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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

    徐  步

〔提   要〕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与时俱进的

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

类期盼。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应对全球

化挑战的现实需要。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当前国际体系存在的缺陷，特别

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严重不适应，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致力于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努力，积极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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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正在经历近百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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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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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势不可逆转。[1] 大变革必然带来大调整，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有与之相

适应的国际关系及国际秩序，来维护并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面对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世

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 

这是中国领导人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反映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3]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时俱进的

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期

盼。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权力与利益，强调最大程度地获取自身利益。

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新”，因为突出强调在国际关系中要遵

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原则，将人类共同价值注入到国际关系中。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是相互尊重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变革快速演进。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

深，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

蔓延。相互尊重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

[1]　“习近平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2017年12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7-12/28/c_1122181743.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
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29/
c164113-2556862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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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 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二是各国人民都有自主选择自身发

展道路的权利。[2] 每个国家既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各具特

点的主权国家。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各国

人民都有自主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利。全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也没

有能够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应也无权把自身的政治制

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三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发展关系，

都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四是面对国际社会的

共同挑战和分歧，要致力于对话而不是拉帮结派，要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国

际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分歧。五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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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之间若没有相互尊重，就没有起码的互信基础，任何合作无从谈起。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公平正义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实力强大的

国家往往发挥主导作用，强权政治大行其道，霸权国家为所欲为。自十五世

纪以来，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实施侵略扩张，许多亚非拉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

或半殖民地国家。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第一次世

界大战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第二次

世界大战虽以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以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盟国为另一方，

但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本质目的仍然是争夺世界霸权。正因此，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很快瓦解，美国和苏联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两大

力量陷入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人类社会长期被核战争的阴影笼罩。苏联解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 年 7 月 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2017/04/03/689442.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新华网，2015 年 8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9/c_1116192264.htm。（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8日）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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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更加肆无忌惮，在世界上到处

发动军事行动。没有公平正义，强权政治就横行霸道，这是长期以来包括冷

战结束后国际上纷争不断、战争不止的重要原因。要实现公平正义，一是必

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

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二是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按公平公正原则解决问题。三是按照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国家间应当友好相处，平等协商，坚决摒弃传统的“弱

肉强食”法则。四是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事务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取向是合作共赢

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是建立

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目标。所谓合作共赢，就是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的旧思维，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应当

充分认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密切关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

独自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

状态。二是国际社会成员应当携手合作，寻求利益交汇点。要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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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是要努力打

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努力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加大对“五通”的投入是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将

给世界的协同发展增加新的动力。四是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合作共赢是普遍

[1]　“习近平：‘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人民网，2014 年 3 月 30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4/0330/c157278-24773400.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8 年 11 月 5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106/c64094-
30383522.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5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

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

域，[1] 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中国坚持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坚持国家之间结伴不结盟，坚持各国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在国

际和地区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基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

近代以来，世界权力和经济重心长期集中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和欧洲占

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二战结束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总

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70% 以上。如今，美、德、法、英、意、日等国在世界

经济总量中占比已下降到 30%，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整体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 60% 左右。新中国成立之初，美欧制造业占全

球 70%，现在只有 45%。2019 年亚洲经济总量达全球 34%，超过美国与欧盟相

加的 31%。[2]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经达到 80%。[3] 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

头迅猛，不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日益增长，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体

系中的影响也明显上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指

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

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4]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壮大意味着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

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已经行不通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更趋

[1]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2014 年 6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8/c_1111364206_2.htm。（上网

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疫情让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 年 8月 26日，

http://www.cssn.cn/gjgxx/gj_rdzx/202008/t20200826_517426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1/18/
c_13599240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人民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3/c1024-27693452.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8日）



6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

各国以制度和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成为大势所趋，建立国际机制、遵

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 

（五）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

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

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

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内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营造良好外部环境。[2]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习

近平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必须同舟共济、和衷共济。[3] 

针对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习近平强调，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

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

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4]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是有机的整体。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

个世界”理论，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建设的政策和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

视。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深刻洞察

国内外发展大势，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也是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体系建设的重大创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

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5] 走和平发

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内政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

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政府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http://
www.gov.cn/xinwen/2015-10/13/content_294629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新华网，2014 年 7 月 1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video/2014-07/14/c_12675204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网，

2012 年 12 月 6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206/c64094-19806788.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4]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64 页。

[5]　徐步：“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 2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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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思想的统一，体现了

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迫切性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国际体系存

在的缺陷，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严重不适应。这次疫情

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如何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等跨国

性问题，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如何才能真正携手

合作，共同赢得抗击疫情斗争的胜利，任务十分艰巨。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

呈现出来的影响看，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病毒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持续蔓延。新冠肺炎病

毒席卷世界各地，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之多，史所罕见。从 2020 年初到当年

底，全球累计确诊 8147 多万例，累计死亡近 180 万人。[1] 其中疫情最严重

的美国累计确诊超过 2000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34.7 万人。[2] 令人更为忧虑

的是，疫情在全球肆虐一年多后，新冠肺炎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可能长期危

害人类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发性、综合性、全球性的危机，是 1918 年大流

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这场世纪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其冲击波在各个方面进

一步凸显。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场规模巨大、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各国的

社会制度、政府决策、治理能力、文化观念及公民素质等等，都不得不面对

这场世纪大考。不少国家政府没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在这场大考中严

[1]　“世卫组织：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81475053 例”，新华网，2021 年 1月 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01/c_112693517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新闻分析：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破 2000 万 近期疫情有何新特点”，新华网，2021

年 1 月 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02/c_112693914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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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溃败。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人类进行报复”。[1] 当科技革命、生产力发

展给人类带来极大物质财富时，人类社会也必须深刻反思如何做好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

二是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

新冠肺炎疫情及因此采取的防控措施导致世界经济剧烈震荡，国际经贸往来

出现断崖式下跌。2020 年世界经济下滑约 5.2%，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美国

经济萎缩 3.5%，欧元区萎缩 6.6%，新兴市场国家萎缩 2.2%。疫情加剧了国

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美、德、法、英、意等主要经济体大幅衰退相比，

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依然保持正增长，且增长率达到 2.3%。2020 年中国经

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按年均汇率计算，达 14.7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

达 17%，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 70%，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猛增 18.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称，2021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会超过三分之一。[3]

三是西方政体受到冲击，制度弊端进一步暴露。美欧政府面对疫情冲击

举措不力，一度寄希望于所谓“群体免疫”，实际上是面对困难不作为，深

层原因是制度运转失灵。执政党与在野党、政府与议会相互攻击，美国联邦

政府和各州政府竭力把责任推诿给对方。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时任

总统特朗普对医学专家建议充耳不闻，热衷于通过推特发布虚假信息，甚至

发布违背科学常识的信息，包括宣称喝消毒水可以治病，给广大美国民众造

成严重误导。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97-998 页。

[2]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hanged World,” 
World Bank, June 8, 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0/06/08/the-global-
economic-outlook-during-the-covid-19.（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China’s Economy Grows 2.3% in 2020 as Recovery Quickens,” CNN,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cnn.com/2021/01/17/economy/china-gdp-2020-intl-hnk/index.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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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疫情发生后不顾民生，一味忙于政治私利，

引起美国国内民众批评。特朗普不愿实施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一个重要原

因是其资产集中在酒店及娱乐业，担心防控措施使其个人生意受到沉重打击。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2020 年 3 月严厉抨击特朗普应对疫情的

糟糕表现：“我不明白，而且我想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不明白特朗普正在做

什么。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面对美国几代人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他就一直看着、等着。特朗普错失了每一个能够采取行动保护这个国家的机

会。”[1]《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编杰克逊·迪厄尔（Jackson Diehl）指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位国务卿在应对危机时像蓬佩奥那样错误不

断。蓬佩奥注定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之一。[2] 2020 年 3 月美国疫

情急剧恶化之时，蓬佩奥却忙于打压伊朗、诋毁中国，忙于飞到阿富汗谋求

在当年 11 月总统选举前撤出驻阿美军，以笼络选民支持。基辛格指出，如今

大多数美国人都为健康和安全担忧，努力维持他们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而政治人物只关注短期的政治议题。[3] 法国《回声报》认为，特朗普执政美

国四年期间，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这掩盖了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

性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中国。[4]

四是西方社会内部群体严重撕裂，阶级分化及社会矛盾加剧。在疫情冲

击下，西方国家原本被掩盖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美国贫富差距凸显，街头

[1]　“Mayor Bill De Blasio Criticizes President Trump’s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Pandemic: 
‘This Is Patently Unacceptable’,” CBSN, March 19, 2020, https://newyork.cbslocal.com/2020/03/19/
coronavirus-mayor-de-blasio-trump-federal-government-help/.（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Jackson Diehl, “Mike Pompeo Is the Worst Secretary of State in Hi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1,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mike-pompeo-is-
the-worst-secretary-of-state-in-history/2020/08/30/00515750-e869-11ea-bc79-834454439a44_story.
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Mathias Dopfner, “INTERVIEW: Henry Kissinger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and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5,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in/politics/world/news/interview-henry-kissinger-
on-the-political-consequences-of-the-pandemic-chinas-rise-and-the-future-of-the-europe-union/
articleshow/82245389.cms.（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Stephen Roach, “Chine: un bouc emissaire bien commode pour les Americains,” Les 
Echos, Avr.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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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频发。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全美大规模骚乱，

成为美国社会极化分裂的集中反映。美国《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乔治·帕克

尔（George Packer）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认为美国人生活

在一个很失败的国家。他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到达美国时，它发现这是一个

痼疾缠身的国家，政治官僚腐败、社会体系僵化、经济制度麻木、民众意见分裂，

病毒无情地对这些因素加以利用。[1]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1980 年代出生的

美国人中，只有 50% 的人收入超过父母。而在 1940 年代出生的人中，这一比

例高达90%。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并非是经济增长缓慢，而是社会分配不均。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少数族裔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白

人的 4~5 倍。在美国养老院等重灾区工作的护工，多数也为少数族裔。这些

人生活贫穷，为了生计不得不辗转在餐厅等多个岗位之间，导致病毒感染率

大大增加。[2] 帕克尔表示，特朗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是一厢情愿、甩锅和谎言，

其散布的是阴谋论和奇迹治愈病例。少数参议员和企业高管行动迅速，不是

为了阻止灾难，而是为了从中牟利。当一名政府医生试图就这一危险向公众

发出警告时，白宫接过麦克风，将这一信息政治化。[3]

五是国际秩序严重扭曲，全球治理面临更大困难。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

事件，美国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忙于推卸责任，大搞自我中心主义。特朗

普及蓬佩奥无视国际合作，甚至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这一做法激起包

括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美国对开展应对全

球公共卫生突发性危机采取消极政策，国际合作的相关努力受到干扰，国际

社会在病毒面前涣散无力。这不仅使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暴露，

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困境。

不遵守相互尊重和公平正义原则，企图唯己独尊或谋求成为单方面赢家，

[1]　George Packer,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The Guardian, June 15, 2020, https://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6/underlying-conditions/610261/.（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美国梦’，一个真实的谎言”，人民网，2020 年 12 月 11 日，http://world.people.
com.cn/gb/n1/2020/1211/c1002-3196329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George Packer,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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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全球治理。迪厄尔指出，2020 年 3 月 25 日，

七国集团国家外长举行电话会议，蓬佩奥不顾其他国家反对，坚持要在会议

文件上塞进“武汉病毒”这个词，最终致使会议未能发布任何联合声明。他

认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发出反对北京的舆论声音比与盟友达成共识更

为重要。[1]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救灾局主管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称，美国在全球抗疫前线的行动令人非常痛心，致使国际层面的

合作出现了大量混乱。[2] 在疫情蔓延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很多区域性合作组

织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

南美国家联盟等，在协调有关国家抗击疫情方面均未发挥切实作用。德国总

理默克尔表示，疫情危机是欧盟史上遭遇的最严重危机，但欧盟内部初期在

向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提供支持问题上分歧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暴露了当今世界存在三方面的赤字问题，即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和发展赤字。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

础受到破坏，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3] 新冠肺炎疫

情放大了国际社会固有的问题，暴露了当前国际关系对战胜全球性挑战存在

严重不足，对人类应当如何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实及应对挑战提出要求。面对

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国际社会理应及时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在病毒检测与

防控、物资生产与流通、疫苗研发与分配等各个环节加强合作，确保各国特

别是贫困国家不被落下。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称，2020 年对中国来说

是成功的一年，中国不仅快速遏制住了疫情，而且恢复经济运转，生活几乎

[1]　“America First Policy Makes Covid-19 the Last of the U.S. Priorities,” CGTN, April 3,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4-03/Pompeo-s-America-First-makes-COVID-19-last-of-
the-U-S-prioriti.（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Shane Harris,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Pandemic, the U.S. Needs to Change Its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ies, Experts Say,”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7,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
com/national-security/to-prepare-for-the-next-pandemic-the-us-needs-to-change-its-national-security-
priorities-experts-say/2020/06/16/b99807c0-aa9a-11ea-9063-e69bd6520940_story.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3]　王毅：“当今世界存在三个方面的赤字问题”，新华网，2018 年 6 月 4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04/c_112293581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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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常。他表示，中国经济政策的高效性和连续性令人印象深刻，德国应

积极学习中国经验。[1] 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

企图通过指责他国或欺骗民众的做法转嫁矛盾，不仅无济于事，也严重损害

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只有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国际社会才能更好地加强团结

合作，取得抗击全球性挑战的胜利。

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亟需与之相适应的
新型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 ,影响国际体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进入21世纪，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并日益演变为全球在更广泛领域的互动和融合。

国家、企业及人员交往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加，观念互动不

断加深，利益冲突也进一步显现。由于不同国家及一国内部不同群体在全球

化进程中受益不均衡，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分歧越来越突出。一些发达国家

内部的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势头上升，尤其是美国政治人物为了迎合选民、

获取私利，竭力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政策。这使全球化进程

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必然要求

“全球化”一词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国际体系视角看，全球化包

含多个层面内容，大体涵盖地理的全球化、器物的全球化、观念的全球化和

制度的全球化。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通讯、交通快速发展，到了 21 世纪，世

界真正连为一体，实现了地理上的全球化。所谓器物的全球化，是指商品在

全球范围内流通越来越便捷。世界商品贸易总额在 2000 年为 61856 亿美元，

在 2018 年达到 39.342 万亿美元。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员往来和观念

交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人们日常交往的加深，

[1]　Joseph Martin Fischer, “China Won 2020,” The Korea Times, December 7, 2020, https://
www.koreatimes.co.kr/www/opinion/2020/12/197_30038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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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狭义性的个人逐渐被世界性、普遍性的个人所替代。[1]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大势所趋。20 世纪 80

年代末冷战结束后，世界不再被两大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对抗而分裂，为实现

全球大融通提供了客观条件，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民众有了更多开展交

流的机会。这种大规模的交流增进了人们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不同文明的相

互沟通，带动了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促进了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实

践层面看，科技的发展和交通、通讯的便利，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

配置成为可能。全球化极大促进了生产力解放，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投资不

断增长。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同一区域国家

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旨在发挥本区域的比较优势，并在国际竞

争中抢占先机。近年来，以东盟和中国（10+1）、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10+3）

为核心的东亚合作尤为突出。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签署，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五

国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及投资便利化合作新进程。经济全球化

使得各国利益紧密融合，形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

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认为，工作日益数字化，“世界是平的”，[2] 

而“平的世界”需要更加有效的国际机制加以协调和治理。

（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

的迫切需要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经济实力持续上升。发达国家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实力相对下降。这

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发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中国迅

速发展难以适应，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使得国际关系更加不稳定。这种复杂

性突出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崛起，一些国家不愿看到

自身实力被中国超越；第二，最大的变局是中美博弈，这由美国加大对中国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8 页。

[2]　Jeffery A. Hart, “Review of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Friedman,”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March 2006, Vol.25, No.2, p.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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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遏制引起，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摩擦显著上升；第三，最大的变

革是全球治理体系革新，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国际秩序，

但这一变革过程十分艰难。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构成也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重要性上升，而完全由发达国家组

成的七国集团地位大为下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上升，不少国

际组织的重要领导职位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担任。美国不甘失去对重要

国际组织的领导权和控制力，一方面对现有国际机制日益采取实用主义做法，

另一方面试图构建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排他性多边机构。

美国对中国借全球化乘势而起深感焦虑，不择手段地进行围堵和打压，

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在冷战思维主导下

推动各种形式的“脱钩”，不仅使中美关系严重受挫，也给现行国际规则带

来极大挑战。在安全上，美国加大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拉拢

与中国存在海上争议的国家挑衅滋事；加紧推行“印太战略”，纠合日本、

澳大利亚等对中国进行战略钳制；助推台海形势危机升级，加大利用台湾问

题干扰中国发展进程。在经济上，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对中国

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通过掀起贸易战对中国企业施压。在科技上，美国严格

限制两国科技交流合作，试图通过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消除美国企业的

竞争对手。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经过自身的积极努力，中国在全球化

发展进程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目的地国，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1] 

通过“一带一路”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2]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

[1]　乐玉成：“中国日益成为百年变局的定盘星和稳定器——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与世界和平发展’特别议题上的主旨发言”，中国日报网，2019 年

10月 22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1910/22/WS5dae951ea31099ab995e710b_1.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石斌：“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国际问题研究》

2021 年第 2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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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是解决全球三个主要问题，即环境、能源

和经济问题的关键。中国将决定世界如何发展，以及怎样才能赢得一个稳定

和繁荣的未来。[1]

（三）全球化发展的矛盾不断累积，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化给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但能否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关键在

于各国能否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球化

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但不同国家受益不均。

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全球分工的优势地位，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巨大经

济利益，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

推手。一些发展中国家，得益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政府政策实施得当，积

极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

和资源，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了自身经济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提高参与全球化及国际经贸合作的能力，成功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国际贸易、对外投资、金融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巨

大成就。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其服务业占整个出口的比例相当高。随着互联

网以及信息技术发展，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等行业逐渐成为可以分解到全球

范围的服务“外包”。“外包”给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

配置提供了更大空间，带来了更大利润，也给印度这样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

提供了发展机遇。

然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全球范围内的发

展不平衡加剧。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未能找准

在全球生产及供应链中的定位，丧失了发展机遇。一些国家既缺乏优质劳动

力，又缺乏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无法融入全球化进程。还有一些国家政局

不稳、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落在后面，成为“被

遗忘的角落”。其次，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各种

[1]　Kerry Brown, “Why China Matters to Us All,” The Times, July 14, 2008, https://www.
thetimes.co.uk/article/why-china-matters-to-us-all-sdn0srxr5l2.（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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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使发达国家的大量产业转移或外包，国内失业率上升，

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境况愈下。在美国，有很多人认为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

这为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提供了土壤，也是特朗普鼓吹“美国优先”颇得国内

所谓“铁锈地带”（Rust Belt）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最后，文化及制度差

异被炒作利用的风险加大。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人员交往，但人们并不必

然欣赏彼此的观念，也不一定导致制度走向趋同。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

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及自然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要求各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而非唯我独尊、非我必亡。美国一些政客

煽动“文明冲突论”，热衷于搞意识形态斗争，为其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政

策制造理论依据，以服务其霸权主义的根本目的。

上述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而是有关国家在应对全球化过程

中政策失当造成并累积的。针对当前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

家蔓延，各国都在调整或制定新的政策，以抢占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的先机。

各国政策调整变革的重点是自身发展战略、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其结

果直接关系各国未来发展方向、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乃至地区和国

际体系的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在信息通讯技术、军事、能源、海洋、太

空甚至极地等领域加大力量投入。美国重点加大对亚太地区投入，在高加索

地区、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缅甸等热点问题上加紧争夺。面对恐

怖主义、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能源和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特

别是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呈现新态势。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特朗普政府在

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任命前国务卿克里为主管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有关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升温。国际社会应当坚决反对违背历史潮流的思潮，坚定

支持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改革完善。[1]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区别和差异，但也各有优势和长处，

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取代文明隔阂及文明冲突的观点。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期，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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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顺应并推动国际体系演变

国际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甚至相互斗争的各种因素

构成的整体。根据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的观点，国际体

系既是国家构成的系统，也是国家组成的社会。这里的系统是国家行为模式

的总称，包括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因素、维持国际体系均衡的适当机制以及

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这里的社会即国际社会，指的是成员国为获

得共同利益而达成合作性安排，包括法律原则、行为标准以及规章制度等。[1]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

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

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体系并非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资本积累与

