据共享方面，“一

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和出版物普及工作进展迅速，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相关部门、企业、智库及民众等提供环境与发展政策、

标准、技术等信息，并推动绿色“一带一路”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共享平台

及服务建设。中外合作伙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共

同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1]，并发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报告》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相关报告从清洁能源、生态系

统管理和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企业社会责任等绿色发展方面，选择不同国家、

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示范性案例进行分享 [2]，为全球绿色发展实践提供了重

要借鉴。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不仅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还启动环

境管理对外援助培训班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等。

第四，绿色“一带一路”实践成效显著，同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相得益彰。绿色“一带一路”不仅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

作进程的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提供支撑，而且积极服务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事业。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瓜达尔港等一大批

重大项目相继取得积极进展，带动当地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弘扬了全球生

态文明理念，拓展了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的绿色发展路径。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不仅涵盖中国投资建设的工程，也有东道国发起、中国承建的工程，

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开发的第三方市场项目。绿色“一带一路”正通过

采取一系列务实的绿色行动，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贸易、绿色技术、

[1]　截至 2021年 2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已有中外合作伙伴共计 150多家，

包括意大利、新加坡、俄罗斯、老挝、肯尼亚等国环境主管部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组织，以及相关知名智库和

企业等。参见“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合作伙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网站，2021年 2月 27日，http://www.brigc.net。（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2]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在京发布”，生态环境部网站，2019 年

9月 25日，http://www.mee.gov.cn/ywdt/hjnews/201909/t20190925_735433.shtml。（上网时间：

2020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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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绿色金融、绿色发展和人才建设等方面作出有益尝试，并带动了

沿线国家和地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实践。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对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贡献日益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指数呈现

上升趋势 [1]，这在澜湄区域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 [2]。此外，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对沿线国家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拉动效能日益显现，

通过能力建设、技术支持和生态文明理念互鉴等方式将促进落实受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的《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对绿色发展的协同赋能作用下，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将大幅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成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新增长点。

三、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仍面临多重挑战，既有尚未

妥善解决的旧难题，也有随着发展而带来的新挑战。

（一）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差距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

处于生态脆弱区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准入门槛较低，发展需求大于环境需求。

同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和平发展环境、国际交流水平和对接程

度的要求较高，作为绿色“一带一路”主体的政府、企业、公众等，在统筹

发展的经济性、环境性和效率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且，中小企业投

[1]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9年 8月 30日，http://www.cciced.net/zcyj/yjbg/zcyjbg/2019/201908/P020200917144248341641.
pdf。（上网时间：2020年 10月 20日）

[2]　于宏源、汪万发：“澜湄区域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挑战与实施路径”，

《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 1期，第 7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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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持续增多，其资金、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环境保护能力存在不足。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地区的碳泄漏、碳排放等问题长期被美西方

国家攻击，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发达国家和区域组织更高的“标准”

要求，对气候、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约束越来越严格，绿色发展的

国际竞争形势愈益白热化。比如，欧盟对外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 2050年碳中和以及碳边界税等新要求 [1]，其发布的《全球

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提出欧盟与美国应通过气候变化合作来巩固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并在碳关税标准上协调立场 [2]。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环保产业

技术积累、市场份额占比相比，中国环境产业核心竞争力仍存在不足。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伴随着人类环境风险认知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提高，也需要

与时俱进的创新思路和举措。

（二）制度构建影响力和话语能力不足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治理，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支持。然而，中国在绿色发展和全球环境治理中所

发挥的制度构建影响力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匹配。 “碳循环经济”、

碳中和等重要发展概念都是由其他国家率先推出，并通过相关国际平台形成

引领性概念，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长期缺位现象尚未得到改善。近年来，《美

国 -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USMC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等提出了对环境治理的高要求和新要求，如 USMCA将海洋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等议题纳入贸易规制中 [3]。总体来看，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

[1]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Green Deal,” December 11, 2019, https://eur-lex.europa.
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8580774040&uri=CELEX:52019DC0640.（上网时间：2020年

10月 1 日）

[2]　European Commission, “EU-US: A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December 2,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279.（上网时间：

2021年 2月 16日）

[3]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July 1, 2020,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
canada-agreement/agreement-between.（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6日）