不平等交换是这个体系的运动动力，因此现行世界体系具有自身很难克服的

矛盾。[2]

总体上看，国际体系包含四个主要因素：一是行为体，即参与国际体系

的行为主体；二是规则，即规范国际体系行为体运动的准则；三是结构，即

体现国际体系内权力分配及组织关系的架构；四是互动，即国际体系行为体

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国际体系具有整体性、持续性、稳定性的特点，但由于

上述四个要素总是在发展变化中，因而国际体系随着上述要素量变的积聚，

又会在一定时间发生根本性变化。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十七世纪，在欧洲体

系基础上向外扩张并逐渐形成。欧洲国家于 1648 年结束三十年战争，《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后来国际体系经历了维也

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几个历史时期。冷战结束后，

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一些美国学者高呼历史终结的论调，认为美式资本

主义成为人类社会最终的制度形式。然而，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像这些人所宣

[1]　有关国际体系的详细论述，参见 [ 美 ] 詹姆斯·多尔蒂、[ 美 ] 小罗伯特·普法尔

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年，第 104-154 页。

[2]　关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详细论述，参见许嘉等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时事出版社，2008 年，第 27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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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那样发展，美国的衰落和美式资本主义的缺陷日益明显，进入 21 世纪的

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权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始终根本

性地影响并制约着国际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变革，利益因素则驱使有关国家

妥善处理与其他各方的制度合作问题。[1] 国家实力的变化往往引发自身对与

外部世界合作或竞争观念的变化，其中既有利益权衡变化驱动的作用，也有

改革制度以维护自身竞争优势的需要。

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沉浸在冷战

胜利的兴奋中仅 10 年，纽约上空恐怖袭击的撞击声就迫使美国人回到现实。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宣布国家

进入战争状态，并自我定位为“战争总统”。他向全世界宣布，不与美国站

在一起，就是与美国为敌。[2] 他首先把矛头对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

登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声称“9·11”恐怖袭击是一场新型战争，是与美国

的自由价值观为敌的一场战争。[3] 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美国又对伊拉

克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理由是伊拉克当时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企图研

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美国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佐证对伊拉克的指控。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偏离了反恐轨道，借反恐进行战略布局，以维护并巩

固霸权地位。在错误政策导向下，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失去合法性和道义支持，

国际社会反美、反西方情绪不断蔓延，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新的社

会基础，美军在反恐战场上日益孤单。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投入巨大军事、

政治、经济资源，驻伊美军高峰时达到近20万，对伊战争一度平均每天耗资2.9

亿美元，每月近 90 亿美元，迄今总耗资数万亿美元。[4] 面对巨额海外反恐

[1]　舒建中：《多边贸易体系与美国霸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66 页。

[2]　George Walker Bush, “The Text of President Bush’s Address Tuesday Night, after 
Terrorist Attacks o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CNN, September 11, 2001, https://edition.cnn.
com/2001/US/09/11/bush.speech.text/.（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报告称伊拉克战争共花费美国 2.2 万亿美元”，环球网，2013 年 3 月 15 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Gfc。（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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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开支，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对外交安全政策进行调整，收缩反恐战线，

在热点问题上不再一味示强，加大对大国和多边机制的借重。特朗普上任后，

推出所谓“美国优先”政策，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2021 年初，民主党人拜登上台，虽扬言要回归多边合作，但并没有放弃特朗

普政策内核，竭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

立至 1971 年，中国在这期间努力寻求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在其他国际组

织的地位，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及封锁，中国对外交往受到很大

限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十分有限。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

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进程，但由于对外联系仍很有限，对国际制度和

规则不够熟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基本处于被动状态。1978 年实行改革开

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能力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先后加

入 130 多个国际组织，参加近 300 个多边国际公约，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国

际影响力空前扩大。[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 21 世纪中国和世

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全方位提出有关经济发展、

和平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及人文交流等领域重要倡议，中国方案成为

引领世界进步的公共智慧，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制度是国际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多边参与的制度形式在客观上增强了

国际制度的约束力，有助于维持国际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尽管局部冲突及战争不断爆发，但国际社会从未停止谋求实现世

界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努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世界人民

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向往。然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产物，二

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仍存在不公正与不合理的部分。1964 年，第二次不结盟

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召开，广大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倡议。[2] 1974 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

[1]　徐步：“关于国际秩序调整构建问题的思考”，《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7-9页。

[2]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38、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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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等文件。[1] 1984 年，中国首次提出应建立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时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

国家间关系的最好方式。其他方式，诸如“大家庭”方式、“势力范围”方

式等，都会带来矛盾或造成局势恶化。[2] 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

兰卡总理时强调，国际社会不仅需要建立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政治新秩

序，政治新秩序就意味着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 198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指出，世界总体局势在变，各国都在

考虑新政策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

系的准则。[4] 1990年 9月，钱其琛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提出要建立和平、

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国际政治新秩序应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国际经济新秩序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指出各国有权选

择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与发展道路。[5]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有

力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对国际体系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但现行国际体

系建立之初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不完善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进

一步显露。首先，国际政治体系存在明显缺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强有力的

多边主义国际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时威胁联合

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等方面的权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

表性需要增加。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远未实现。其次，国际经济体系

存在明显不足。广大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多边贸易体制受

[1]　徐步：“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08 年第 2期，第 3页。

[2]　“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谈话的要

点”，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网站，http://www.locpg.hk/jsdt/1984-10/31/
c_125955724.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邓小平思想年谱·1988 年”，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9/34943/ 
34980/2632690.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徐步：“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第 4页。

[5]　“中国为联合国发展贡献四大理念（2）：‘国际新秩序观’推动国际新秩序”，参

考消息网，2015年 9月 28日，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5/0928/953193.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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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干扰。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不公正的贸易反

倾销制度打压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体系在美国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措施的背

景下发生动荡的风险加剧。发达国家越来越内顾，未能在全球均衡、协调发

展等方面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再次，国际安全体系存在明显不稳定性。一些

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不少政治人物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严重影响国家间正常往

来和相互合作。联合国担负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作用，但其地位屡屡受到霸

权主义的挑战。国际军控及防扩散体系陷入困境，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世界

很多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缺乏相应的有效机制协调处置。最后，国际文明

对话体系尚不完善。世界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深刻复杂，不同文明与宗教之

间的矛盾持续发展甚至激化。[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

五、结语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与繁荣方

面担负着特殊责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美国的霸

权主义政策受到制约。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对华战略问题上，美国不断在接

触战略、遏制战略还是“接触 + 遏制”战略等选项之间变化。美国前副国务

卿佐力克提出了中美成为“利益攸关方”，[2] 前国务卿赖斯则认为印度、中国、

巴西、印尼和南非等新兴大国在21世纪对历史进程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3] 

美国《外交》杂志认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和印度正成为政治和经济

[1]　徐步：“美国‘衰退论’与当前国际秩序构建”，《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期，

第 26 页。

[2]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September 21,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Condoleeza Rice, “Transforming Diploma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January 
18, 2006,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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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1]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世界影响力的平衡正经历几个世纪以来最

重大的转变，正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转移，“中国领导层有决心也有能力带领

中国战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2] 美国历史学家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称，“尼克松和基辛格不会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加入顶级世界大国的行

列。毛泽东或周恩来也不可能预见这一点。美中关系需要根据中国的地位进

行重新调整。”[3]

目前，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空前上

升，再一次在与中国为敌还是为友的路口徘徊。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声称中国

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战略竞争者。基辛格最近表示，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世

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复兴并不令人惊讶，不建议对中国进行“讨伐”。

但他同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既要阻止中国取

得霸权，也要学会与之共存。[4] 大搞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而拜

登政府仍寄希望于通过组建有选择的排他性多边机制维护霸权地位。美国应

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发展，同中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努力，坚定不移推动建设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完稿日期：2021-5-8】

【责任编辑：李  静】

[1]　Daniel W. Drezner, “Th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7, http://
www.foreignaffairs.org/20070301faessay86203/daniel-w-drezner/the-new-new-world-order.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习主席来访将进一步增进中英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新华网，

2015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15/c_1116836933.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3]　Warren I. Cohen, “Chinese Lessons: Nixon, Mao, and the Cours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86, No.2, 2007, pp.148-154.

[4]　Mathias Dopfner, “INTERVIEW: Henry Kissinger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and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3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 *

    吴志成  李佳轩

〔提   要〕 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和转化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继承和总结中国外

交实践经验、借鉴和扬弃国际关系规范准则的创造性理论结晶。正确义

利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

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负责任大国担当。正确义利观丰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有助于引

导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关 键 词〕正确义利观、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

                        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李佳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3 期 0023-24

[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课题“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

编号：16ZZD031）的研究成果。



24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准确把握世界局势新发展和中国外交新任务，深刻思考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方向，总结升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与中国外

交实践的行为准则，创造性提出了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这一

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取向，

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一、正确义利观的思想渊源

正确义利观传承和创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义理念，吸收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义利思想，继承和转化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借鉴和扬弃

了当代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既有对优秀思想理论的创造性升华，也有对中

国外交实践和全球治理变革的深刻思考，是扎根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下

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创新。[1]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探讨，古代先贤围绕义利之辩形

成了诸多不同观点，如墨家的“仁爱义利”、法家的“贵利轻义”、道家的“义

利两忘”等，在后世发展中儒家义利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2]从孔子“君

子喻于义”到孟子“舍生而取义”，再到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以义为上、

先义后利、义利相兼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成为深深烙进中国人民血脉的

精神品格，为正确义利观注入了文化灵魂。

1.“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

《中庸》将“义”解释为“义者宜也”，即行为公平合理正当，遵循“人

道”，顺应“天道”。在实践中，要求人们自觉理性地克制弱肉强食、唯利

[1]　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3期，

第 11页。

[2]　龚长宇：“义利问题 20年”，《道德与文明》2003年第 3期，第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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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图的本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义”具有优先的价值地位，是一

切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是人伦之本，也是利的前提和基础，以义为先是修身

治国的终极伦理原则。《论语》提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1]

主张“见利思义”，认为不义之利是“浮云”，甚至可能招致怨恨，因而利“不

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 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认为利益相争是造成社

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3] 所以务以义为

先，将道义作为根本出发点才能义利相济，进而义利兼得。荀子继承这种思

想，认为“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4] 君子应当以“先义而后利者荣”。[5]

先秦儒家在对义利关系的论证中明确道义的终极价值，认为义是利的根本，

决定了利的性质，是利的指南和目的。

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强调义字当头，主张“国

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6]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

始终坚守“以义为先”的古训，从不吝于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开展与发展

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甚至主动让利，不搞斤斤计较。

2.“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

“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7] 利是指基于物质收益的利益，是

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儒家看来，利有公私之分，不能一概而论。以公谋私、

损人利己是为“私利”，必须遏制；强国富民、改善民生则是“公利”，应

当支持。尽管在儒家思想中义有着根本性的地位，但儒家先贤并不否定利的

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儒家思想将利作为实现义的物质

[1]　出自《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2]　出自《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里仁》：“富与

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放于利而行，多怨”。

[3]　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4]　出自《荀子·儒效》。

[5]　出自《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

[6]　出自《礼记·大学》。

[7]　王夫之：《尚书引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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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重要手段，主张用利来引导“教之”行义，以使“小人利而后可义”。[1]

孔子认为义利对于国家均不可偏废，否则都是国之耻辱。[2] 孟子还在对公利

的肯定中发展出“民本”思想，指出“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3]

认为安国富民，改善民生的公利是国家大义的重要内容。荀子“故知节用裕民，

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4] 的思想也肯定了利作为义的实现路径和物质基础的

重要价值。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推崇道义的绝对优先，

也肯定利益的现实作用，主张义利相兼辩证统一。

中国的和平发展旨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做贡献。中国愿意

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乐见他国的发展壮大，世界“大同”始终

是我们的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自身正当权益，更不会牺牲国家

核心利益，这既是对实现中国人民全面小康的公义追求，也是对传统文化义

利统一思想的时代传承。

3.“协和万邦”的国际道义观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义”对天下秩序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天下有义

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5]中国古代先贤推崇“王道”“仁政”，

认为国家之间要讲道义修仁德，以“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方能“天下大同”。[6]

人人求利而不言义则势必导致利益相争，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施“仁政”、

行“德治”、守“道义”是实现“天下和合”的前提。“协和万邦”是中华

文明世界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内涵着中华民族“以仁义治天下”与“和合

共生”的道义理念。中华传统文化的道义思想还包含有明确的责任意识，展

现出“以天下为己任”[7]的担当精神，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8]

[1]　出自焦循：《雕菰楼集》：“小人利而后可义，君子以利天下为义。”

[2]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3]　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4]　出自《荀子·富国》。

[5]　出自《墨子·天志》。

[6]　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7]　出自《南史·孔休源传》：“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

[8]　出自《墨子·兼爱》：“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

诈不欺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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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 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展现了强烈的自律内

敛和守义尽责的文明特色。

正确义利观与“协和万邦”的道义理念一脉相承，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与互利共赢，建立和谐繁荣的“大同”世界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维

护世界公平正义、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马克思主义是启迪中国共产党发展新思想、开创新理论的重要来源，指

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和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思想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使为人类进

步事业而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和利益的辨

证思想，奠定了正确义利观的哲学基础。

1.集体主义的义利观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人们

的伦理观念是从其所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的，道德由人们所处

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决定，它反映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关

系。因此，道德和利益息息相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这种

利益就是人类整体利益，对于个人就是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可见，马克思主义倡导集体主义义利观，体现了道义追求就是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无产阶级思想。尽管这种价值取向使其明确反对将个别

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并非仅是与人无关的宏大叙事，

而是有着真实内涵的道德追求。马克思主义反对抛弃个人利益而对整体利益

进行抽象理解，而是主张引导个人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相统一，倡导“大家

为一人，一人为大家”[2] 的伦理秩序。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既强调

人类整体利益作为道德的真实内容具有优先性，倡导自觉将人民群众利益和

[1]　出自《论语·颜渊》。

[2]　《列宁全集》第 39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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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同时也认同个人利益是构成人类整体利益

的基础，主张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

义利观，倡导全球公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交往中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义利辩证统一思想，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谋求本国发展，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为全球善治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属性，是评判世界革命运动中正义与非正

义的标准，指导着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国际交往与外交实践。[1] 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思想具有超越国家界限、倡导跨国合作的世界主义特征，其精神内

核随着时代变化和国际环境变迁而与时俱进发展。在战争与革命年代，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指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 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

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旨在用“世界革命”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在以和平

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别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际主义思想淡化了

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3] 主张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公正平

等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新时代的国际主义包含了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

际关系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道义精神，倡导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使命，主张在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和狭隘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国际主义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中国始终秉持公道、坚持正义，主

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援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国际道义，甚至付出

了许多牺牲，生动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

[1]　邓淑华、尹占文：“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第 5期，

第 17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66页。

[3]　唐志君：“新国际主义理念与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学术月刊》2006年第 11期，

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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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1] 这是新

时代中国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动表达。

（三）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

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特色。70 多年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践行道义优先的外交理念，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

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积

极承担大国责任，形成了中国风格的国际道义主张，彰显了正确义利观的鲜

明实践特色。

1.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既维护国家

主权又秉持国际道义的和平发展道路。由中国率先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共同

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国际交往的准则。在 70 多年

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始终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支持和维护联合国的合法权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建设者和维护者，努力推动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化变革的主

要推动者和引领者，对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世界公平发展发

挥着重要作用。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优良传统。党

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发展形势，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体

[1]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人民日报》2013

年 3月 20日，第 1版。

[2]　习近平：“携手开创亚洲安全和发展新局面——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9 年 6 月 16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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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中国的道义担当与外交风骨。

2.履行大国责任开展对外援助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积极参与国际援助，把

道义传统贯彻于对外交往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中国自身发展面临

重重困难，但仍然坚持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

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

整体利益，[1] 慷慨无私地提供人力、资源、技术等支援。1964 年，周恩来在

访非期间提出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进

一步彰显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尊重。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不断扩大援助规模和援助效益，形成了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

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

和债务减免等一系列多样的对外援助形式。1983 年，指导对外援助的新“四

项原则”进一步强调“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准则。中国高

举国际主义旗帜，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国际道义，有力促进了世界的和

谐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中国坚持义字当头，牺牲本国经济发展

之利，克服自身防控之难，用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守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

人间大义。中国的实际表现不仅迅速控制住国内疫情扩散，还积极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应对疫情，生动诠释了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中国外

交道义传统。

3.坚持对外开放共享发展机遇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跨越

式发展，而且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为世界共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应

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顶住金融风暴的冲击，及时推出经济振

兴计划，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汇率稳定，给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1]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

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0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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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更多市场机会和更大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近

年来，随着“逆全球化”的涌动，一些国家退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全球

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坚持走

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1] 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推动

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发展机

遇拓展为世界发展机遇，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

车”，为全球共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国际道义与大国担当。

（四）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人类共同价值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家间交往的原则，规范着国家行为，是维系国际

秩序的重要基础。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美好追求，体现人类整体性，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准。正确义利观的精神内核涵括并高于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也涵盖了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要求，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规范的

维护和超越。

1.对国际行为准则的共同遵守

国际行为准则体现人们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反映了世界

各国对国际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向往。对国际行为准则的尊重与遵守，是构成

国际道义最基本的内容。[2] 主权原则与现代国际关系相伴产生，并在历史演

进中逐渐发展为主权独立、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等重要国际准则。经

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的洗礼，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成为维护国际道义的重要制度保障。特别是随着广大第

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解放，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国际行为准则日渐被

普遍接受，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的重要规范。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9月 4日，第 2版。

[2]　刘兴华：“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7 年第 3期，第 45页。



3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尊重和遵守国际行为准则中走出了独立自主的

和平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彰显了中国维护和改善国际规范，伸张和贯彻国际道义

的决心和胸怀。对国际行为准则的共同遵守为正确义利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

启发。

2.对国际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

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每个民族都应当得到尊重，所有人都希

望拥有一个和平、可持续的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公平正义既是全人类的普

遍价值追求，也是维系国际关系的现实需要。它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稳定的

基础，是生成全球信任的前提。没有公平正义就无法促进全球协调发展，全

球治理也无从谈起。然而，公平正义并非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在当今国际

关系中，霸权主义以单边主义形式奉行干涉政策，插手别国事务，国际金融

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扩张和剥削导致全球发展日益失衡，美西方国家对

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主导加剧国际社会的分裂，国际法治、多边主义受到

挑战，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赋予世界

各国的法定权利，明确了国际公正的重大价值。人们对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和权利、获得对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包容尊重、对本国内部事务独立自主

管理并免受外部势力干涉的平等诉求，都体现了世界各国对国际公平正义的

普遍追求，也构成国际道义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多次在各种重要的国际场合表达中国对国际公平正义的追求和维

护，强调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中国“将继续秉持公平正义，坚持责任道义，体现担当仗义，同国际社会一道，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

公平公正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1]

[1]　习近平：“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在中俄建交

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 6月 7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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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全球共同发展的集体认同

发展既是时代重要主题，也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均衡普惠的发展既

是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道义内涵，也是解决当前世界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世界各国围绕发展问题的合作与冲突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1]

新世纪以前，全球发展议题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把通过国际发展援助

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发展议题的主要内容，[2] 在冷战背景下，发展议题沦为霸

权竞争的政治工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发展议题

的指导理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体制改革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政

治条件，向全球推广“华盛顿共识”，以此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全球共

同反思。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联合国系统逐渐取得全球发展和减贫议程的

主导权，先后推出“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把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加强发展能力建设等纳入全球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共

同的目标体系，使共同发展成为全世界的集体认同。

共同发展共识为正确义利观的形成提供了有益思路。对于全球发展议题，

习近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主张“要维护

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3] 发展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促进全球普惠共赢、公平发展的道义主张。

二、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

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对新

型国际关系伦理的深刻认识，是对中国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和自身发

[1]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

[2]　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第 19 页。

[3]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5年 4月 23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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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之间关系的时代应答。这一义利观既提倡维护和弘扬国际

道义，又强调捍卫和保障国家正当利益，既包含对弱小国家扶危济困的人道

主义关怀，又体现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国际主义胸怀，不仅主张维护和

建设国际公平正义，而且强调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对新时代中国外交

的开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价值内涵

正确义利观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弘扬和对国际责任与义务的中国表达，

反映了中国秉持国际正义、崇尚国际道义、讲求国家情义的道德取向，以及

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公益、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辩证统一的价值追求。

1.以义为先，义利兼顾

对“义”“利”关系的科学论断是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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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

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

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

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

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

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1] 可见，义就是讲信义、

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谋求世界共同发展；利则是实现国家利益，尤其

是要互利共赢。正确义利观，特别强调以义为先、义字在前。“政治上，要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

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

要让别人过得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

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2] 在坚持以义

为先的同时，还要做到义利兼顾，实现二者的辨证统一，要坚决维护中国的

[1]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

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

《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5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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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权益，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

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既是国际道义的核心内容，也是正确义利观的题中之义，是实

现“义”“利”融合的纽带，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追求。正确义利观主

张追求和维护国际公正，在对外交往中坚守道义，坚持国家之间平等相待，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

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

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1] 中国主张世界各国共同遵守国际关系行为

准则，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捍卫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2] 相互尊重彼此利益，“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争端，以共赢理念

促进发展繁荣”。[3] 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加强发展中

国家团结协作，共享发展机遇，保障其公平发展权益，共同致力于打造开放、

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经济新结构。积极参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

理化变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探索国家互利共赢新路径，促

进义利平衡和义利互融，为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创造条件。

3.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

自觉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做出应有贡献，是正确义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义利观蕴含着负责任大国

的理念，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期待。习近平多次指出要积极承担与

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

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

[1]　王泽应：“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价值功能与战略意义”，《求索》2014 年第 11

期，第 27 页。

[2]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

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1月 18 日，第 2版。

[3]　习近平：“团结互助 共迎挑战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跨越——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7 月 11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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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践行正确义利观，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就要坚

定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积极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支

持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应对全球问题和

挑战，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推进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积极做好对外援助工作，有原则、讲情义、

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

合力应对人道主义灾难。[1] 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持为人类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体现了正确义利观兼济天下的道义追求和国际主义胸怀。

（二）主要目标

世界形势变化和中国持续发展赋予中国外交新的宏伟目标。践行正确义

利观，正是对国内国际发展大势的理论回应，必将引领中国外交进入新的时代。

1.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权力格局“东升西降”加速调整，中

国与世界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成

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互联互动的紧密，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和期待日益提高。越来

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为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重大问题的解决投入更多力量，

贡献更多智慧。因此，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中国长远利益，要求我们积极承

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弘扬国际公正道义。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改变了

西方世界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既往认知，削弱了“华盛顿共识”的信心，

在“二元对立”思维的作用下，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忌和防范上升。近年来，

中国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遭到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非议，一部分发展中国家

受西方影响也表现出对华怀疑。正确义利观着眼世界大局和人类未来发展，

超越冷战对抗思维，展现了中国的道义取向和大国责任担当，有助于开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杨洁篪：“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人民日报》2015 年 11月 23日，第 6版；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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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1]

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严

重制约着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多元共治理念难以有效贯彻，平等互惠原则

难以严格执行，公正合理价值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

平赤字交织叠加，构成了当今全球治理的难题。正确义利观就是要探索有效

解决全球问题，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新思路。面对全球信任赤字，要坚持互

商互谅，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以对话消除误解，以

合作增进情感，“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

的全球伙伴关系”；[2] 面对全球和平赤字，要坚持同舟共济，在思想上破除

强权至上和冷战对抗的陈旧思维，坚持正确义利观，反对以一己私利挑起国

际争端、破坏世界和平；面对全球发展赤字，要坚持互利共赢，抛弃狭隘的

功利主义，克服资本盲目逐利的本性，打造公平的国际秩序，营造平等的发

展机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合理，破除全球治理赤字，有效应对

全球问题和挑战，是正确义利观的重要使命。

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重

要战略目标。正确义利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伦理价值观，

也是其推进落实的重要行动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以道义责任引领

共同体建设，以利益共赢夯实共同体基础，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化解

矛盾冲突，协调利益纷争；要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加快消除贫困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要求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优化全

球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践行正确义利观必须以人

[1]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

晤上的讲话”。

[2]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

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3月 27 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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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目标，协调好国家利益与国家声誉的关系、个别利益

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国家发展与全球共同

繁荣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基本原则

践行正确义利观，必须把弘扬国际道义与实现国家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义利辨证统一。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又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既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又不放弃国家正当发展；既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又

保障国家自身利益的实现。

1.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文化传统、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主

义的国家性质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决定了“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

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1] 中国始终奉行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国家间和平共处，主张以平等对话方式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与此同时，中国也有着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保卫领土主权、维

护国家安全、获得国家发展的坚韧毅力和坚定决心。“中国自古倡导‘强不

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2] 决不会随着实

力增长而无限扩大自己的核心利益，更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但

如果因此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甚至挑战中国的原则底线，中国也

断然不会接受。中国在困难时期尚能捍卫国家主权，当今时代更不会向任何

外部干涉势力屈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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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版。

[2]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人民日报》2015 年 11月 8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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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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前提，只有中国自身的主权和安

全得到保障，才能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更加积极地履行国际责任，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与谋求国家自身发展的辩证统一

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中

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目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中国始终坚信“大家

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2]坚决反对“我赢你输”“赢

者通吃”“我多你少”的单边主义思维，反对牺牲别国利益谋求一己私利的

行为，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携起手来实现共同发展。“中国

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

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3] 支持广

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愿意共享发展

机遇，决不意味着中国会不顾自身发展，更不会向企图通过贸易战、极限施

压等方式遏制中国发展的任何势力屈服。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

巨大，已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发展为全球共同发展创造

了更多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合作理念，为缓解全球发展失衡、南北差距扩大、数字鸿沟加深创造

了有利条件，是中国把自身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相结合、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举措。

3.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与实现国家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

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解决全球性问题是中国义不容辞

[1]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30 日，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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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 年 1 月 20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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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1] 也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各国

利益彼此交织，互相依赖空前提高。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纷乱难解的

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携手维护和增进全人类共

同利益。长久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

前进，努力把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

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在生态环境、减贫发展、反恐等问题领域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为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贡献中国智慧和方

案。特别是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坚持贯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

互利共赢的原则，注重改善当地民生，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真正做到弘

义融利，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但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因此，对那些借口“中

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不切实际的国际责任，甚至借机损害中国正当利益

的言行必须给予抵制。

（四）践行路径

正确义利观指引新时代中国外交砥砺前行，体现党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

战略谋划。践行正确义利观，要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以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为手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弘

扬国际道义，维护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实现义利相长和义利统一。

1.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

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基础，践行正确义利观首先

要着重处理好与周边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

营造和平稳定发展的周边环境是中国构筑地区安全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与

基础。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

[1]　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求是》2014

年 12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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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 找到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同周

边国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中国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肩负着相似的发展使命，开展与发展

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是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有机融

合的落脚点。[2]“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

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3]坚持道义优先，关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

绝不效仿资本家和一些国家唯利是图的做法，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

至在必要时重义让利、舍利取义，将中国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联系起来，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

2.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手段

只有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国际公正，实现全球全面协调发展，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所追求的公利，是全人类共同繁荣

和集体幸福，既符合功利主义谋求最大利益的现实追求，又契合国际道义关

注人类公益的内在要求，是谋利益与树道义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义利融合统

一的途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有国家共同发展繁荣才是好发展，所

有国家共同快乐幸福才是人类真幸福。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必须以互利共赢

为前提，只有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相互成就，才能突破零和博弈和对抗思维，

实现全球共同繁荣。“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

“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

责任和贡献，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各国人民。”[4] 中国将始终坚持公道正

义、互利共赢理念，积极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

[1]　钱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

日报》2013年 10月 26日，第 1版。

[2]　张宇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第 100-105页。

[3]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 年 1 月 20日，第 2版。

[4]　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4 年 7 月 18 日，第 3版。



4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创新高效、开放包容、

普惠共享、公正合理的全球共同发展，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

结合和义利关系的辩证统一。

3.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破坏国际公平正义，损害国际规则秩序，而且

引发地区冲突、制造国际动荡，是国际道义的践踏者与和平赤字的制造者，

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全球均衡发展。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是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的两种表现形式，霸权国家以一己之好，插手别国事务，破坏他国

政治结构和社会稳定；以一己私利枉顾国际制度规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实施

单边行动，导致国际机制失灵、全球治理失效，甚至引发全球性灾难。践行

正确义利观，就要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不顾国际道义，

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和干涉行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

模式的权利，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立场，不屈从于任何强权势

力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绝不以邻为壑、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承诺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开放姿态共

享发展机遇，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贡献

正确义利观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直面人类发展挑战，坚守国际道义高地，

展现中国外交气派，体现了我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创新运用，为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发展、中国外交软实力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

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始终展

现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把马克思主

义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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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旗帜，积极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

投身于支持和推动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正义事业，成为新中国打破国

际包围，开展自主外交，维护国际公正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处理义利关系，既强调讲道德、讲理想、

讲信念的精神文明，也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

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壮大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力

量。正确义利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历史时期和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的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和促进国际秩

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中国原则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

它体现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国外交传统，

超越了民族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纷争，展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和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博大胸襟，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创

新发展。

（二）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

中国持续发展引发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给世界带

来的影响既抱有期待又心存疑虑。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既有对

再现“修昔底德陷阱”和重启冷战的担心，也有对既有国际规则被打破的忧虑，

还有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甚至一些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能否继

续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存有疑虑。正确义利观有力回应了这些担心和指责，表

明了中国维护国际公正、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共同发展的立场与决心。首先，

正确义利观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的诘难。践行正确义利观必然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中国的发展是合作共赢的发展，

是打破零和博弈、倡导道义优先的和平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

[1]　赵永琛：“试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辩证统一性”，《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2期，

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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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确义利观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它清晰地表明中国将从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1] 以兼济天下

的情怀为人类进步事业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正确义利观回击了对中国“新

殖民主义”的指责。它将道义摆在前头，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坚持互利

共赢，在具体项目上照顾对方利益，开展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

展现中国对促进全球协调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正确义利观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色，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

和“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2]成为中国证明自身、回击西方抹黑的有力武器，

有力提升了中国外交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三）有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无政府状态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系特征，国际社会普遍流行以权力

界定利益，把拓展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活动的最高目标，导致各国在利益争夺

中相互冲突甚至爆发战争。这种事实导致当今国际关系充斥着零和博弈的对

抗思维，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导致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亟待进行公正合理变革。正确义利观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维护国际

公正、弘扬国际道义的主张和决心，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树立了价值导向。

倡导以义为先，秉持“天下一家”理念，贯彻和平共处原则，强调各国彼此

尊重各自的主权、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互尊重；旗帜鲜

明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间平

等互利，重视国际责任和义务，特别关照发展中国家，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主张“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

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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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1]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

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罗建波：“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西亚非洲》2018 年第 5期，

第 3 页。

[3]　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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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点，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有助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主权国家仍然居于当今世界事务中心，大国协调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

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主体多元、平等协商、开放包

容、全球公益等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全球经济复苏乏

力、地区冲突频仍、生态破坏严重、全球灾难频发，全球治理价值体系不完善、

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式霸权治理负面影响等弊端

凸显，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1] 义利失衡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引发国际政治诸多乱象。对此，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

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

享”。[2] 正确义利观倡导把人类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追求全球共同发展和

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公利，促使世界各国放下无休止的利益争夺，共同关心

事关全球和人类未来的全球公共事务；倡导维护国际公正和履行国际义务，

引导各国自觉承担国际责任，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国家间合作共赢和全

球有效治理；强调义利统一，倡导国家利益与人类公益的有效融合，把全球

治理与国家治理统筹起来，支持各国根据自己实际能力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

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实现义利平衡和义利兼顾。正确义利观为构

建协商共治的新型全球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变革奠定了价值

基础。

（五）助力共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和愈发频繁的风险挑战，各个民族和国家只有

以义相交、互利共赢，以世界和平发展大义为重，共同守护人类共有家园，

才能共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

[1]　吴志成、迟永：“‘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天津社会科学》2017 年

第 6期，第 80-85 页。

[2]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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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

正确义利观超越了资本主义逻辑下利己主义狭隘的利益争夺，在倡导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中强调义利辨证统一，反映了中国追求自我发展，更希望世界

公平发展和全球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突破了以往西方对国家间关系二元对

立式的理解，有利于营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全球伦理氛围，促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具体来讲，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道义和国际公正的强调，可

以促进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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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于促进世界持久和平；

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倡导，特别是对加快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强调，有利

于加强南南合作，缩小南北差距，弥合国际社会裂痕，促进全球全面协调发

展和人类整体进步；对“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理念的强调，尊重各国自

主选择发展道路、协调自我发展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倡导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促进世界多样发展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对“和合共生”理念

的强调，关注人类文明未来，主张“计天下利”，实现“世界大同”，有利

于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正确义利观通过引导各国正确认识和把握

国际关系中的义利关系，倡导国家间合作共赢，共同开创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完稿日期：2021-5-10】

【责任编辑：李  静】

[1]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

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页。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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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周年华诞。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9ZDA130）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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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二十载风雨磨砺，上合组织探索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本地区实际

需要、符合成员国根本利益的合作之路，成为欧亚地区的“稳定器”，树立

起负责任新型国际组织的形象。上合组织的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提出并始终

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

精神”，不仅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根本保障，也为全球治理贡

献了“上合智慧”和“上合方案”，彰显政治合作在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二十年来，政治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合作的重中之重，决

定着上合组织的大政方针，堪称上合组织的“顶层设计”，为上合组织发展

发挥了领航定向作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合组织处在第

三个十年的新起点上，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总结分析上合组织二十年政治

合作的经验，揭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无疑有助

于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也将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和国

际新秩序产生积极作用。

一、政治合作取得的主要进展

从 2001 年成立至今，上合组织已走过二十年峥嵘岁月。二十年来，上

合组织政治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成为该组织最有成效的合作领域之一，对上

合组织发展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塑造了上合组织创新、合作、开放的崭新

形象。二十年来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始终保持先进理念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合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宣言》，首次庄严推出了“上海精神”[1]，并将其作为成员国相互关系准则。“上

海精神”是在冷战结束后新旧国际秩序处于转换的关键时刻提出的，其源于

“上海五国”的成功实践，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相处

合作之道，超越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文明冲突的窠臼，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外交部网站，2002 年 3 月 20 日，http://www.fmprc.
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4499.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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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为探索一条符合成员国和地区实际的新

型区域合作之路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案，成为上合组织核心理念和行动指南。

二十年来，在“上海精神”指引下，面对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

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和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上合组织经受住风雨考验，实现

了成员国在一个多元复杂地区的共存共荣。提出和践行“上海精神”是上合

组织政治合作的最大亮点，凝结着成员国政治理念创新实践的结晶。“上海

精神”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

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

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1]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先进政治理念的集大成者，为上合组织理念创

新提供了不竭之源。在上合组织二十年发展过程中，以“上海精神”为核心

的政治理念体系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与时俱进、

引领时代的理论指导，确保上合组织始终保持先进理念。二十年来，上合组

织提出践行了一系列体现“上海精神”的新理念、新主张，大大丰富完善了

上合组织价值体系。

一是倡导和实施新型安全观，主张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

牲别国安全换取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在 2002 年初上合组织外长

会议上，成员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原则的

新型安全观。[2] 同年 6 月，上合组织圣彼得堡峰会宣言指出：“国际社会需

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相互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这有利于彻底消

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3] 这是上合组织峰会文件首次提出并诠

[1]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2018 年 6月 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29891245.htm。（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5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02 年 1 月 7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0641.s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外交部网站，2002 年 6 月 8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4509.s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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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新型安全观内涵。随后，这一新型安全观被多次写进上合组织峰会宣言，

成为成员国共同认可和普遍遵循的先进合作理念。2014 年上合组织第十四次

元首峰会宣言呼吁：“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和压迫的世

界，发展全面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1] 

2018 年青岛上合组织第十八次元首峰会宣言进一步指出：“致力于以平等、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基础构建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根

据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维护所有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利益。”[2] 这是上合组织对

新型安全观的新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其时代内涵，指明了新形势下上合组织

政治安全合作的目标和方向。

二是主张和践行新合作观，强调平等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协

商一致，以合作促和平，合作谋发展，维护成员国核心利益，以平等方式推

动区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2002 年《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指出：“在平等

伙伴关系基础上，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

“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

共识”。[3] 2006 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五周年宣言强调，要尊重各国独立自

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促进成员国合作，建立和平、协作、开放、繁荣与和谐的地区。[4] 2015年《上

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明确表示：“成员国平等是上海合作组织活

动的一贯原则，其具体体现是通过协商一致原则作出决定”。[5]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4年 9月 13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190849.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全文）”，新华网，2018年 6月 1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1/c_112296498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2-10/22/
content_30122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4]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
content_34628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5]　“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新浪网，2015 年 7 月 10 日，https://k.sina.
cn/article_1726918143_66eeadff02000bdfn.html?from=news&subch=onews。（ 上 网 时 间：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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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倡导和秉持新文明观，主张多元包容，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彼此

自主选择，倡导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推动文明间交流对话。2003 年上合

组织第三次元首峰会宣言指出：“要尊重和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各种文

明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 2006 年上合组织峰会五周年

宣言强调：“应互相尊重文明差异，各种文明应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和谐

发展。”[2] 2012 年上合组织第十二次峰会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

区的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实现多种文明和平共存与对话，谋求共识，协同

可持续发展，尊重各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

巩固国家间关系”。[3]

四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上合组织峰会阿

斯塔纳宣言首次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 2018 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

青岛宣言指出，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5] 2019 年上合组织峰会比什凯克

宣言强调：“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十分重要”。[6] 2020 年上合组织峰会

莫斯科宣言重申：“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7]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六国元首宣言（全文）”，新浪网，2003 年 5 月 30 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3-05-30/0607170230s.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全文）”，

网易新闻，2012 年 6 月 8 日，https://news.163.com/12/0608/00/83EFU92R00014JB5.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全文）”，人民网，2017 年 6 月 9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609/c1001-29330638.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5日）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全文）”，新华网，2018年 6月 1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1/c_1122964988.htm?agt=5757。（上网时间：2021年4月5日）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全文）”，新华网，2019年6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5/c_1124625929.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日）

[7]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11/c_1126723429.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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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

上合组织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深化政治制度建设，从法律上确立上合组

织政治合作基本规范和准则，指明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根本遵循，确保上合

组织始终保持初心本色。

在上合组织初创阶段，上合组织颁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2001

年）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2 年）这两部基础性、纲领性文件，宣示

了上合组织的宗旨、原则、目标、任务和合作方向，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奠

定基石，确立“初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强调要加强友好合作，

致力于发展各领域合作，维护和保障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首次推出了“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强调要加强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

整及边界不可破坏、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和平

解决成员国分歧，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不采取有悖于本组织利益的

任何违法行动。

2007 年，成员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峰会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五周年后成员国新

签的又一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文件，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事件，集中反映了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新成果、新进展，确立了成员

国相互关系和上合组织与外界关系准则，将各国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和全球

问题上的共识法律化，标志着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升到制度规范新水平。该

条约进一步阐明了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宗旨原则，把世代友好、和平发展的

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巩固了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合作共识，开辟了上

合地区国家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新天地，在国际上树立了新型

国家关系典范。[1]

2015 年，成员国元首在乌法峰会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人大网，2008 年 12 月 24 日，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8-12/24/content_146739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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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这是上合组织作出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代表着上合组织全面系统的

“顶层设计”，标志着组织政治合作进入战略合作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

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强调“上海精神”的原则今后仍然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关

系的基础，重申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原则，坚持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彼此间分

歧，不针对第三方和国家间组织，不谋求建立拥有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军事政

治联盟或经济集团，明确了上合组织至 2025 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对上

合组织的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国际合作等进行了方向性和战略性的规划，

确定了开展政治协作的任务和目标。[1]

2018 年，成员国元首在青岛峰会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青岛宣言》，这是上合组织扩员后出台的一个全面体现上合组织新理念、

新使命的战略性文件。宣言庄严宣布，上合组织要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这

为新时期上合组织指明了发展方向，鲜明地回答了上合组织向何处去这一时

代之问。该宣言还强调，上合组织将以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

全为基础，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平衡。这是成员国基于共同需要达成的

政治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上合智慧。

（三）成功完成首次扩员

对外开放是上合组织一贯奉行的基本原则。上合组织成立宣言明确宣示：

“上合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

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吸收认同该组织框架内合作宗旨和任务、本宣言第六条 [2] 阐述的

原则及其他各项条款，其加入能促进这一合作的国家为该组织新成员。”[3]