124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设进程中，虽通过双边合作条约将绿色治理纳入到制度框架体系，但仅仅停

留于原则性层面，具体的绿色制度不够细化，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常处

于弱势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

任的期望越来越高，但此种期望与中国的实际能力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三）项目管理能力存在差距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对项目实践引导、管理能力和经验方面要求较高，

部分国家存在明显短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参差不齐，总

体表现为潜在问题多、治理难度高和治理能力弱。首先，环境国际标准与相

关服务滞后。“一带一路”合作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环境敏感度相对较高，

有关项目开发建设面临相当的环境风险，而中国环保标准又缺乏国际认可，

在环境标准、规则等之间的对接（融合）过程中，“标准”滞后已对中国国

内产业“走出去”形成一定制约。中国以往“走出去”，更多的是适应国际

市场的环境标准要求，较少推广自身的相关标准，更少主动参与和主导国际

标准的制定。基于目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情况，

如果缺乏配套的环保措施与服务，则很容易引发土地不合理占用、水污染和

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使项目开发地的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项目也可能会因此受阻。其次，环境与社会评估不足。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PI）认为，环境与社会评估不足是导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面临巨大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绿色“一带一路”项目在东道国的实际执行

中存在脱节。[1] 客观来讲，一些对环境标准监管不严格的东道国大多缺乏进

行项目可行性评估及分析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通常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出

资聘请对项目要求、风险、长期影响等具有评估能力的国际专家提供服务，

这就造成了项目在准备阶段中环境与社会评估不足，常令生态环境问题在项

目执行后期变得更为突出和严重。加之在部分项目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东道

[1]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Navig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une 20, 2019,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belt-and-road-initiative.（上网时间：2020年 9月 1日）



125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国环境标准不能被严格执行的情况，使得项目执行面临来自东道国政府和当

地社会的双重压力。最后，环境公共政策和信息公开透明度较低。在“一带

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开发过程中，中方相关企业与东道国利益攸关方、当地

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存在沟通不足的现象。美西方国家长期攻讦中国碳排

放转移、破坏生态环境等，也给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一定干扰和压力。

（四）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造成系统性冲击

截至 2021 年 2 月 16 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病例已经超过 1 亿人，死亡

人数超过 200 万。[1] 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停滞、瓦解与重塑的突出态

势 [2]，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且涌动，都对全球绿色发展和环

境治理造成严重冲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 1月发布的《世

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估计萎缩 3.5%。[3]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

部 2020 年 7 月发布的《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所带来的空前危机，对到 2030 年实现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严重

影响。[4] 在疫情影响下，各国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上，对

现有环境治理磋商进程形成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各国集中力

量抗疫，导致原本的环境治理磋商会议被迫推迟召开；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所

致后果增加了全球环境治理的难度。另外，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环

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发达国家业已凭借其经济、技术和标

[1]　WHO, “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February 16, 202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
m/item/weekly-epidemiological-update---16-february-2021.（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9日）

[2]　任琳：“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 1期，

第 111-122 页。

[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anuary 26, 2021, https://www.imf.org/en/
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9日）

[4]　U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0,” July 7, 2020, https://unstats.
un.org/sdgs/report/2020/#sdg-goals.（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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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优势等针对性地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 [1]，“一带一路”建设或将面临更

高的绿色标准和更强的绿色竞争。

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提到，要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

管理的方方面面。[2]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冲击，应在继续

做细做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多方面入手，深化当前

及未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路径。

首先，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加强对国际环境与

发展的理念贡献和议程引导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

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的智力支持，

特别是超前的学理探讨。理念既是指导，也是具体落实点，应该将绿色理念

纳入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层面，比如立法原则嵌构、司法裁判绿色发展

优先考量等。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可以共

同研讨治理主体开源、治理过程持续、治理结果共享等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

与治理创新路径，也有助于加深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认知，凝聚绿色发展

国际共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共建绿色发展共同体。[3] 一是开展

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和中国环境保护“走出去”战略研究，完善对外投资

环境风险管理平台建设。通过建立投资评估及绩效评价技术体系，建立对外

投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技术体系，为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及绿色“一

[1]　汪万发、张剑智：“疫情下国际绿色复苏政策动向与影响分析”，《环境保护》

2020年第 20期，第 64-67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 493页。

[3]　杨达、李超：“‘一带一路’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路径创新——以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为例”，《探索》2019年第 5期，第 184-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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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建设提供技术服务。通过深入的多方研究和交流，推动绿色投融资，

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工程与事业。二是在取得共识

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国际区域合作机制，研究设定绿色“一带一路”相关议题。

增加当地社区和民众对项目的支持度和对开发商的信任程度，帮助东道国承

包商、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更好地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智库之间的政策研究合作与交流，提高研

究支撑能力，凝聚更多绿色共识，引导环境与发展议程，对当前绿色“一带一路”

面临的挑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对重要的现实和热点问题作出深度分析并

提出建设性建议。持续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组织建设，深化“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专题伙伴关系协调会、圆桌对话会和“一带一路”

绿色创新大会等主题交流活动。三是可重点引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

路基金等各类多边投融资机构的平台支持，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重

要平台来动员国际绿色投资，促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绿色金融体系建设。[1]

其次，以项目可持续发展和人才能力建设为双边环境合作抓手，加强绿

色“一带一路”国际发展与管理能力建设。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开展“一带

一路”框架下沿线国家绿色金融整体需求研究。[2] 分析“一带一路”框架下

沿线国家在实施绿色金融发展方面需要的综合法律保障体系和协调机制、“一

带一路”框架下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层面协调机制、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框架下绿色金融路线图，开展绿色金融以及绿色投融资方法、技术、数据等

“环境基础设施”开发工作。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要重视协调经贸

合作拓展与环境标准之间的关系，遵循和完善绿色投资与贸易规则，推动中

[1]　Tsinghua University Center for Finance and Development,Vivid Economics, Climateworks 
Foundation, “Decarboniz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Green Finance Roadmap,”  September 
2019, https://www.climateworks.org/wp-content/uploads/2019/08/BRI_Exec_Summary_v10-screen_
pages_lo-1.pdf.（上网时间：2020年 9月 1日）

[2]　Global Capital, “One Belt One Road: The Futur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Financing,” December 2015, https://www.globalcapital.com/Media/documents/euroweek/pdfs/
OBOR%20Low%20res%20with%20FW.pdf.（上网时间：2020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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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绿色标准“走出去”。建立公开透明的“一带一路”项目案例库、数据库、

规则和方法库，及时披露“一带一路”项目环境标准、环境社会评估结果等

相关细节，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信任度。强化调查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做好全面公开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和跟踪，帮助中国和东道国的项目利益

攸关方规避或更好地应对环境和发展风险。在技术交流合作上，加强对绿色

技术和绿色价值链的参与管理。绿色技术将提升“一带一路”项目的含金量

和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多边合作的国际氛围，推动全球

环境治理迈向新阶段。此外，应以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为基础，继续深化人才

支持，特别是要培养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环境政策的研究型人才、国际

环境合作的外交型人才以及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宣传型人才等，为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全球性人才和能力基础。

再次，持续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和协调发展。一是深化同周

边邻国生态文明建设合作，加强环保、低碳产业和绿色金融等领域资源投放。

二是利用中国多边平台，推进中国 - 东盟、澜湄合作、博鳌亚洲论坛框架内

民间外交活动，推动澜湄命运共同体、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亚太命运

共同体中的生态文明要素建设。三是完善绿色“一带一路”的个性化生态环

保合作布局，针对各国不同自然禀赋、生态资源、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等，

建设绿色“一国一策”的合作模式。具体而言，需要充分考虑项目国当地的

环境承载力，积极支持项目国加强环境治理能力建设，在环境监测治理、环

境信息化、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协助完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

项目可配套提供资金、人才培训等援助。在管理跨境环境风险的过程中，提

前做好环境风险应对的预测和预案，防范小的、个别的风险演变成大的风险

挑战，防范环境领域的风险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当前，绿色“一带一路”

正在推进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商共建共享环境保护框架，在打造全球绿色发

展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抓住周边合作和南南合作。在中国—东盟环境

合作机制下，重点推进绿色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内容，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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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政策交流、技术产业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