上合组织宪章明确规定：“本组织对承诺遵守本宪章和原则及本组织框架内

通过的其他国际条约和文件规定的本地区其他国家实行开放，接纳其为成员

[1]　“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

[2]　第六条系指“上海五国”在 1996 年和 1997 年分别于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关于在边

界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界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

[3]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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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 这清楚地表明，上合组织坚决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旧时国际

组织模式，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成为上合组织的显著特点。正是秉持开

放性原则，上合组织在二十年发展过程中始终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回应有关

国家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诉求，不断扩大“朋友圈”，最终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接纳印度、巴基斯坦为新成员而完成首次扩员，形成由 8 个成员国、4 个

观察员国、6 个对话伙伴共 18 个国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伙伴关系网络。首次

扩员成功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开启中亚和南亚两大区域融

合发展新征程，将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首次扩员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团结互信的产物，标志着上合组织政治合作

达到新高度。上合组织扩大进程走过了 13 年历程，先后通过《上合组织观察

员条例》（2004 年）、《上合组织对话伙伴条例》（2008 年）、《关于申请

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2010 年）、《给予上合组织成员国地

位程序》（2014 年）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

案（2015 年）等一整套关于扩大进程的法律文件，为上合组织首次扩员打下

坚实法律基础。首次扩员成功彰显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成效，堪称上合组织

政治合作的里程碑事件。

完成首次扩员对上合组织发展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扩员是上合组织强

大感召力、吸引力的集中展示，彰显“上海精神”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助

于扩大“上海精神”的辐射面和认可度，为上合组织先进理念在更大范围传

播和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扩员也是对西方保守势力抹黑上合

组织的有力回击。西方保守势力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上合组织，称之为“威

权主义同盟”或“东方北约”。上合组织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表明，上合组

织是真正践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的，与作为冷战遗产的“北

约”具有本质区别。其次，首次扩员使上合组织整体实力和影响大幅上升，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为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提供可能。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核国家增加到 4 个，新兴大

[1]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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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增加到 3 个，有助于上合组织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维护地区和全球稳

定上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扩员拓展了上合组织经济空间，形成巨大的消费

市场和互联互通投资空间，有利于上合组织在更大空间内发挥成员国各自特

长，形成优势互补，加快区域资源整合，推动成员国和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四）国际合作日益密切

加强国际合作是上合组织“初心”之一。上合组织成立宣言明确表示，

成员国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行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和巩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

合组织宪章也指出，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合作方向是“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上寻求共识”。二十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

的国际合作步伐不断加大，力度日益增强，大大扩大了上合组织的影响力，

树立起负责任国际组织的正义形象。

对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立场及时发声，捍卫成员国核心利益是上合组织

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在初创时期，上合组织即开始主动对地区和国际

重大事件发声，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 年“9·11”事件发生不久，上合组

织总理会议即于9月14日发表专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一切恐怖主义。[1] 

2005 年 11 月，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宣布建立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小组，共

同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2] 2006 年上合峰会提出在组织框架内建立防御地

区冲突和应急反应机制，以预防应对类似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常政权更迭事

件。[3]

随着内部建设基本完成，上合组织进一步加强在成员国以及地区、国际

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和立场协调。2010 年塔什干峰会积极声援再次经历政

治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表示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自主的政治选择，将给予吉

[1]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第 133 页。

[2]　“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 阿富汗联络小组的

议定书”，央视网，2012 年 5月 25日，http://news.cntv.cn/20120525/106434.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4日）

[3]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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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吉斯斯坦必要的支持与帮助。[1] 2009 年，上合组织发表阿富汗问题特别

会议宣言，支持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两国开展政府间对话，增进邻国互信，推

进反恐合作。[2] 2012 年北京峰会宣示反对在西亚北非地区进行武力干预和

强行推动政权更迭，认为任何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反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不受限制地加强反导系统。[3] 2014 年塔什

干峰会就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等热点问题表达了共同立场。[4] 上合组织

还积极维护联合国在全球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支持其合理、必要的改革，比

如 2010年塔什干峰会宣言表示：“应继续进行公开、全面的协调，争取找到

凝聚最广泛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5]

2017 年扩员后，随着印度、巴基斯坦加入和上合组织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确立为组织的共同理念，上合组织开始加大参与全球治理进程。2018 年

青岛峰会专门就贸易便利化发表联合声明，发出积极参与全球化、坚决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的上合强音。同时，青岛峰会宣言宣布，要推动建立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

为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理念支撑和方向指引。

2020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重申，形成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6]

建立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与协作是上合组织参与国际合作

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2004 年，上合组织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拉开上

合组织与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密切协作的序幕，标志着上合组织获得世界上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中国政府网，2010年6月11日，

http://www.gov.cn/jrzg/2010-06/11/content_162589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发表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新浪网，2009 年 3 月 30 日，http://
news.sina.com.cn/c/2009-03-30/16291751296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全文）”。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中华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

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201111/38949448_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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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机构的认可，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保障。

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积极与相邻相近的地区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陆续与东盟、

独联体、集安组织、中西亚经合组织、亚信会议建立起协作关系。2018年以来，

上合组织对外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

构先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签署合作文件。

上合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预防外交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也开展了交流与对话。2020 年，上合组织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秘书处、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日益密切

的国际合作为上合组织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有利平台，展现了上合组织

自信、开放的积极形象。

二、政治合作推进的动因

上合组织二十年政治合作取得长足进展不是偶然的，是内外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上海五国”提供重要理念来源和经验借鉴。1996—2001 年运行

五年的“上海五国”是上合组织的前身，其成功实践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重要借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明确指出，“上海精神”

是在“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1] 2000 年 7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

民在“上海五国”机制最后一次元首会晤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上海五国’

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这就是：睦邻互信、平等

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2]这是对“上海精神”的最初概括。“上海精神”

最终就是在总结“上海五国”进程经验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本

地区国家关系特征，反复推敲、提炼出来的。[3]新型安全观亦来源于“上海五国”

[1]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第 88 页。

[2]　同上，第 256 页。

[3]　刘古昌：“‘上海精神’是新时代的普世价值”，《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秋季号（总

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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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成功实践。正是秉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理念，“上海五国”

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

边界安全问题，为世界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典范，并孕育出具有示

范意义的新型安全观。江泽民主席 1996 年在“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

强军事信任协定签字仪式上指出：“签署这一协定，对亚太地区各国之间增

进相互信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启示、探索和创举。”[1]

江泽民主席高度评价“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协定，称它

“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

的安全模式，为增进国家间的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2] 2001年6月，

江泽民主席在上合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出：“‘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

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

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

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

域合作模式。”[3]

第二，中俄战略协作提供强劲动力。中俄是公认的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

“双引擎”，双方合作不断加强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供了先行范例，成为

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有力推进器。闻名于世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原则是上合组织秉持的基本理念，最初就是从总结中苏关系历史经验和教

训得出的结论，开创了中俄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这一创新理念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成为上合组织的一个基

本原则。“上海五国”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

协议也受到中苏处理相关问题的启发。苏联解体后，中苏就这两个问题的谈

判变成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之间的谈判。谈判的结果不仅确定了相

应条约，而且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乌兹别克斯坦，

[1]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第 233 页。

[2]　同上，第 237 页。

[3]　“江泽民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01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
t4637.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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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立了上合组织。2001 年 7 月 16 日，中俄签署了对两国关系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的第

一个类似条约，不仅确立了中俄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为制定《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比《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2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7 年），可以清楚地看到相互之间在基本政治理

念和原则上是一脉相通的，充分反应了中俄战略协作对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

重要作用。近年来，中俄战略协作日益密切，推动上合组织政治合作不断深

化。2015 年以来，中俄加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俄完成关于欧亚经贸

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可行性研究，中俄与欧亚经济联盟正式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中俄决定加强“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协同发展等，为上合组织

政治合作提质升级，促进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入快车道。[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上合组织发祥地，中国二十年来一直是上合组

织政治合作的开拓者、引领者、贡献者，对推动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发挥了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一是不断提出新的先进理念，积极打造上合组织价值体系。

从倡导发展新安全观，到总结提炼“上海精神”；从提出建立“和谐地区”理念，

到倡建以“新五观”“四个典范”“四个共同体”[2] 为内涵的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中国始终积极促进上合组织保持先进理念。二是高度重视机制和制

度建设，确保政治合作有序运行。2000年 7月 5日，江泽民主席在杜尚别“上

海五国”会晤讲话时提出倡议，要逐步将五国会晤机制发展成为五国合作机

制。[3] 在 2003 年上合组织第三次元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作为组织

[1]　邓浩：“新时期上合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期。

[2]　“新五观”是指，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倡导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四个典范”是指，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把上合组织

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四个共同体”是指，习近平主

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二十次元首峰会上的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

[3]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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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东道主，中国政府决定免费向秘书处提供办公馆舍。”[1] 2017 年，

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上合组织第十七次峰会上宣布，中方决定向上合组织

秘书处追加 1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工作条件和开展活动。[2] 在政治制度

建设上，2006 年，胡锦涛主席在上合组织第六次峰会上郑重提议，为巩固成

员国政治互信和团结协作的基础，确保上合组织的持久生命力，缔结上合组

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3] 2014 年，为促进成员国打击极端主义，习近

平主席在杜尚别上合组织第十四次峰会上郑重提议商签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

公约。[4] 三是积极谋划组织长远发展战略，推进成员国战略合作。2012 年是

上合组织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提议制定未来

十年上合组织发展战略规划。在中方力推下，上合组织第十二次峰会批准了《上

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并在该战略规划基础上于2015年推出了《上

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

第三，成员国政治互信水平不断提高平添助力。上合组织成立后，中俄

关系发展顺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2001 年，中俄

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奠定坚实法律基础。

2011 年，中俄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年，中俄关系

升级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成员国关系也在

二十年中不断升级。2013 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由“睦

邻友好合作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加之2011年与哈萨克斯坦已建立“全

[1]　胡锦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努力开创上海合作组织事业新局面——在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03 年 5 月 30 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t24657.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5 日）

[2]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新华网，2017年 6月 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10/c_1121118817.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3]　“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国

政府网，2006年 6月 15日，http://www.gov.cn/ldhd/2006-06/15/content_310825.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5 日）

[4]　习近平：“凝心聚力 精诚协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在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 年 9 月 13 日，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4/0913/c1024-2565363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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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伙伴关系”，2012 年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亚成

员国全部成为中国战略伙伴。目前中哈已升级为“永久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乌、中塔、中吉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与中亚成员国均已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是“战略伙伴”。中亚国家领

导人在 2018 年时隔 13 年再次聚首，并在 2019 年再次会晤，相互信任明显增

强。显而易见，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团结协作不断增强，为上合组织政治

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强大助推力。

第四，地区形势变化凸显现实需要。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国际和地区局

势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对成员国构成严峻考验，

凸显加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上合地区

大国博弈空前加剧，呈现日趋白热化之势。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重遏制，在上

合地区明显加大对中俄战略围堵，竭力拉拢分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力图重构

排除中俄新机制、新秩序，侵蚀削弱上合组织根基。同时，地区形势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地区安全风险处于历史新高，

欧亚国家转型进入风险升高期，上合组织维护地区稳定发展大局面临更为严

峻的挑战。严酷的现实要求上合组织必须挺身而出，加大政治合作，担负起

一个负责任国际组织的重任，为地区增添更多的正能量和确定性。王毅国务

委员兼外长在 2020 年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上明确指出：“上合组织应始终站

在多边主义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坚定捍卫联合

国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坚定防止强权政治将这个世界拉回到弱

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坚决遏制单边霸凌行径阻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步伐。”[1]

这是时代赋予上合组织的崇高使命，也是国际社会对上合组织的殷切期待。

三、政治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历二十年高速发展和持续扩张，当前上合组织进入一个发展攻坚期，

[1]　“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中国政府网，2020年 9月 1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0/content_554245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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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作面临多重瓶颈式压力。

一是内部异质性凸显。异质性一直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面临的重大难题。

随着扩员，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加明显，利益诉求和政

策取向更加多元，客观上加大了组织内部协调难度，对组织政治合作挑战陡增。

当前，上合组织内部构成日趋复杂，除中小成员国外，还有中俄印这样的新

兴大国。大小国家并存共处，多元异质，加之个别成员国之间存在领土之争，

矛盾难解，冲突时起，给组织内部团结互信投下阴影，不利于成员国在政治

合作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行动。同时，随着印巴加入，成员国地区归属更

加多样，除中亚国家外，增添了南亚国家，印巴同时还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成员，印度甚至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这使上合组织政

治合作更加困难，不利于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二是共同体意识薄弱。上合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亚成员国皆

是苏联解体后刚刚走上独立的新生国家，处在建国立制发展阶段，十分珍视

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地位，始终把维护本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无意愿也

不准备向上合组织让渡更多权利，这些都不利于建立上合组织集体身份认同

和确立共同目标。当前，上合组织实行的仍是“协商一致”决策方式，严格

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确保各成员国权利平等，

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决策方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

和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客观上对组织合作形成制约。在这一决策机制下，

上合组织的决策效率和行动力大为受限，很难对成员国和地区重大政治事件

作出及时有力反应，不利于维护上合组织威信和声望。同时，受制于这一决

策方式，上合组织很难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文件，导致上合组织至今未能

实现从会议机制向合作机制的真正转变。在上合组织成立至今通过的政治合

作文件中，真正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软性制度，没有约

束力或者约束力不强，对成员国不是刚性要求，往往造成通过的文件得不到

有效执行和落实。即便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因缺乏相应有力的监督落实

机制而处于空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文规定，

缔约各方将恪守国界，彼此尊重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致力于加强边境

地区军事领域的信任，使相互间的边界成为永久友好与和平的边界。但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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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条约精神的行为却在成员国中不时发生，对此，上合组织缺乏相应的警

示和惩戒措施，导致该条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上合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平衡责任和义务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

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三是外部阻力加剧。近年来，美国陆续推出所谓“印太战略”、阿富汗

新战略、新中亚战略，并强化与中亚国家的“C5+1”机制，积极打造覆盖大

里海地区的“8+1”机制，对中俄围堵打压不断加码，加剧制度秩序之争。同

时，美国肆意抹黑、贬损、阻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出美版

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案，联手欧盟，极力分化拉拢地区国家，对“一带一路”

实施釜底抽薪。美国还大肆炒作涉疆议题，以所谓民主、人权为由攻击中国、

抹黑中国形象，离间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美国执意挑起和加剧上合地区大

国竞争，大大恶化了上合组织外部环境，使上合组织政治合作面临前所未有

的地缘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上合地区处在全球动荡带上，阿富汗内乱不止，

美国和伊朗矛盾难以调和，中东乱局此伏彼起，独联体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剧，

加之地区治理碎片化加剧，上合组织政治合作面临险峻的外部环境，任重道远。

四、未来政治合作的基本路径

总体上看，未来 5~10 年仍是上合组织的发展机遇期，有利于上合组织

政治合作的积极因素依然大于消极因素。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做好“顶

层设计”，积极塑造和培育“上合意识”，确立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不断

提高合作效率，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稳步前行。

（一）积极塑造培育“上合意识”

共同意识是上合组织赖以生存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关系到组

织的凝聚力和精神面貌。应把塑造和培育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上合意识”

作为未来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优先任务。

一要明确组织定位，强化集体认同，为形成“上合意识”创造必要前提。

从区域定位看，随着扩员，上合组织已经从中亚延伸至南亚，可将上合组织

区域定位为以中亚地区为中心、以中亚周边为外延的欧亚地区组织，这既符



64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合上合组织扩员后现状，也为未来上合组织继续扩员预留了空间，对形成和

培育“上合意识”大有裨益。从功能定位看，上合组织是一个安全先行、安

全优先的国际组织，着眼于凝聚共识，培育“上合意识”，未来上合组织仍

应将发展重心放在安全领域，这是成员国最易达成合作共识并采取共同行动

的领域，经济和人文合作应将重心放在为安全稳定大局服务上。同时，上合

组织成员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地缘相近、历史相连、文化相通，都是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均面

临发展、振兴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具有开展政治合作的先天优势。从构建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视角，应把政治合作放在与安全合作同等重要位置，确

保上合组织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要总结、提炼出一套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为“上合意识”

提供价值和理念支持。本着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从构建上合组织命

运共同体视角出发，对上合组织蕴藏的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进

行认真整理归纳，使之形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表

述明确的上合组织价值体系，为塑造和培育“上合意识”提供一套清晰的共

同规范和准则。当前，应着力将得到成员国广泛认同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融入到上合组织价值体系，并将“新五观”理念充

实到“上海精神”中，真正建立起为成员国广泛认同的系统化的共同价值体系。

三要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制度化，为“上合意识”奠定

法律基础。应根据扩员后的新形势、新要求，适时修订完善上合组织基础性

法律制度，将得到各方一致认同的共同价值，通过逻辑清晰、言简意赅的语

言文字，明确写进正式的条约文本，彰显其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

有必要对违背组织共同价值的行为明确作出处罚惩戒规定，强化共同价值的

约束力和强制力，使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之上的“上合意识”具备法律效力，

真正成为成员国严格遵循的共同行为规范和集体意识。

四要大力普及宣传落实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积极培育推

广“上合意识”。应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向成员国积极宣传以“上海精神”

为核心的共同价值，经常讲、反复讲，使其真正内化为成员国集体意识。同时，

积极推动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认同从国家层面向社会、民间层面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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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扩展，形成成员国各界别、各阶层对其的认同和归属，促进“上合意识”

深入民心。

（二）确立共同奋斗目标

共同目标关系着上合组织的组织定位和合作方向。应加大宣传构建上合

组织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努力推动使之成为未来上合组织共同奋斗目标。

一要在充分研究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目标定位基础上，在坚持大小国家一

律平等、成员国协商一致原则前提下，加大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积极求

同存异，寻求在目标方向上的最大合作公约数。首先，加大中俄之间的政治

协调。以中俄关于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契机，促使俄罗斯

在将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上合组织共同目标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

明确的立场，最终形成中俄共推共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其次，要加强中

俄印之间的政治协调。积极考虑在中俄印机制框架下建立三方关于上合组织

合作磋商机制，加强战略沟通，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促使印度在上合组织共

同目标问题上与中俄相向而行。最后，加强与中小成员国沟通协调，推动其

积极响应并加入到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行动中，共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在上合组织落地生根。

二要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制定推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专门文件，使

共同目标具有法律效力。应积极协调，努力形成上合组织关于构建上合组织

命运共同体法律文件，明确将其确定为上合组织共同目标，阐明其宗旨、原

则、目标、任务、构建方式、实施机制等，强调其与“上海精神”的传承性，

并作出分阶段、分领域实施规划，确定具体路线图。与此同时，有必要对上

合组织既有法律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目标充实

到新的上合组织宪章、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并把是否承认和遵循命运

共同体原则和理念作为接纳新成员重要标准。

（三）提高合作效率

合作效率是上合组织的生命线，应保持忧患意识，把提高合作效率作为

未来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重要议题，实现上合组织从会议机制向合作机制的

真正转变。

一要与时俱进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文件，使之更具约束性和操作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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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员后新情况，对《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作出适当补充和修改，增加近年来各方达成的新的政治共识和

认知，将其明确写进正式的条约文本中，对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出

更加明确、清晰的界定。

二要加大刚性制度建设，提升制度可操作性。完善决策表决方式、建立

相应的监督落实和争端解决机制，使上合组织拥有从决策、执行、监督到争

端解决的一系列完整的组织机构体系。可考虑设立惩戒、退出制度机制，出

台对违反组织共同价值行为处罚惩戒规定，增强组织制度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三要认真总结首次扩员经验，进一步完善扩员制度。确立更加严格、规

范、长期、可操作的扩员制度，并对观察员国、对话伙伴条例适当修订补充，

增加其灵活性和弹性。

四要适时制定出台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各领域合作

理念、宗旨、原则、任务、目标和方向，考虑到成员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

存在广泛共识，可以着手首先制定成员国国际合作文件，以形成共同立场。

五要创新性运用“协商一致”原则。可以考虑在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

脑会议、外长会议和地区反恐怖理事会上采取协商一致原则，以平等方式决

定组织发展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在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

会上可采取多数通过原则，避免僵化、教条地运用“协商一致”原则，最大

限度释放其灵活性。

六要提升和明确秘书长地位和权限。为切实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应赋予

秘书长更大权限，使其成为上合组织的行政首长，而不仅仅是上合组织秘书

处的行政首长。短期内如果就此无法达成一致，成员国可协商修改宪章相关

条款，明确规定授权秘书长对外代表权，以利于上合组织在处理对外事务方

面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完稿日期：2021-4-20】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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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三大支柱之一，始

终在本组织合作中占据优先位置。成立 20年来，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成果突出，

已成为成员国间的互信基石、上合组织持久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世界百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挑战研究”（项目批

准号：20BGJ07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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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回顾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成就，总结合作进程中的经验，有助于深化

未来的安全合作，从容应对地区新的安全挑战，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坚

实的保障。

一、安全合作的主要成就

从“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到推动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不断丰富地

区合作安全理念，夯实合作法律基础，搭建合作框架机制，在打击“三股势力”、

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联合执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为本地区

安全与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安全合作理念不断丰富发展

上合组织倡导区域安全合作，强调合作安全意识。自成立以来，成员国

对新型安全合作理念的认识不断趋同，不仅为本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理论指

引，还为国际社会探索新安全观、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了

贡献。

“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为上合组织安

全合作提供内在动力、牢固聚力。“上海精神”形成于“上海五国”时期，中、

俄、哈、吉、塔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6年）

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7 年）两份重要文件具

有重大意义：彻底解决边界划界问题、边境地区实现睦邻友好；突破了传统

的合作模式，倡导新型安全观念，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进行多边安全合

作。“‘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顺利发展的独特源泉，是发展国家间关系、

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解决国际分歧的重要指针。”[1] 在 20年的安全合作历

程中，“上海精神”得到丰富、提质，与新安全观相辅相成，“对国际社会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6年 6月 2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375252.
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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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新型的、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要求

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1]。

在安全合作过程中，上合组织成员国携手共筑安全的愿望不断增强，践

行并推动新安全观的发展。传统的安全观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从人性本

恶的基点出发，从政治、军事或外交角度去判断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2] 而

新安全观主张抛弃“冷战思维”，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提

供以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反对以牺

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追求普遍安全。江泽民主席在 2001年

上合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

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它所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

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3]。新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丰富了上合组

织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2019 年 11 月在塔什干举行的政府首脑（总理）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面对层出不穷的威胁和挑战，各

方应密切沟通协调，加强相互支持，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持续巩固本组织安全合作优势，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宁，为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长期良好的外部环境。”[4]

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是“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的实现载体，是新时期

上合组织发展的努力目标。“安全共同体”理念与“上海精神”、新安全观契合，

[1]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外交部网站，2006年 6月 15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346575.shtm。（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29日）

[2]　孙壮志主编：《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225页。

[3]　“江泽民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01年 6月 22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t4637.
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4]　“李克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外交部网站，2019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t1712832.shtml。（上网时间：2020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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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细化延伸。在 2020 年莫斯科元首峰会上，习近

平主席提出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其中“安全共同体”为本地区稳定与

发展提供前提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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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合组织强调多边主义，并且提出“上合方案”，“安

全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上述思想的具体阐释。“安全共同体”既符合现实需求，

也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对安全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是各国在安全领域

务实合作的关键因素。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理念包含着“安

危共担，携手应对”精神，决定着各成员国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着力提升本组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2]

（二）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逐步夯实

在共同的安全理念指引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不断就安全合作达

成共识，协调各成员国立场，明确安全合作的主要任务，为相关法律和合作

协议达成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基础性文件和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

安全合作的宗旨与重点方向，就合作模式、措施提出指导性意见，并根据不

同时期地区安全威胁的变化制定总体应对方案。这些基础性文件和纲领性文

件包括《上合组织成立宣言》《上合组织宪章》《上合组织至 2025年发展战略》

《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上合组织成立宣言》指出，

上合组织的宗旨之一是“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3]《上合组织宪章》进一步指出，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是“加强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睦

[1]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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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外

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lhg_683094/zyjh_683104/t1831131.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2]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外交部网站，2019 年 6 月 1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lhg_683094/zyjh_683104/t1672328.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外交部网站，2001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4636.shtml。（上网

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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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友好；发展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打击非法贩卖毒品、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

民”[1]。

打击“三股势力”是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最初领域和长期坚持的目标。

成员国签署了一系列共同打击 “三股势力”的法律文件。2001年6月签署的《上

合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

裂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并规定了有关合作的

具体方式和程序。这是上合组织在深化安全合作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

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各成员国元首于 2002年 6月签署《上

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详细阐述了地区反恐怖机构的

目的、任务、地位、工作原则及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等问题，为各国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展开广泛的反恐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2005 年 7 月签署

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是安全

合作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强调成员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打击上合组织范

围内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与极端主义，并制定出主要任务、主要合作方向

和合作形式，以及构想的落实机制。[2] 2017 年阿斯塔纳元首峰会签署《上

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至此，上合组织形成了有关打击“三股势力”的

完整法律体系，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

基础。

上合组织成员国还达成一系列有关执法合作的专门性协定，包括《上合

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联合声明》《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数据库协议》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的协定》等。

除反恐外，上合组织也十分重视打击毒品与有组织犯罪。2004 年签署的《上

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以及其前体的协议》

[1]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2-10/22/
content_301223.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2]　邢广程、孙壮志主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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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禁毒合作的方向、具体合作内容与方式，从而推动禁毒合作向务实方

向发展。此外，各成员国还签署了《<2018—2023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战

略落实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工作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打击

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

打击犯罪协定》等。《上合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将禁毒列为国际合作的

优先方向，要求未来禁毒合作的重点发展内容是提升对外合作水平，开展联

合行动，推动能力建设，深化减少需求领域的合作。

（三）安全合作机制日臻成熟

上述系列文件和协定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搭建了基本框架，推动合作机

制不断完善。为落实上合组织领导人就安全合作达成的一系列共识，推进相

关合作协议，上合组织高度重视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参与

的多层级合作机制。

执法部门和军事部门建立各层级定期会晤机制。从 2004 年起，上合组

织成员国定期举行执法和军事部门的会晤。执法领域包括安全会议秘书会议、

公安内务部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检察长会议等机制，通过多边合作

积极开展相互间的司法协助工作，在涉境外案件的调查取证、缉捕和引渡罪

犯、涉案款物移送等领域进行合作；发展成员国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直接合

作机制；建立有效的司法信息交换机制；加强检察机关之间的交流。军事领

域包括国防部长会议、总参谋长会议、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部门领导人会议、

禁毒部门领导人会议、边防部门领导人会议和边境互察制度等。上述会议会

晤机制成效逐步显现，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执法合作减少了制度障碍，促

进了安全问题的协商和情报交流，对成员国开展多边执法合作和军事安全合

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组建了地区反恐怖常设机构。2004 年 6 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正式

成立，该机构包括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主要行使四项职能：就打击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与本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及国际组织保持工作联系，

加强行动协调；参与准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国际法

律文件草案，与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反恐委员会、国际和地区组织共同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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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威胁的有效反应机制；收集和分析成员国提供的有关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信息，建立反恐机构资料库，为开展

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提供建议和意见；筹备举行学术研讨会，交流打击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经验。

禁毒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之间建立了领导人、

高官、专家工作组三级会晤机制，为禁毒部门强化交流与组织协调奠定了基础。

同时还建立了法律基础、禁毒执法、易制毒化学品管控和减少需求四个专家

工作组，基本涵盖了上合组织禁毒合作的主要领域，为务实合作开辟专家对

话平台。

确立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2002 年 1 月 7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

长非例行会议通过了应急机制原则：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两国以上的外长可

提出倡议，召开六国外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协调立场；可以以外长声明

的形式，阐述上合组织对事件的看法和主张。应急机制的确立对于地区安全

治理有特殊的重要性，为上合组织应对突发事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创造了

有利条件。

（四）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始于边境安全合作，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不断变

化，不同时期安全合作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并且伴随上合组织安全机制的不

断完善，务实合作由反恐合作扩展到防务合作、执法合作。

打击“三股势力”是上合组织根本任务之一。20 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

在反恐能力建设、情报交流、去极端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方面展开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

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提升成员国执法安全部门反恐合作能力。首次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双边军事演习于 2002 年 10 月由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举

行。此后，上合组织每年举行双多边反恐军事演习，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

强的“和平使命”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系列演习。2003年 8月，中、俄、

哈、吉、塔五国举行代号为“联合 -2003”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共有 1000

余人参加。这是上合组织首次举行多边跨境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标志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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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2007年 8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俄罗斯举行了“和

平使命 -2007”联合反恐军演，这是首次由上海合作组织全体成员国参加的

反恐演习。在演习中，各成员国交流了反恐作战的研究成果，完善了联合反

恐作战运行机制，为未来联合反恐作战奠定了基础。2008 年 8 月，各成员国

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的程序协定》，进一

步规范了联合反恐演习的程序，为执法安全部门联合反恐演习机制化建设提

供了法律保障。2019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举行了“团结协作 2019—2021”边

防特别行动、“萨雷阿尔卡 -2019”联合反恐演习等。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有

各成员国国防、边防等部门各兵种的参与，编织了立体的反恐合作网络，积

累了丰富的反恐经验。同时，以加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为目的的联合

反恐军事演习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在于，演习可以对恐

怖主义产生威慑效应，体现出成员国强大的反恐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推动成

员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合作，提高上合组织的国际威望。实际意义在于，增

强成员国执法安全部门反恐合作能力，促进成员国间的信息交流，共同探索

打击“三股势力”的方法，同时也有益于中亚成员国提高自身的防卫能力。

建立多种形式的情报交流机制。上合组织重视地区反恐怖机构功能，包

括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数据库（提供参与国际恐怖、分裂和其他极端组织活

动的人员信息等），各方主管机关相互提供情报线索，定期交流反恐信息，

举行多边反恐研讨会。截至 2019 年 3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恐怖分

子数据库已有 4.5万余人的信息数据。

重视反恐新问题，加强去极端化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随着国际与

地区恐怖主义形势新变化，上合组织反恐合作进入深耕阶段。2017 年签署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指出，上合组织

重视青年人参与“三股势力”问题，强调须加强对青年人的去极端化教育工

作，继续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寄语》及其实施纲要，强调防止

宗教不宽容、排外心理和种族歧视思想传播。上合组织还强调网络恐怖主义

的严重性和合作的必要性。2019年举行了“厦门-2019”网络反恐联合演习，

2020 年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打击利用互联网等渠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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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声明》。 

多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团结协作，务实行动

积极有效，“三股势力”的发展蔓延得到有效遏制。成员国安全形势可控，

尤其是中亚成员国的安全形势已有明显好转：一是重大恐怖活动大为减少，

类似在首都等大城市发动暴恐袭击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已鲜有发生；二是通

过密切的情报交流、联合执法抓捕恐怖分子等行动，原来在中亚费尔干纳地

区十分活跃的恐怖势力被削弱；三是合作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流通，在当前国

际恐怖主义猖獗的形势下，中东圣战分子回流中亚的势头被有效遏制。

在执法合作方面，成员国加强禁毒合作、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重视司

法部门沟通和人员培训。

积极开展联合禁毒、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等执法行动。上合组织成员国

举行了“捕鼠器”“蛛网”等一系列国际禁毒行动，成效显著。在上合组织

框架下，还多次举办禁毒官员培训班，为成员国禁毒部门官员之间开展交流、

加深了解、提高执法工作能力提供条件。上合组织重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活动，就反洗钱、能源运输管道安保等开展合作。2019 年 5 月，上合组织在

杜尚别举行了“打击恐怖主义及通过贩毒、有组织犯罪等活动资助恐怖主义

国际地区合作”高级别会议。

积极就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新问题展开沟通与对话。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上提出：“中方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旨在

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1] 2021 年，上合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签署了《关于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的声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方高度关注生物安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 2020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上建议，开展疫情信息共享、药物和

疫苗研发合作，与国际社会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

[1]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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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2]　“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上的发言”，中新网，2020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5-13/918340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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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务合作方面，成员国围绕边境防务合作、人员培训等领域开展了广

泛合作交流。边境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防务合作的重要内容。“上海五国”

时期的边境安全合作全面深化了地区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和信任，成为建立上

合组织的坚实基础。上合组织成立后，边境安全合作深入发展，中国和俄罗

斯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军事援助，培训中亚国家军事人员，以加强边境地区防

务为重点内容。与此同时，成员国多次举行以反恐为课题的多边或双边联合

军演。

（五）积极推动阿富汗和解与重建

上合组织成立不久，“9·11”事件爆发，美国等北约国家以反恐之名

进军阿富汗，20 年来，不但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反而让阿富汗陷入战乱

的泥潭。上合组织一直关注阿富汗局势，积极推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在

历次元首理事会发表的宣言中均涉及阿富汗问题，清晰阐明对阿富汗问题的

立场。2005年 11月 4日，上合组织秘书长与阿富汗驻华大使在北京签署《关

于建立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组的议定书》，旨在就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在共

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合作提出建议，联络组成员包括上合组织秘书处官员、

成员国驻秘书处代表和阿富汗高级外交官，是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合作的一座

重要桥梁，多次举行参赞级和副外长级会议，2009 年至 2016 年曾停止了相

关工作。自 2017 年恢复以来，联络组先后在莫斯科、北京和比什凯克举行 3

次副外长级会议，重点讨论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和解进程、上合组织与阿富

汗合作的优先方向等问题，制定下一阶段工作规划。2019 年 6 月 14 日上合

组织元首第十九次理事会会议通过了《“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组”下一步

行动路线图》决议，继续强化“上合组织 -阿富汗联络组”的工作。

上合组织高度重视阿富汗毒品问题，呼吁“在本组织框架内不断加强禁

毒合作”[1]，强调“应向阿富汗安全部门提供长期国际援助，以有效打击阿

[1]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比什凯克宣言（全文）”，华夏经纬网，2007 年 8 月 24 日，http://
www.huaxia.com/zt/tbgz/07-074/52318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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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的恐怖主义、毒品生产和走私”[1]。2009 年，上合组织同阿富汗签署了

《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行动计划》，双方同意开展禁毒合作，

构筑环阿富汗禁毒带。上合组织还为成员国与阿富汗开展禁毒合作搭建平台，

于 2019年 11月承办了“巴黎进程”专家工作组会议。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成员国向阿富汗积极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中国

在医疗、教育、经济建设、人员培训等领域提供援助，通过军事援助和人员

培训等方式帮助阿富汗建设国民军。俄罗斯通过各种渠道向阿富汗提供援助，

如俄罗斯国防部在 2002—2005 年期间向阿富汗提供了总价值为 2亿美元的车

辆和其他军事设备；还提供了可观的人道主义援助，在 2007年 8月宣布免除

阿富汗欠俄的 110 亿美元债务，免除数额占阿欠俄债务总额的 90%。[2] 中亚

国家成员国也向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阿富汗修建公路、学校、

医院等。2009 年 11 月，哈萨克斯坦与阿富汗签署了两国政府间关于教育领

域合作的协议。2021 年 3 月，乌兹别克斯坦宣布修建跨阿富汗铁路项目（马

扎里谢里夫—喀布尔—白沙瓦）。

二、成就取得的原因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成就的取得是地区安全形势和成员国共同促进的结果。

（一）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

共同的安全诉求是凝聚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合作的内生动力。20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1994年和 1996年，

俄罗斯车臣地区两次爆发战争，高加索地区恐怖活动猖獗。1999—2000 年是

中亚遭遇暴恐袭击的高峰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

[1]　“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外交部网站，2009 年 3 月 27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554794.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2]　“俄将免除阿富汗90%债务 剩余一成有望‘一风吹’”，中国日报网，2007年8月6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8/06/content_6013673.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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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十分活跃，发动多起重大恐怖袭击，极端主义传播泛滥，

对中亚国家构成严峻安全挑战。同时，阿富汗战乱与上合组织所在地区形势

紧密相关，中亚“三股势力”的泛滥以及跨国犯罪活动大都与阿富汗的战乱

和毒品种植、走私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在成立初期就

将打击“三股势力”、遏制毒品的生产与走私等视为主要任务。2001 年《上

合组织成立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尤其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

区安全。各成员国将为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而紧密协作。”[1] 2004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塔什干宣言》强调：“对

国际恐怖主义、地区冲突与危机等复杂挑战，能够并且应该在多边主义、各

国相互协作、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予以应对。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条

件下保障世界安全和稳定。本组织愿在自己的行动中坚决奉行这些原则，并

准备以此为基础积极与所有国家和多边组织进行积极合作。”[2]

上合组织重视阿富汗战乱及恐怖主义外溢给地区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

通过机制化建设、务实安全合作，为地区国家提供有效可靠的安全合作平台。

上合组织主张“进一步提高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禁毒合作机制的效率”，“强

调应加强应对毒品威胁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呼吁“抵制恐怖主义思潮蔓延，

将更积极地利用地区反恐怖机构的潜力和条件，结合本组织框架内进行的联

合反恐演习，为遏制恐怖主义威胁做出更大贡献”；“愿大力打击非法贩运

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3] 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和

中亚各国对合作安全需求的延伸，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中亚国家在维护

地区和国家稳定的重心，中亚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需求更加迫切。共

同的安全诉求凝聚成员国安全合作共识，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共同面临的安全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塔什干宣言”，外交部网站，2004 年 6 月 18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40094.shtml。
（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

织犯罪的声明”，外交部网站，2009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 683106/ t554795.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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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推动该组织将安全合作作为优先议程并不断予以加强。

（二）先进合作理念的纽带作用

上合组织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

份加入，成立了上合组织，2017 年 6 月印度、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

成员国增至八个。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包括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国力较

弱的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安全利益和诉求存在差异，但面临的

非传统安全挑战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各成员国唯有真诚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20 年来，安全合作既是上合组织的起点，也是推动上合组织机制建设、合作

共赢理念不断成熟的动力。2014 年 5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亚

信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

安全之路。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得到了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高度认

可。习主席在 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呼吁，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

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 2019 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习

主席进一步提出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安危共担的典范。在 2020 年 11 月上合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视频会议上，习主席提出要弘扬“上海精神”，加强抗

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建卫生健康

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新形势，

努力打造“四个共同体”，是确保上合组织地区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先决

条件。上合组织秉持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不谋求建立军事政

治同盟，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开创了以不结盟为基础的、大小国

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三）中俄两国引领作用

上合组织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两国高水平的战略协作是上合组

织安全合作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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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推动上合组织新型安全观的确立和发展。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俄

两国积极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1997年 4月，

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

合声明》，指明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强调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

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

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2005 年 7 月，中俄两国

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于 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吁国际社

会共同努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强调此架构应以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政治基础，以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为经济基础，并应

建立在尊重各国平等安全权利的基础上。2001 年 6 月中俄与上合组织其他成

员国共同签署的《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强调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

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

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

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俄皆大力支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为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作出突出贡献。上合组织多边反恐军事演习“和平使命”正是始于

中俄两国的双边演习。2005 年 8 月，中俄在山东举行“和平使命 -2005”联

合军事演习，这是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首次战略级联合演习。2009 年 7 月，中

俄两国再次举行上合组织框架下反恐演习。在中俄推动下，上合组织多边反

恐军事演习陆续在成员国举行。

中俄重视上合组织在禁毒、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为上

合组织安全合作提供物资和人员培训等公共产品。仅以中国为例，从 1994年

起，中国开始向哈、吉、塔、乌等国国防部提供军需物资、医疗器械、各种

汽车和教学用语音设备等无偿军援。同时，中国还大力支持中亚国家军队人

员培训，培训的专业分布较广，有高、中、初级指挥，特种作战，汉语，中医，

武术，擒拿格斗等。[1]

[1]　李抒音：“上海合作组织军事合作综述”，吴恩远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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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上合组织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上升，

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任重道远。

（一）阿富汗形势变化导致地区安全挑战增加

阿富汗内战双方仍处于边打边谈状态，国内各派武装力量伺机而动。

2021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5 月 1 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

未来安全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阿富汗持续的战乱以及国际恐怖势力的渗

入波及中亚，令中亚国家边境地区（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面

临有组织犯罪、恐怖袭击、非法武装力量滋扰等挑战。盘踞在阿富汗的国际

恐怖势力企图把中亚打造成“恐毒流通中间地带”，即建立“中亚武装分子

运输走廊”，把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中亚国家籍战斗人员运回中亚从事暴恐

袭击。这些恐怖组织与国际贩毒集团合作，通过运毒通道回流中亚。阿富汗

北部恐毒势力的进一步合流已使部分中亚国家监狱暴乱和恐怖袭击等与之相

关的案件有所增加。

（二）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

来自中东、南亚、高加索、中亚的武装人员与“伊斯兰国”和哈卡尼网

络、“安拉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车

臣恐怖组织等恐怖组织整合 [1]，过去在中南亚的恐怖组织成员以某一民族为

主，现在是混杂了不同民族的恐怖分子，使反恐工作更加艰巨。在“伊斯兰国”