框架下，结合欧亚经济论坛，加速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

有机融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标准。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

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与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紧密联系起来，以亚太

绿色供应链为平台，促进环境产品服务的贸易和投资。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中国可以深化绿色金融伙伴关系，以绿色基

础设施、绿色金融、绿色能源等作为亚太重点产业链，加强绿色发展的协同

进程。

最后，以绿色发展作为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重点领域，深化绿色发展伙

伴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五通”中，民心相通既是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的手段，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之一，同时民心相通还是“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与合作的润滑剂，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

为了推动绿色“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国需要继续在政府、城市、企业、智库、

民间组织、媒体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积极交流与合作举措，提升绿色“一带一路”

发展动能。“利、情、义”相互结合的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

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时代民间外交的

不断推进，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程度也在不断深入，中国应继续加

强国际政策交流和民心相通建设，在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利益攸关方中形

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为更加密切的合作奠定机制化的路径。面向未来，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环境国际合作与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贯通，

特别是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部门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

关系网络，提升绿色发展伙伴关系的全球性影响力和号召力，深化绿色发展

伙伴关系，促进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完稿日期：2021-3-3】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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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YANG Jiemian

With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a momentous achievement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which leads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from success to success and enjoy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ith a distinct orientation to practice,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represents the practical self-conscience of China’s diplomacy 

that symbolizes and advance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addition, it brings diplomatic 

innovation to China’s localized Marxism, stays firm to the communist worldview, 

summarizes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serving the 

people’s well-being. With rich connotations in the up-to-date sovereignty concept, 

the common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concept, the principle of upholding justice 

while pursuing shared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idea to lead the progressiv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has built a full set of 

strategic thinking gui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U Xinbo

Inherit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erception of China as the primary 

strategic competitor of the US, competition remain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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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s thinking of China, the main principle of US policy-making on 

China, and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managing China-US rel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dministrations in terms of approach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ttaches greater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 and 

adheres to the path of “smart competit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lliance system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while being open to necessar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Nonetheless,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ubject to both domestic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will 

properly handle the competition and more actively shape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coming four years, there are three potential scenarios of 

China-US relations, respectively featuring competition plus cooperation, dominated 

by rivalry, and rife with conflicts. The two countries shall avoid conflicts, ensure 

interaction led by positive competition, and jointly seek for a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bot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shaping the US-EU Relations: From Alliance to a More Balanced Partnership

JIN L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US-EU relations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world order. By adopting a foreign policy of refocusing on allies 

and returning to multilateralis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generating new hope for 

mending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However,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chang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the growing inter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n both sides have ma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EU relations 

irreversible. With increasing strategic estrangement, interest deviation and fading 

common identity,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s transforming from alliance to a more 

balanced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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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ion of Russia-US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U Fenghua 

The Russia-US relationship has seen long-term confrontation due to the economic 

sanctions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imposed on Russia by the US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The bilateral confrontation is rooted in continuous US 

efforts to weaken Russia’s influence in its neighborhood and transform its political 

system.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forged on military interaction also makes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either side to escape from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face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resolute containment and limited cooperation, Putin 

is likely to respond with both countermeasures and cooperative ac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military conflicts and pursue bilateral reconciliation without bending knees. 

Therefore, the Russia-US relationship will remain confrontational without a prospect of 

normalization in sight.



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赴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调研指导

3 月 1 日，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赴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调研指导。齐玉

书记参观了研究中心陈列室、办公区，观看了研究中心介绍视频，并与大家座谈

交流。外交部办公厅和政策司负责同志、我院全体院领导、研究中心部分特约专

家及工作人员参加上述活动。



徐步院长出席中国 -东盟关系雅加达论坛

3 月 9 日，中国 - 东盟关系雅加达论坛通过线上方式召开，中国和东盟国家高官、

学者等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菲律宾外交部东盟事务高官伊丽莎白、东

盟秘书长林玉辉发表主旨演讲，徐步院长出席会议并作发言。

我院举行《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

发布会

3 月 12 日，由我院主办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 (2020/2021)》发布会在京

举行。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苏文，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我院院长徐步和常务副院长阮宗泽

出席会议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外媒体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了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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