溃败、大量国际恐怖组织转移到中南亚之后，上合组织地区面临的国际恐怖

主义威胁上升。2020 年俄罗斯执法部门共成功制止 61 起恐怖犯罪，其中包

括 41 起恐怖袭击。[2] 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破获 4 起极端组织活动，拘捕

[1]　Боевики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пополнили ряды афганс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ов. 10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centralasia.media/news:1667510.（上网时间：2020年 12月 11日）

[2]　Спящие ячейки не проснулись. 8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rg.ru/2020/12/08/bortnikov-
otchitalsia-o-rabote-fsb-za-god.html?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上网时间：2020

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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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吉尔吉斯斯坦阻止 2 起恐怖袭击，逮捕 29 名恐

怖分子及其同伙；2020 年 1—6 月，塔吉克斯坦共登记 875 起带有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逮捕 200多名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犯罪嫌疑人，

阻止 2 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2020 年 1—7 月，哈萨克斯坦共发生 33 起恐怖

主义犯罪。[1]

（三）新冠肺炎疫情催化地区不稳定因素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亚国家纷纷采取关闭国境、封城管控等措施，一

些行业面临倒闭风险，各国经济普遍大幅下滑，货币贬值、失业率飙升、对

外贸易跳水、外债上升、贫困加剧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陷入了严重经济危

机，社会民生趋于严峻，特别是出国务工人员大幅减少，以侨汇为生的居民

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伴随着失业、物价上涨等因素，社会治安的压力不断增大，

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极端思想渗透、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等原有安全问题并未

得到有效遏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复杂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上述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甚至有演变为大规模动荡和激烈社会冲突之势。吉尔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冲突频发。2021 年 4 月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

境居民发生冲突，升级为武装力量交火，造成至少 52人死亡、近 300人受伤。

（四）大国博弈加剧带来地缘政治冲击

美国将中俄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各地区、各领域展开对中俄的围

堵挤压。2020 年 2 月，美国推出《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旨在

强化中亚国家主权意识，挑拨中俄与中亚国家关系，削弱中俄在中亚影响力。

美国以“C5+1”外长会晤机制为平台，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重点

国家，全方位多领域加强对中亚国家渗透，试图将中亚国家与中俄剥离。美

国在中亚渗透的主要手段包括组织大型抗议活动、加强舆论攻击、培育亲美

反对派和“街头革命”青年群体，在实际行动、舆论传播中强化美国在中亚

[1]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 начала года 32 человека осуждены за терроризм. 20 августа 2020, 
https://www.inform.kz/ru/v-kazahstane-s-nachala-goda-32-cheloveka-osuzhdeny-za-terrorizm_
a3685594.（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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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形象。美国还炒作涉疆议题，扶持中亚国家涉疆反华组织，丑化

贬低中国形象，煽动当地民众仇华情绪。

四、深化安全合作的基本路径

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工作重心。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上合组织

成员国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各成员国应当进一步完善共同应对危机的相

关机制，推动安全合作的行动能力，不断拓宽深化务实安全合作，为本地区

国家繁荣稳定保驾护航。

（一）强化安全共同体意识，打造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成员

国的共同需求是稳定与发展。其中，稳定是前提，有稳定才有发展。“安全

共同体”理念切合成员国共同需求。当前各成员国面临的挑战是相同或类似的，

诸如阿富汗战乱、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新冠肺炎疫情、贫困等挑战都是上

合组织成员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上合组织应继续强调“安全共同体”理念，

培育成员国对地区共同安全的认同。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对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也有较大差异，各成员国需要在安全合作领域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理念强调各成员国的共同威胁与去

极端化的共同任务，有助于成员国对地区安全治理问题树立正确认知，为更

深入的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日益复杂严重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面前，

上合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深受其害，对安全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是各国在

务实安全合作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加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共识与合作，

才可能战胜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1]

（二）明确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优先目标。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9年至2021年合作纲要》，强化防务安全、

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作，加强相关法律基础和能力建设等务实合作举措。

[1]　苏畅：“安危共担，携手打造上合组织安全命运共同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中心编：《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



84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具体而言，需要深化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根据《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

公约》进一步促进各成员国对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进行统一认定，加强对阿

富汗北部恐怖组织信息的跟踪。加强打击分裂势力，在应对“三股势力”问

题中不能只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进行合作。加强去极端化合作，中俄

在去极端化方面有丰富经验，同时中亚国家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可专

门就去极端化建立务实合作机制。加强人员培训、网络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合作。

（三）防范和降低来自阿富汗的安全风险。当前，阿富汗形势复杂多变，

恐怖威胁抬头、毒品威胁有增无减，美国、北约军队撤出，有可能造成安全

真空，潜伏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子将向中亚等地渗透，严重威胁地区

安全。成员国应深化边境安全合作，构筑有效的安全屏障。应充分考虑到阿

富汗问题的综合性，有重点参与阿富汗事务。用好“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

组”机制，发挥其安全功能，设置具体的、务实的议程。除传统的安全合作外，

还应高度重视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比如，加强在禁毒领域中的联合执法行动，

共同管控易制毒化学品外流：加强情报交流与合作力度，实施涉毒犯罪情报

共享机制，斩断涉毒犯罪外流渠道；尝试开展“控制下交付”，切断跨境毒

品犯罪链条；加强禁毒部门人员培训，增进禁毒部门和人员的相互了解及配

合程度；建立易制毒化学品及前体跟踪机制，监控易制毒化学品及前体流向。

【完稿日期：2021-5-5】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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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

  成就、启示与前景 *

    阎德学

〔提   要〕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三大支柱之一，区域经济合

作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区域共同发展繁荣打造了强劲引擎。上合组织成

立二十年来，在制度建设、贸易水平、投资合作、金融合作、互联互通

等经济合作领域，走出一条切合地区发展的新路，取得了丰硕成果。这

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政治互信，离不开区域

经济发展诉求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引领作

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老问题，上

合组织需要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保障，创

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携手共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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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年来，在安全合作、

经济合作、人文合作“三大支柱”领域求真务实、团结合作，“树立了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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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

重要的建设性力量”。[1] 作为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柱，区域经济

合作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建立共同繁荣的经济纽带，为地区合作持续注入

内生动力，成为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典范。

一、经济合作成就斐然

从 2001年到 2021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大框架下，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具体指导下，上合

组织各成员国积极努力，克服重重阻力，不断开拓合作新领域，创新合作新

模式，在制度和机制化建设、贸易水平、投资合作、金融合作、互联互通等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大大增进了各成员国的人民福祉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

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一）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框架日趋完善

首先，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不断巩固。2001 年 9 月，上合组织第一

份区域经济合作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

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签订。其后，上合

组织不断夯实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先后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主要包

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3 年）及《< 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 实施措施计划》（2004 年）、《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

同倡议》（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2012年）、《上

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2015 年）、《2017—2021 年进一步推动

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2016 年）、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

作纲要》（2019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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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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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2021—2025年》（2020年）。此外，上合组织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涵括海关、金融合作、电子商务、交通运输、能源、旅游、农业、生态环保

等诸多领域，为上合组织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

其次，政府间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

理事会是最重要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与

优先方向，解决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原则和迫切问题，批准组织年度预算。[2]

截至 2020 年，上合组织已成功举办 19 次会议，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入

发展，相继建立经贸、交通、农业、科技、财政、央行等多个部长级协调机制，

设立 1 个经贸高官委员会和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

力、能源、信息和电信等 7个专业工作组具体负责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此外，

还增设银行联合体、实业家委员会和经济智库联盟等 3 个非政府合作机制，

以及 1 个金融机构，即中国 - 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3]，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各

项目标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

最后，地方经济合作机制开拓合作新方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机

制在 2005年首届欧亚经济论坛上被正式提出。为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地方合作，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陕西省杨凌示范基地、广西防城港市中印

医药产业园、中国 -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相继成立，不断

探索地方经贸合作新路径。2020 年 10 月 29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一届地方

领导人论坛以视频方式召开，标志着地方合作机制正式启动。目前，位于中

国 -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俄罗斯中心已启动建设，致力于打造中

俄地方合作的新平台、新桥梁。[4] 上合组织地方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理念

到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夯实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基础。

[1]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成就斐然”，人民网，2018 年 6月 4日，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18/0604/c1002-30035160.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5日）

[2]　“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 年 6 月 5 日，https://www.yidaiyilu.gov.
cn/zchj/rcjd/15280.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5日）

[3]　刘华芹、于佳卉：“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20年回顾与展望”，《欧亚经济》

2021年第 1期，第 22页。

[4]　“中国青岛与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着力推动经贸合作”，新华网，2021年 2月 26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2/26/c_1127143298.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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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贸易水平达到历史最高

一是区域贸易规模达历史最高水平。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001 年上合组织 6 个成员国贸易总额仅为 6720 亿美元，到了 2019 年已达

1125158亿美元。[1] 在 2019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双边贸易额就达 3063亿美

元。[2] 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贸易总额从最初的 120 亿美元发展到 2019

年的 2588 亿美元，增长了 20 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区域贸易

额出现小幅下降，但 2021 年仍呈增长势头。截至 2020 年底，中国是俄罗

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以及塔吉克斯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连续

11 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3]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

也日益密切，比如塔吉克斯坦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约占该国外贸总额的

90%[4]；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贸易额达到 64 亿美元，与俄罗斯贸易

额达到 56亿美元 [5]。

二是区域贸易互补性日益增强。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中，

中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轻纺服装产品；进口则以能源、矿产、农产品和木

材为主，贸易互补性很强。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2019 年，中方从上合组织

成员国进口原油占进口总量的 15%~20%，天然气占进口总量的 1/3；中方从哈

萨克斯坦主要进口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从印度主要进口矿产品、

[1]　基础数据参见 UN Comtrade Database 网站，https://comtrade.un.org/data/。（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18 日）

[2]　同上。

[3]　“中国连续 11年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方财富网，2021年 4月 9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96534542770424744&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4]　“塔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约占其外贸总额的 90%”，商务部网站，2020年 12月

23日，http://tj.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12/20201203027976.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10日）

[5]　Трудный год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 общем фоне влияние пандемии 
на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ШОС сказалось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11 февраля 
2021,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BIeWCs2cl2MJ:infoshos.ru/
ru/%3Fidn%3D26645+&cd=1&hl=zh-CN&ct=clnk.（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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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品、金属制品和农产品；从巴基斯坦主要进口木材、农产品、棉纱、谷物、

矿砂和纺织原料等。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19 年，中方对俄罗斯和哈萨克

斯坦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纺织品和机电产品，占比分别达 48.5% 和 49.5%；对

印度出口的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比 46%；对巴基斯坦出口的机电产品占比也

超过 1/3。[1]

三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中国大型电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了

多领域、多模式的合作。比如，阿里巴巴与俄罗斯合作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AliExpress Russia，其包含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速卖通”的在俄业务。

当前，“速卖通”成为最受当地百姓喜爱的第一大电商，其中注册的俄企已

达 10000 家，通过搭建电商基础设施，极大推动了俄罗斯本地电商的发展。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合作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比如，阿里巴巴集团帮助

哈萨克斯坦开展中小企业电商培训，推动哈萨克斯坦电信旗下的支付业务与

支付宝合作，以及哈萨克斯坦邮政和菜鸟网络合作。为扩大哈萨克斯坦产品

的出口，哈萨克斯坦贸易部门在 2020 年推动 50 家当地企业在阿里巴巴上完

成注册。[2]

（三）区域投资合作成果惠及民生

一是区域投资稳中有进。据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stat）统计，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逐步增强。从投资流量看，2001 年上

合组织成员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仅为 526.2 亿美元，到了 2019 年已达

2315.6 亿美元。[3] 特别是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增长迅速。上合

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表示，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两次，一次是在 2008 年、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启动了巨大的投资计划，第二次就是在 2020 年

[1]　刘华芹、于佳卉：“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20年回顾与展望”，第 24-25 页。

[2]　“哈萨克斯坦贸易部门将推动 50 家当地企业入驻阿里巴巴”，《电商报》2020 年

10月 30日。

[3]　根据联合国贸发数据库统计，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
aspx?ReportId=96740。（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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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全球投资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仍是海外投资量最大的国家。[1] 从

投资存量看，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

计 352.1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1.6%，[2] 相较 2003 年的 1.01

亿美元，增长了 348.6 倍。[3] 其中，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分别从 2003 年的 0.2 亿美元、0.01 亿美元达到 2019 年的

15.5 亿美元和 19.5 亿美元，成为吉、塔两国最大投资来源国。此外，中国

还是巴基斯坦过去 9 年海外最大投资来源国 [4]，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投资

来源国，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

二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优化。过去 20年间，成员国围绕区域内发展问题，

在能源、基础设施与产能以及农业技术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尤其是在共建

“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投资建材、汽车、家电组装等制造业项目增多，带

动了各国产业转型升级。以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为例，由最初的集中投资油气、

炼化等行业，转为多元投资农业、金融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科研和

技术服务业等领域。中国的投资由资源型行业向加工制造型行业转移，在成

员国建设 37个产业园区，形成较好的产业聚集效应。

三是投资项目成果直接惠及民生。中国企业承建的项目，像达特卡—克

明输变电工程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电力资源分布不均、输送不畅的历史；奥

什市医院为当地民众提供中亚地区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中吉乌（兹别克斯坦）

公路成为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脉；亚湾—赫达特铁路桥隧道的贯通，使

塔吉克斯坦南北相隔的铁路变成通途；杜尚别热电厂的建成，让塔吉克斯坦

[1]　“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未来将持续加深和中国的合作”，经济观察网，2020年

11月 25日，http://www.eeo.com.cn/2020/1125/438103.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8日）

[2]　“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

2020年 9月 16日，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2009/20200903001525.shtml。（上

网时间：2021年 4月 8日）

[3]　“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2016年 9月 22日，http://
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1609/20160901399223.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8日）

[4]　“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云南省对外投资合作网，2020 年 10 月

28日，http://www.ynoiec.org.cn/cgi-bin/detail/376250/swt/news_5/1/news_5/%40TXTNEWSITEM_
YNDWTZ/0/0。（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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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冬季缺电成为历史；索格特水泥厂、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中泰塔吉克斯

坦农业纺织产业园、矿业冶炼工业园等项目顺利实施，成为塔吉克斯坦工业

化的加速器。[1] 中国还积极展开与成员国之间的农业合作，让当地百姓有更

多的获得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内投资项目合作，如乌

兹别克斯坦最大聚氯乙烯项目正式投产，为各成员国复工复产做出了贡献。

（四）多元融资渠道助力区域金融合作快速增长

《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合作（联合体）协议》于 2005 年签署，标志着

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正式形成，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最重要的区域金融合作

平台，其后历经 15年发展，取得优异成绩，形成多个融资渠道，有力支持上

合组织的发展。

首先，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对各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对改善各成员国

的通信、交通、电网、水利、土壤改良、农业以及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各国经济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是上合组织国家优惠贷款的主要提供者。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

国的项目合作贷款余额 496 亿美元，累计对上合组织银联体成员行和伙伴行

发放贷款 87亿美元、人民币贷款 100亿元，[2] 并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

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成为贷款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成员行。

其次，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机制建设、项目

融资、规划合作、人员培训、政策调研等全方位合作，支持本区域和各国经

济发展、改善民生。[3]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还积极推动货币互换以及本币结算。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五国签署有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 1607 亿元人民币。[4] 2020

[1]　“这些中资企业承建的明星项目‘被点名’了”，搜狐网，2019年 6月 16日，https://
www.sohu.com/a/320903223_100113069。（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8日）

[2]　“国开行在上合国家贷款余额已近 500亿美元”，新华网，2019年 6月 13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3/c_1124618365.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5日）

[3]　“国开行：为上合区域经济稳定和复苏提供金融支持”，中证网，2020年 4月 26日，

http://www.cs.com.cn/sylm/jsbd/202004/t20200426_6050417.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5日）

[4]　根据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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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强调

成员国支持相关国家在相互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并扩大本币结算份额，将对

《上合组织成员国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草案进行讨论。[1]

最后，上合组织成员国金融机构以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为依托，不断创

新完善银保合作、银企合作等多种金融合作模式。譬如，首个中俄金融机构

合作交流平台——“中俄金融联盟”，现有成员银行 68家，其中中方 32家，

涵盖“一带一路”圈定的 12 个重点省份；俄方银行 36 家，22 家总部设在莫

斯科，14 家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合作领域涉及跨境

融资、资金清算、本币结算、外汇交易、外币现钞、电子银行等十多个方面。[2]

此外，2017 年中哈签署《关于设立中哈农业发展基金的框架协议》并设立总

额为 20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为拓展两国农业合作和产能合作提供资

金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全国统一结算中心与中国银联国际支付系统联通，为

成员国之间的支付结算合作积累了经验。

（五）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于

2003 年通过后，互联互通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重点。

2019 年通过的新版《纲要》，更是把加强成员国的互联互通作为未来 15 年

区域经济合作优先发展事项之一。在《纲要》的指导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在

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快速发展，努力推进“陆海空数”四位一

体的设施联通格局。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迅速。首先，中欧班列作为互联互通的标志性成果，

跑出互利共赢“加速度”。2020 年“钢铁驼队”全年开行 12406 列，同比增

长 50%，综合重箱率达到 98.4%，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助力中欧共同抗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人民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1111/c1002-31926174.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5日）

[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俄金融合作探索”，走出去导航网，2019年 5月 20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031617026711564&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5日）



93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成就、启示与前景

疫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口岸”系统也进一步推动了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1]

其次，跨境公路成为互联互通的亮点。目前，中国已与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

在内的 27 个国家打通跨境公路运输通道，7000 公里以上的跨境公路货运时

效缩短至两周左右。联通中国与中亚五国、蒙古、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直至

欧洲的国际公路运输线路逐步丰富，初步形成与海运、空运、铁路运输优势

互补的、以公路运输为基础的“中欧物流新通道”。[2]

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新增长点。中亚天然气管于 2009 年 12 月投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输气量逾 3359 亿立方米。每年从中亚天然气管道输

送到中国的天然气，约占中国同期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15% 以上。从俄罗斯西

伯利亚到中国长三角，长逾 8000 公里的“元首项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也

已投产通气，依据合同，俄罗斯 30年内将向中国市场供气超 1万亿立方米，

管道满负荷运行后每年供气能力将达 380 亿立方米，[3] 开启了能源互联互通

互利共赢新篇章。

电信基础设施注入发展活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落实“向

西开放”战略，搭建亚欧快速通道，在现有中哈、中俄陆地光缆系统的基础上，

全力推进中哈俄和中蒙陆地光缆系统建设，同步规划建设中吉、中塔陆地光

缆系统。[4] 目前，中国新疆已与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新开通 17条跨境光缆，

加强数字互联互通。2020 年 11 月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提出：“加强数字互联互通，打造新的增长点，

增强投资吸引力，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前景和机遇。加强该领域务实合作

有利于提升上合组织成员国技术竞争力、增进经济和社会福祉。”[5]

[1]　“增长 50% ！ 2020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2406 列”，新华网，2021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19/c_1127001191.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3日）

[2]　“畅通国际道路运输 保全球供应链坚韧”，《中国贸易报》2020年 5月 4日。

[3]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在即 擘画中俄能源合作新蓝图”，《人民日报》

2019年 11月 30日。

[4]　“跨境光缆项目落地新疆 助力亚欧通信一体化”，《中国青年报》2013年 9月 7日。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11/c_1126723439.htm。（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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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成功启示

作为欧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的持续发展是以各成员国

的经济合作为基础，通过建立共同繁荣的经济纽带，不断为地区合作注入内

生动力而成就的。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就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趋势，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增强本地区经济实力，

提高本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1]，作为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

着力推进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上合组织经济合

作是在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局势中走出了一条切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新路。

（一）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政治互信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前提

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

组织的创建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作为冷战后在欧亚内陆诞生的最重

要国际组织之一，各成员国之间高度互信是上合组织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

要素。这种充分的政治互信也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上合组织政治互信源于“上海精神”，这是上合组织成员国能够在冷战

后复杂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中认清时代发展方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关键。“上

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

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开

了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2]在“上海精神”

的指引下，上合组织成员国以积极的态度和开放的立场投入地区经济合作的

进程中，并且通过一系列国际协议搭建起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基础架构。

从 2001 年 9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首次政府首脑会议开始，经济合作就一

直是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推进的合作方向。2005 年之前，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主

[1]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总理首次会晤发表新闻公报”， 中国新闻网，2001年9月15日，

https://www.chinanews.com/2001-09-15/26/122548.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3日）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 年 6 月 10 日，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8/content_5301804.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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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为组织内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建章立制”。各成员国充分利用上合政

府首脑会晤机制及其下属的经贸、交通等各种部长会晤机制，针对上合框架

内的经济合作建设提出各种纲领，建立相关机制。2001 年签署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3 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

要》以及 2004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

施计划》，这三份文件构成上合框架内开展经济合作的政策基础，并在此基

础上设置了多个部长级协调机制、经贸高官委员会和专业工作组。2005 年之

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逐渐由宏观的战略设计向微观的具体领域拓展，

经济合作进入了“细致描绘”阶段，很多非政府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

角。在金融领域，2005年 10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多家银行机构共同设立了“上

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金融合作创造了有利条

件。[1] 在实业领域，2006 年 6 月，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实业家委员会”，其为推动和协调各国在多个领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上合组织成员国充分运用各种政府间渠道和非政府渠道，

成功推动能源、交通、农业、通信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建

设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不断取得有益成果。

无论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框架的创建，还是具体领域的合作项目落地，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充分的政治互信是取得所有成就的前提。上合组织成员

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现实利益等多个方面的复杂矛盾，

推进多边经济合作的阻力非常大。但上合组织的建立，使得成员国之间得以

通过多层次互动，充分展开对话，增信释疑，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建立

起较为巩固的政治互信，从而为在复杂环境中推进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诉求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

上合组织成员国多为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国民经济、提升

民众生活水平有着迫切的需求。以中亚成员国为例，其获得主权国家地位的

[1]　戚振宏：《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

第 6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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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短，产业结构不完善，资本投入匮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发展的滞后是很多中亚国家所

面对的各种政治、安全、宗教、文化问题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解决经济发

展问题，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然而，很多中亚国家能源储量

丰富，或者拥有很多其他可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网络的生产要素，因此，对

于建立适当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或者区域性经

济一体化组织是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常规路径，特别是对于身处

欧亚大陆腹地的众多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与邻近区域国家的经济合作，建

立更加广泛的自由贸易市场，有利于在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整合生产要素、

释放本国经济潜能，最终促进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

当然，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纠葛

的利益关系，在长达 20年的经济合作实践过程中，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也不断

尝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关系。由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存在传统的经贸纽带，

俄罗斯更加倾向于借助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由原苏联国家组成的地区经济组

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而将上合组织视为处理地区安全议题的主要机制。此外，

其他域外国家在中亚地区也设立了多项区域合作机制，试图吸引中亚国家的

参与。[1] 因此，上合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成员

国之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摸索与磨合。

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协调下，上合组织虽然尚未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方面取得突破，但在许多具体领域都取得了务实成果。上合组织框架本

身也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搭建起一个有效的经济交流信息平台、顶层的

政策协调平台、初步的金融投资平台。可以说，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诉求构

成上合组织开展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内生动力，也是 20年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取得所有成就的核心驱动。

[1]　王远志、石岚：“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 6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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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主要引领作用

作为冷战后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引擎之一，中国对于经济合作对上合组

织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上合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的重要价值也有着鲜明的认知。因此，从上合组织创建伊始，中国就积极

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尝试从多个维度为上合经济合作增

添动力。中国的引领对于 20年来上合经济合作的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来说，中国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中各种合作理念和原则的重要提供

者。[1] 2001 年 9 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上合组织首次政府首脑会议上，中

方提出将“根据市场规则，遵循平等互利、相互开放、注重实效、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2] 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基本原则，得到了上合组织各成

员国的普遍认同，为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随后的 20年时

间里，中方坚持在上合框架内推进全球化意识、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上合组织形成共同发展的目标和愿景，支持上合组织

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贸易体系。

第二，中国是上合组织框架内自由贸易机制和相关倡议的积极推动者。

中国在开展经济合作的实践过程中，始终积极探索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构更

高层次的自由贸易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方案。可以说，“为推

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方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投入，体现了中方对开展

区域经济合作的决心和诚意”。[3] 在上合组织建立初期，中方投入各种力量

开展相关研究和对话，积极提出各种机制建设方案。许多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具有影响的经济合作安排，譬如实业家委员会、银行联合体等都是中方倡议

成立的。近年来，根据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中方还提出了诸如上合发展基金、

[1]　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与新时代中国多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

2期，第 5-8 页。

[2]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总理首次会晤发表新闻公报”，中国新闻网，2001年 9月

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2001-09-15/26/122548.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3]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基础日厚、蓄势待发”，商务部网站，2006年 6月 13日，

http://bgt.mofcom.gov.cn/article/c/d/200606/20060602425430.shtml。（上网时间：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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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开发银行等各种区域发展倡议，中方还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多个领域

的经济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实际上，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扮演了经济合

作火车头的重要角色。

第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渠道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

合作提供关键助力。为加快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创造条件，中国在过去 20年间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具体情况，在基础

设施、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关

键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还通过多种方式为上

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纾困资金援助，帮助上合组织成员国走出困境。2013 年，

中方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积极响应，中

亚成员国先后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中俄也就“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达成共识。从此，欧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有了新

动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

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考验，在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中方将继

续努力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为打造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

不竭动力。正如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上所强调：“我们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

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畅通区域经济循环。”[1]

三、新形势下深化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二十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稳步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加强能源合作、产能合作、设施联通以及各类经济走廊建设，展示出

双多边合作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了条件。

[1]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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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新华网，

2020年 11月 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10/c_1126723118.htm。（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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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注意到，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活动一

度陷入停顿，一些国家经济状况低迷，个别国家消极无为甚至从中作梗，上

合组织在发展中积累的问题，譬如组织外制度冲击、组织内成员国利益调适

等诸多矛盾也一并暴露，使其面临未曾有过的困难与挑战，实现全方位务实

合作依旧任重道远。

（一）区域外合作组织的稀释作用，制约经济功能发挥

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参与了多个经济合作进程，甚至承担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重要责任。区域外经济合作的迅速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成员国有

限精力和资源的分配，致使上合组织区域内合作的效用难以最大化。可以说，

区域外经济合作越是高效推进，对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稀释作用越是明显。成

员国间围绕各自地区经济一体化竞争加剧，单个成员国所获得的资源和动力

会随之减少。而美国的干预，则导致这种稀释效果更加明显。近年来，中美

战略竞争“角斗场”从全球层面转向地区层面，其中围绕亚太地区的经济规

则竞争最为激烈。[1]亚太地区正出现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中心的重视“高法律化”

的多边自贸区网络，通过大幅度提升区域内各国的制度化水平，来最大限度

地扩大经济合作水平。[2] 譬如，2018 年达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保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 95% 项目，

成为目前最高水平的自贸合作机制。[3] 此外，美日贸易协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日本以巨大的让步换得美日联盟的增强，提振了美国同亚太国家签

署双边自贸协定来瓦解多边主义世贸规则的信心。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

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

达成，其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也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1]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年第 4期，第 41页。

[2]　陈兆源：“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东南亚研究》

2017年第 5期，第 25-46 页。

[3]　郑建成、王卓：“CPTPP、美日贸易协定及中国的应对——基于日本与 CPTPP10 国

及美国贸易投资面板数据的分析”，《东北亚经济研究》2019年第 6期，第 7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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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先后与联合国、东盟、独联体、集安组织、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

亚信会议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或机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对话机制，积极

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进程，但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略显迟缓。上合组织

已同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对接，合作焦点在于构建以中亚国家为核心的统一经

济空间，形成各成员国互利共赢的“最大公约数”。[1] 但在国际制度竞争日

趋激烈的亚太地区，各类经济机制相互叠加，在一定程度也冲击了上合组织

经济合作的进程，影响了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在经济制度合作方面甚

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还是其他各类经济组织的成

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文牍主义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相较而言，中国倡导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更受欢迎。[2]因此，

上合组织可借鉴东盟和欧盟的做法，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在事关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

出共同声音、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与安全环境。

（二）组织内成员国矛盾和经济依赖担忧，造成发展动力不足

由于受到国家体制、政治意愿、行动能力制约，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

战略取向和优先顺序不尽相同，再加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利益诉求差异较

大等诸多因素，导致各方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合作模式，尚

未真正形成高度一致的政治和战略意愿，区域经济合作尚未真正成为各方认

同的优先方向。譬如，俄罗斯力图将上合组织发展成为对抗西方地缘政治势

力的制度结构；中亚各国则希望在经济层面搭上“中国的便车”，同时又担

心在经济合作中形成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上合组织能够发展至今，除了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之外，中

俄战略协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上合组织持续前进的主要动力。中俄

印之间存在一定的战略共识，但主要区域经济公共产品供给者或主要融资方

[1]　刁秀华：“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

年第 12期，第 115-117 页。

[2]　Mark Beeson, “Asia’s Competing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Quality versus Quant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8,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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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1] 对于中国来说，上合组织是中国制度性介入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

要依托，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大国互动模式从中俄双边协

调变为中俄印三边协调，而三方合作存在相对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印方的不

确定性。印度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唯一对“一带一路”持有异议的国家，并

在最后关头退出 RCEP。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积极争取印度支持美国对华遏制

战略。此外，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边境问题上的矛盾若持续激化，或将导致扩

员带来的所有优势和扩员成果“归零”，甚至可能会造成上合组织出现“瘫

痪”。[2]

（三）成员国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制约经济合作大幅推进

经过二十年的共同努力，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经济合作深入融合，改善了

营商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

2001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 GDP 总额仅为 1.67 万亿美元，而至 2019 年已达约

19.4 万亿美元；中、俄、哈、乌、吉、塔、印、巴的 GDP 比 2001 年分别增

长 10.7 倍、5.5 倍、8.2 倍、5 倍、5.5 倍、7.5 倍、5.9 倍、3.5 倍，增幅

均高于全球同期经济增长速度。[3]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

（2018—2020 年度）来看，除吉尔吉斯斯坦略有下降外，其他上合组织成员

国排名均有提升，中国、巴基斯坦、印度提升幅度均超过 35位。尽管如此，

上合组织框架下成员国经济合作依然面临一些挑战，突出表现为中亚成员国

的经济结构调整较为缓慢。中亚成员国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主体，但中亚

地区内贸易额始终不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4] 中亚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中

形成了依赖原材料和能源的单一产业结构，造成各成员国突出的经济竞争关

[1]　陈小沁、李琛：“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分析——基于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

《南亚研究》2019年第 2期，第 10页。

[2]　郭连成、陆佳琦：“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新机遇与新挑战”，《财经问题研究》

2019年第 3期，第 110-112 页。

[3]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9&
locations=KZ-CN-RU-PK-IN-TJ-KG-UZ&most_recent_year_desc=true&start=1960&view=chart。
（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4]　Sebastian Krapohl and Alexandra Vasileva-Dines, “The Region that isn’t: China, Russia and 
the Failur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8, 2020, pp.3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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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对域外大国的经济依赖。如何平衡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

平是非常现实的尖锐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可能引发整个区域性的

问题。另外，如何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电商数字平台等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也是必须研究的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采取限制人员、货物和服

务流动的防控措施（甚至隐含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因），上合组织区域内推动

落实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物流运输、标准认证、支付结算等全方位便利化

措施 [1] 进程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目前，中国和中亚国家疫情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控制，俄罗斯和印度仍面临巨大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区域供应链

正面临大范围重构和调整。要想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上合组织

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四）协调机制执行力不足与区域内行业标准不统一，影响政策落地效果

协商一致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基本决策原则，体现了平等协商的“上

海精神”，但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成效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上

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虽已设立经贸部长会议、经贸高官委员会以及

各专业工作组等各级磋商机制，但机制运转效率有待提高，机制执行层面缺

乏实质性的约束力，甚至存在部分机制空转的现象。比如，在确定区域经济

合作长远目标、贸易投资便利化、建立发展资金渠道、商谈多边投资保护协

定乃至确定双多边合作领域等方面，在市场开放、投资制度、海关、税收等

政策协调方面，甚至在已经确定的示范性多边项目的推进方面，往往出现“决

议多、落实少、运行慢、层级多、程序长、协调成本高，常常事倍功半”。

还比如，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在推动区域内金融合作方面，最多只能起到协

调辅助作用，对于巩固成员国之间的金融联系作用有限。[2]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新经济体加入上合组织，给上合组织协调带来新的

[1]　“商务部部长钟山：将从四方面落实重要经贸倡议”，新华网，2017年６月 10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10/c_1121118810.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2]　朱杰进、邹金水：“对‘中国倡议’的不同反应——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国际制

度行为选择”，《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 3期，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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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印度或将借助上合组织平台与中亚成员国在贸易和能源领域进行深度

合作，以多边经济互动平台对巴基斯坦形成地缘经济优势，并“稀释”中国

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缓解”中巴经济走廊给印度带来的制度竞争

压力。[1] 上合组织协调模式由于印巴的到来一度出现“过载”现象，原有的

协调机制出现新的变数，给区域经济高水平合作带来新的交易成本。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对接时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标准，将一些

成员国垂直型经济管理体制协调为扁平型合作体制，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管

理模式调整为让市场因素发挥首要作用的经济互动模式。这些都需要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围绕经济合作展开沟通协调，制定完善相关领域的行业标准，推

动经济主体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自由配置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化。可是，

一些政策协调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经济利益无法协调而导致政策不能落地，

方案久拖不决。[2] 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可以尝试的“早期收获”计

划因各国硬性隔离政策而出现变化，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倡议也面临新的

挑战。

四、拓展经济合作的路径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表明，“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

续发展才是好发展”[3]。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需要继续

聚焦经济发展，持续推动区域各种合作倡议深入对接，不断优化经济功能，

加强互联互通，畅通区域经济循环，进一步提高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

打造更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让各成员国满意，让各成员国人

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站在第三个十年的新起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被赋予崇

[1]　Zahid Shab Ahmed, Sarfraz Ahmed and Stuti Bhatnaga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i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tation,” Pacific Focus, Vol.44, No.1, 2019, p.14.

[2]　王志远、石岚：“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第 46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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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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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使命，被寄予深厚的希望。只要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坚定不移地弘扬“上

海精神”，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拓展务实

合作空间，构建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未来必定再铸辉煌。

（一）以“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正经历复杂而深刻的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加速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合组织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讲话中首次提出在上

合组织框架内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

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为上合组织下阶段的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1] 关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

中国提出要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推

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其他成员国领导

人对中国提出的方案予以积极评价，表示将加强贸易、投资、产能、交通、

能源、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消除贫困，改善民生，[2] 遵循“上海精神”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年发展战略》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

合作纲要》的宗旨和任务，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逐步实现上合组织

地区发展繁荣。[3]从成立之初，上合组织就选择一条“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发展共同体”将夯实上合组织团结互信的经济基础，深

化区域经济的务实合作。

（二）以“上合组织机制化制度化建设”筑牢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保障

近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进一步调整，贸易摩擦加剧，国际合作受

阻，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上合组织经济

[1]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上合组织将坚守多边主义的人间正道”，海外网，2020年

11月 11日，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41093/2020/1111/content_31914008_1.html。（上网

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

华网，2020年 11月 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0/c_1126723147.
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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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带来巨大冲击，迫切需要挖掘上合组织内部合作潜力，推动地区多边合

作达成进一步共识。[1] 为保证上合组织运行效率，首先要提高现有机制效率，

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务实合作，以有效的机制监督执行，避免官僚主

义式的会晤，避免建立过多的机制，避免机制泛化、空化和论坛化。鉴于《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已于 2014年签署，上合

组织应夯实基础、着眼长远，尽快商签《上海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落实全方位便利化措施，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机制。加速推进贸易便利

化是改善营商环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有效路径，其经济效应不逊于贸

易自由化。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从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做起，逐步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的商品、资本、服务和技

术自由流通，朝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推进。[2] 上合组织有必要重新编制

上合组织经济议程，以一致的条约和法律为基础，解决类似设立上合组织开

发银行等久拖不决的议题。

（三）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新模式”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

新冠肺炎疫情对部分中亚国家造成沉重打击，短期内，上合组织成员国

会将重点放在国内经济恢复，促进经贸合作重新走上正轨，但从中长期来看，

上合组织成员国还需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

效率，确保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上合组织成员国拥有丰富的能源、

木材、淡水等资源储备，在冶金和机械制造、能源、交通运输以及农产品生

产等领域，都具备世界级发展潜力。上合组织要提高成员国市场相互开放程

度，打造区域大市场，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开展中小企业合作，推动多边合

作项目尽快落地，不断释放区域内经贸合作潜能；探索多种融资方式，满足

多样化融资需求，逐步建立符合本地区特点、可持续发展的上合组织多元化

投融资体系；不断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构建农业、

[1]　戚振宏、邓浩：《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年，第 182-183 页。

[2]　朱宁：“上合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16-11/04/c_129351428.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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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和医疗服务、软件合作、跨境电商等具有区域区位优势的产业链，早日

完成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水平。在开展经济合作时，

可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降低组织内一票否决多数的弊端，确定共同受益的

各类项目，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实施，提高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

（四）以“上合组织的治理模式”助力消减全球经济治理赤字

经济全球化理念近年来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严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

是让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全球治理赤字。尽管如此，对于亚欧

大陆来说，营造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应对传统与

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上合组织本身

就是跨国治理实践的产物，且在二十年发展历程中不断扩充治理功能，由最

初的维护地区安全机制逐渐外溢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等方面，

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在上合框架内积极引领，均主张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共

同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挑战。上合组织的区域治理模式和经验，对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2018 年青岛

峰会、2019 年比什凯克峰会以及 2020 年莫斯科峰会清晰表明，上合组织成

员国普遍认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意义十分重要。

区域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柱，上合组织将在同破坏多

边贸易体制、威胁世界经济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斗争中，在维护和发

展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历史进程

中，继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完稿日期：2021-4-25】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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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年来，双边关系发生了重大变

化，成为了睦邻与互信的伙伴，实现了合作共赢的目标。30 年对话与合

作，最为宝贵的经验是把对话作为共识的价值观、把相互尊重作为共识

的文化、把开展合作作为共识的基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中国

与东盟一直坚守对话与合作的大方向不动摇。中国与东盟的未来关系发

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新目标，需要新思维、新方

略、新智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 - 东盟地区有望

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中心，中国与东盟需要协力把握双边关系稳定，

稳固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根基，为地区与世界的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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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三十而立，对中国与东盟

关系而言，意味着双边关系已走向成熟，其标志之一是建立了稳固的双边关

系基础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标志之二则是学会了“处事”，特别是能够妥

善处理双边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与争端。可以说，双方已经成为睦邻与互信的

伙伴，实现了合作共赢的目标。在纪念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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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双方合作的成功经验，对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对话合作的大方向不动摇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是接邻和近邻关系，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二战以后，

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进程。东盟成立后，中国与其并没有直接

的联系，冷战结束为双方建立直接的联系提供了机遇，也让双方对发展与彼

此关系有了新的战略定位。[1] 1991 年，中国提议与东盟开展对话，得到东

盟的积极响应。当年，中国外长以贵宾身份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次年，东盟

把中国认定为“磋商伙伴”。

当时，中国与东盟对话磋商的重点议题是政治与安全。对中国来说，首

要的任务是如何在新形势下开拓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非对抗的伙伴关系构

建，打破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遏制与制裁，开拓对外开放与发展的良好环境。

对东盟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后冲突时期”东南亚地区的稳定，[2] 

通过与中国开展对话磋商，构建地区可持续的和平。因此，双方在认知和定

位上有着相向而行之处。

基于这样的基础，在经过几年的对话之后，1996年东盟将中国升格为“全

面对话伙伴国”，开启了双方对话合作的新进程。1997 年中国领导人与东盟

领导人首次直接对话，双方发表了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东盟面向 21 世

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新定位，把睦邻和互信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新坐标。[3]

进入 21 世纪，中国 - 东盟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包括建设中国 -

东盟自贸区，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 年），进一步磋商“南

[1]　东盟成立于 1967 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是创始国，文

莱（1984 年）、越南（1995 年）、缅甸（1997 年）、柬埔寨（1999 年）先后加入。因此，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也是随着东南亚各国的加入而逐步扩大的。

[2]　1989年 9月 27日，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签署《柬埔寨和平协定》。

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地区和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人民日报》网络版，1997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people.com.cn/item/zrjcfdm/zl03.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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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行为准则”，中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 年），与东盟建立

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向东盟派驻大使（2008年）

等。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加由东盟牵头的东盟 - 中国对话机制（10+1），

东盟 - 中日韩合作机制（10+3）、东亚峰会（10+8）、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防长扩大会、亚洲合作对话会议、亚欧会议、东亚 - 拉美合作论坛等，支持

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在这些合作机制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 - 东盟之间的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化，如完成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推进“2+7合作框架”扩大合作领域、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国与东盟之间保持紧密合作，在疫情防控、推动经济复苏、疫苗分发使用

等方面加强合作，通过召开外长会议、领导人线上会议等进行对话，就开展

全方位合作达成共识、采取行动。中国与东盟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方面开

展的合作成为典范，双方贸易投资逆势增长，使得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

易伙伴。

回顾 30 年来中国 - 东盟开展对话合作的历程，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发

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一直坚持对话合作的大方向不动摇。中国与东盟开展

对话合作也创建了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而合作导向的国际关系代表着一

种新的文明，即合作文明。[1]

二、中国 - 东盟合作的宝贵经验

中国与东盟开展对话合作30年，不仅让双方受益，还让一个曾充满敌意、

冲突、对抗的地区成为友善、稳定、和平与发展的地区，这是最为宝贵的。

总结中国 -东盟 30年的对话合作经验，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

[1]　正如中国驻东盟使团邓锡军大使所指出的：“作为永世近邻和亲密伙伴 , 我们秉持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守望相助的传统 , 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参见 Deng Xijun, “China-
ASEAN Relations: Thirty Years on and beyond,” The Jakarta Post, January 14, 2021, https://www.
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21/01/14/china-asean-relations-thirty-years-on-and-beyond.html。（上

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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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话是共识价值观

中国与东盟开展对话基于共同的认知，即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

在此基础上寻求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很

大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彼此是分不开的邻国，关系好则双方受益，

反之则受损。

东盟是一个区域组织，中国与其开展对话，旨在推动与整个东南亚地区

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合作机制构建。东盟自身在以对话促合作方面有着深切的

体会和成功的经验，各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巨

大差异，必须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东盟方式”的精髓是

对话与合作，以实现共赢为目标把各国聚拢在一起，创建一个和平、合作与

发展的东南亚。

因此，对话是东盟成员认同的基本价值观。作为一个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始终将对话与合作视为发展对外关系的根本

途径，坚信只有在深入对话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增进理解、形成共识，进而开

展务实、有效的互利合作。因此，“对话”一词看似简单，实则有着深刻的

含义，中国与东盟一直坚持通过对话来化解矛盾、解决分歧，通过合作实现

互利，体现了双方基于共识的价值观。

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南海问题既敏感又棘手。南海问题很复杂，争

端一时难以有解，只有通过对话，才可就稳定大局、防止发生冲突达成战略

共识，避免损害双方全面关系。南海争端只涉及中国与东盟少数成员，尽管

东盟并不具备解决争端的能力，但其在维护东南亚整体利益上具有代表性。

中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开展对话，正是基于维护整体利益的共识，这既包括

东盟本身的整体利益，也包括东盟与中国关系的整体利益。中国与东盟共同

努力，通过耐心与坦诚的对话，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承诺“强

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

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

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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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1] 

中国与东盟发展合作关系，需要建立政治互信。在彼此存在巨大差别和

争端的情况下，建立可持续的政治互信并非易事。政治互信达成的基础是相

互的，即双方对彼此都有信心、有耐心，特别是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坚持通

过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应对。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此后，

双方共同制定了多份文件和行动议程，逐步加固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尽

管中国与东盟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面对了诸多挑战，但在困难时期双方有

定力，总体上保持了稳定与合作的大局。应该说，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是经得住考验的。

（二）相互尊重是共识文化

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自己的制度构建与治理方式，有着基于自身国情的

不同道路选择，双方都力求在符合各自利益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因此，只有

相互尊重彼此的选择，才可以真正开展平等的对话，才可以推进互利合作。

相互尊重是各自的内在意识，既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道德，其体现为一种

基于内生意识的文化，与一些国家居高临下的“教导意识”存在本质差别。

当然，尊重并非无原则的认同与接受，而是对符合共同利益的行为、符

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规约的认可与支持。中国与东盟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基

本原则上有着高度认同。比如，东盟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各国的独立、

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不干涉成员

国内政；就涉及东盟共同利益事宜加强磋商，依照东盟条约和国际惯例解决

纷争等。中国对上述原则高度认同。东盟制定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确

立了不诉诸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中国亦高度认同，进而成为第

一个签署该条约的非东盟成员国家。[2] 中国认可东盟的中心地位，一向支持

[1]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外交部网站，http://www1.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 
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nanhai_673325/t848051.shtml。（上网时间：2021年4月 25日）

[2]　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ttps://www.asean.org/storage/
images/archive/21069.pdf; 1976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ttps://cil.nus.
edu.sg/databasecil/1976-treaty-of-amity-and-cooperation-in-southeast-asia/.（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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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参与东盟构建的合作机制，如“东盟+”

系列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盟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等。东盟也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对中国发挥大国作用表示支

持，对中国的诸多倡议，特别是“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

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支持中美开展对话合作，等等。

正是有了相互尊重，中国与东盟之间才形成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的良好氛围，进而切实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在中国 - 东盟自

贸区专家研究论证过程中，中国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自贸区协议谈判，

这在当时并无先例。东盟 10 国内部差别大，利益诉求、市场开放能力等不尽

相同，如何综合考虑东盟成员国的不同关注、利益和市场能力是一个现实问题。

当时，东盟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各成员国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有的国家担

心向中国开放市场会使资本流向中国，特别是欠发达的东盟成员，担心中国

商品会侵占并垄断当地市场。在此情况下，中国提议自贸区建设从“早期收

获计划”开始，即先期开放东盟欠发达国家最能受益的农产品市场，支持东

盟成员扩大向中国出口，在市场开放安排上对欠发达成员采取特殊的照顾安

排，给予他们更长的宽限期，先易后难、分步谈判，签订综合经济合作协议，

支持东盟经济发展等。正是由于切实尊重了东盟国家的利益关注，中国成为

第一个与东盟整体签订自贸区协议的国家。

（三）开展合作是共识基础

中国与东盟通过开展多方位、多方式、多领域的合作，实现了合作共处、

合作发展与合作安全的目标。有了开展合作与实现合作共赢的共识，双方才

可以进一步深化关系。事实上，合作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文明，即在发

展国家间关系中以合作为导向，而不是以对抗为导向。在这种文明的导向下，

中国与东盟国家把合作共处、合作发展和合作安全作为发展与深化关系的基

本理念。

东盟成立的初衷是通过合作实现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是各成员

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基本信条。中国与东盟有着开展合作的共识基础。中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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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有着“和合文化”的基因，这充分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

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则和倡议之中。因此，

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基于共同的理念，双方共同的信条是通过合作可以实现

共赢。

合作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合作中最富有成效的领域，其中以自贸区建设最

为突出。如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基本上实现了零关税，服务贸易

与投资开放程度也随着自贸区协议的升级而不断提高，双方互为最重要的贸

易和投资伙伴。应该说，中国与东盟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

的经济发展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力、水资源等领域的合

作不断扩大，这些领域都是经济发展所必需具备的基础条件。由于这些项目

建设投入资金多、建设周期长，一般企业往往不愿意涉足，或者不具备投资

能力，政府间合作则有助于解决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比如，中国与东

盟通过“一带一路”、专项合作基金等项目的对接，大大加快了东盟国家发

电站、交通干线等方面的建设，这对改善东盟成员国的综合发展环境起到有

力助推作用。我们看到，尽管部分国家对中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

设存在非议，但东盟国家给予了普遍的支持，并且积极参与和推动合作。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项目也是一个能够说明合作共赢的例子。一般来说，一条

河的上下游国家总是为水而结怨，而中国与下游的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

越南通过开展合作而修睦和实现共同发展。[1] 

总之，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坚守对话与合作的大

方向，共创了一片新天地，这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与东盟的对话合作是一种

双重结构，也可称之为“双轨”，它既是中国与东盟 10 国的对话与合作，也

[1]　 自 2016 年 3 月 23 日启动以来，澜湄合作有力促进了流域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方贷款支持湄公河国家开展了公路机场、电站电网、产业园区等 40 多个重大基建项目，中方

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在农业、卫生、减贫、环境等领域支持开展了 500 多个惠民项目，2

万余名湄公河五国学生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华学习。参见“2021 年 3 月 23 日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 年 3 月 23 日，http://newyork.fmprc.gov.cn/web/
fyrbt_673021/t1863436.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114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是东盟 10国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的对话合作，[1] 力求把“中国方式”与“东

盟方式”实现对接，这是中国与东盟发展与深化关系的特色方式。[2]

三、面向未来，共创未来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大变局，充满着各种矛盾，国际关系与格局处于重大

调整时期，中国与东盟的未来关系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应对新形势、新问题、

新目标，需要新思维、新方略、新智慧。

（一）合作应对诸多不确定性和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

大变局涉及各个方面，其中力量对比变化会引发矛盾和冲突，威胁安全

和发展。历史上，因力量对比变化，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不乏引

发冲突、战争甚至是大规模战争的教训。在当今的力量演变中，最为突出的

是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和东盟都在其列。这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

警觉与惊恐，为此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阻遏，包括实施单边主义政策，对竞争

者加以封堵、打压，为后起者贴上“极权”“非市场经济”“技术盗窃”等

标签进行抹黑，甚至上升为“文明冲突”。在各方力量对比变化中，最引人

关注的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美国认定中国要替代美国，要主导世界，

为此，将中国设定为战略对手，与中国开展对抗性的战略竞争，对中国采取

各种打压、封堵和制裁措施，并且力图在地区和世界范围组建以中国为对手

的集团。在亚洲，美国正在以“印太战略”“四边机制”（QUAD）为支柱构

建新联盟，意在遏制中国，这必然会加剧地区的紧张与对抗。

在此情况下，中国与东盟需要协力把握双方关系稳定，一方面坚守对话

合作的大方向，稳固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根基；另一方面，协力推动开放、包容、

[1]　 提出“双轨思路”主要是针对南海问题，事实上，也适用于中国与东盟的综合关系

发展。“李克强：中国东盟明确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腾讯网，2014 年 11 月 13 日， 

https://news.qq.com/a/20141113/056061.htm；“王毅：中国东盟‘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达

成一致”，环球网，2016 年 5 月 20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VAp1。（上

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2]　 张蕴岭：“东盟 50年：在行进中探索和进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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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让合作文明成为主流价值观。在大变局时期，各

方都有自己的选择，都会努力开拓多方面的关系与合作机制。重要的是，中

国与东盟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致力于维护双边的合作共赢关系，

通过共同参与和推动多样性对话与合作机制，缓解与消减对立和对抗。因此，

中国与东盟保持互信与合作，对于维护亚洲、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1]

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与东盟亟需提升话语权的影响力。在国际舆论方面，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很强的导向力，其所散布的许多带有战略意图的误

导性言论，容易引发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误解与矛盾。因此，中国与东盟需要

加强在信息、媒体传播方面的合作，双方可在现有地区对话合作机制下建立

战略对话平台，制作媒体项目，发布研究报告，提升中国 -东盟经验的影响力。

（二）深化各领域合作

2018年，在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周年之际，双方通过了《中

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文件，提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打造

更高水平的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并

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具体规划，提出了指

导原则和落实方针，以促进更紧密的中国 - 东盟合作，包括构建中国 - 东盟

命运共同体。[2] 未来，首要的是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事情办好。这包括，以

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宗旨，建设好和平、安全的中国 -东盟；以共同发展、

合作发展为宗旨，建设好可持续、繁荣的中国 - 东盟；以民心相通、和谐相

处为宗旨，建设好互信、互助的中国 -东盟。

[1]　2019 年东盟发布《东盟太平洋印度洋展望》，明确提出要“一个对话与合作而不是

竞争的印太区域”，东盟要在构建这样一个区域中发挥中心作用。https://baijiahao.baidu.com/
s?id=1637317919570201248&wfr=spider&for=pc；评论认为，美日印澳搞以中国为对手的安全

机制，必然与东盟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意愿相矛盾。Yogesh Joshi, “Will the Quad’s Focus 
on Vaccines, Rare Earths Help It Win Friends in Asean?,” March 18, 2021, https://www.scmp.com/
week-asia/opinion/article/3125837/will-quads-focus-vaccines-rare-earths-help-it-win-friends-asean。
（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2]　“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人民网，2018 年 11 月 16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8/1116/c1002-30403505.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116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的战略考验是，如何妥善应

对南海地区的新形势，即在美国及其盟友加大介入南海问题，将中美战略竞

争带入南海的情况下，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争端，维护南海开放、和平

与合作的大局。[1] 在《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中，双方明

确承诺，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南海和平、安全与稳定，尊重和致力于南海航行

与飞越自由，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国际法原则，

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

争议，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行动上保持自我克制，避免使争议复

杂化和升级，扰乱地区和平稳定，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争取早日达成和通过一个实质和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

等。[2] 只要双方有定力，维护南海安全大局是有保障的。[3] 为了增加中国

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领域的互信，可以在确保航行与飞越自由、提供海上“公

共产品”、协同巡航等方面，做出更多实际的安排和行动。

为了巩固中国与东盟之间和平与安全基础，双方需要在构建安全合作机

制上做出更多努力，逐步构建具有更多实质性内容、有常设机制支撑，在实

施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上可发挥作用的安全保障机制。这种安全保障机制是

多层次的，体现中国 -东盟合作的特色，以问题为导向，以行之有效为原则，

以合作行动为基础。

（三）携手推动创新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创新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新课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无论是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还是中国 - 东盟开放发展区域的互联互通，都还有很大的缺口，需要进一步

[1]　 Thomas Daniel, “US-China Tensions and the Future of ASEAN,”  https://valdaiclub.com/
a/highlights/us-china-tensions-and-the-future-of-asean/.（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2]　 评论认为，尽管“南海行为准则”并不旨在解决争端，但在约束行为、防止争端

和维护和平上还是具有实施意义的。参见 Lee Yinghui, “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s Real Progress Possible? A Closer Look at Steps toward Finalizing a Long-Anticipated Code of 
Conduct,”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a-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is-real-
progress-possible/。（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 日）

[3]　 “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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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制定并实施行动议程。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发展方式面临不可持续

的挑战，需要创新发展方式，更新发展理念，实现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型。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可持续合作

发展的阶段，无论在政策制定，还是项目规划实施上，都必须跳出传统产业

转移的范式，制定新的合作发展议程。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一则总量继续增大，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二则创新发展方式，通过新发展理念导向，加大

新技术应用，逐步构建起可持续的新发展结构。中国的发展前景对于东盟的

发展是一个机遇，通过双方合作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东盟的发展规划对接，

推动东盟地区的新发展。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立足国内

市场，提升创新驱动能力，实现发展转型，“十四五规划”为推动“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实施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因此，未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发展，

不仅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而且有着更强的驱动力。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考

虑各方面因素，中国 -东盟地区有望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中心。

为了实现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美好未来，双方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互

信、加强政策沟通、促进民心相通，排除干扰，诚心诚意深化合作。在未来

的关系发展中，面对复杂的形势，双方特别需要相互倾听对方的意见，即便

出现分歧和矛盾，也要坚持沟通和协商，让合作关系行稳致远。

温故而知新。回顾中国 - 东盟关系发展的经验与成就，展望双方关系发

展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守对话与合作的大方向，任何困难都可

以克服，中国 -东盟关系的未来会比过去更加美好。

【完稿日期：2021-4-26】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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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大国关系缓和、各方支持以及保持战略自主性与平衡性为

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但当下美国推动实施“印太

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等机制更多参与地

区事务，这些均对东盟中心地位构成挑战。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

试图通过概念、规则与合作领域等的重构，维护自身地区主导地位。但

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缅甸政局变动和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

的影响，东盟努力的成效有限。中国 - 东盟对话伙伴关系 30 年的发展经

验表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妥处大国关系、推进区域合作以

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应正面回应《东盟印

太展望》，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对接，支持东盟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发挥中

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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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引发地区秩序的重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　该项目受“亚洲区域合作思想库网络”专项经费（合同编号：201900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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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乃至英国、法国、欧盟等都出台了不同的“印太”方案，其中均重申支

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中心地位，认可其在“印太”地区作

为一个运行良好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区域架构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各方对东

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并未能减少东盟的不安，其战略焦虑反而显著增强。一些

东盟国家表示，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地区秩序的主要特征，东盟的中心地

位受到威胁，面临着被迫“选边站”的困境。为此，东盟在 2019 年发布《东

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下称《展望》），意

在以此维护自身的统一性，在地区秩序重构中保持中心地位。

在对地区秩序变迁与东盟中心地位形成进行简要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

文重点分析美国“印太战略”与中美战略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研判

东盟对重构中心地位内涵的外交努力及其成效，以期为中国筹划地区政策、

更好地与东盟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中美战略竞争推动地区秩序的深刻变革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亚太地区瓦解，中美关系处于相对

缓和与不断探索合作的阶段。美国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并基于此巩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在

东南亚地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加强了东盟的“地区意识”并为最终实现“大

东盟”创造了条件。1999 年，东盟已成为一个囊括东南亚十国的区域组织。

此后，随着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举行，“东盟

规范”逐渐被区域内外主要国家所认可和接受，而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

中心地位（centrality）也得以确立。这一时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客观

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但是美国没有意愿建立更大范围的“亚太版北约”，

而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则在形成地区安全规范与建设安全机制领域

发挥了积极作用，二者互为补充，没有产生主导权之争。同期，亚太政治与

经济秩序的多元化特征突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各国的

经济发展迅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太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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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APEC）、“10+1”和“10+3”等共同形成了多层级的地区经济秩序。

中国的周边秩序观和秩序构建实践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

开始积极学习和践行地区多边主义，以协商合作为基础规范，形成了务实多

边主义的特色和风格。1991 年中国 -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建立，1994 年中国加

入东盟地区论坛，此后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占据主导

地位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多元化、多层级的地区经济与政治秩序，而整个亚

太地区由于长期保持和平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了区域合作的典范。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亚太地区秩序发生重大变化。2010 年前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标志着亚太地区

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中日力量对比历史性的逆转

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的缩小，美国放弃了长期实施的离岸平衡战略，启动“亚

太再平衡”战略，并着手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

美国“回归”亚太，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地区主导权，“推回”中国在地区影

响力的“扩张”。

这一时期，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实践活动开始在多领域展开，但其并不

是一个整体设计在先、逐层落实到位的过程，而是根据自身实力与地区环境

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方案、新倡议，进而通过实践积累成形的进程。

2013 年，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

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

惠、容的理念，同时提出，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 这可

以被理解为确立了中国周边战略的总体目标。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了“一

带一路”倡议，并以东南亚作为优先推进方向；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启动了“南

海行为准则”磋商，并将其作为制定地区安全规则的一部分。

尽管“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为目标，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仍处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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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阶段。因此，东盟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

而因为美国“重返”亚太，中美双方更重视和参与地区多边对话，东盟在地

区事务中更为活跃。

到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

对华战略的挫败感显著上升，多数意见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咄咄逼人”，而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力量的上升，主张采取更为强

硬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执政后，经过短暂的战略“休眠”，在国内力量与日

澳等盟友的推动下，出台了“印太战略”。[1] 这是一套具有鲜明地缘政治特

征的设计，试图通过运用“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设定新的经济与安全规则、

打造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简称“四边对话”）为支柱的地区机制，

最终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新秩序方案。在经济领域，该战略强调“通过为

促进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私营投资而采取行动，在‘自由、公平和对等’原

则的基础上重新打造贸易和经济交流关系”。[2] 这有别于奥巴马政府时期重

视推进以 TP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安排，更强调在基础设施领域提供“透明的、

可替代性的”投资，凸显了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

安全议程是“印太战略”的核心，其要义是强化以美国为中心、以规则

为基础、多层次的安全网络。美国认为，中俄正在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和破

坏“印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防战略目标，美国将采

取多种措施构建网络化的安全架构，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3] 在实

际操作层面，除了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外，“印太战略”

[1]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就宣布全面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还退出了TPP的谈判，

而且对于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漠不关心。为此，日本和澳大利亚在重新制定本国地区战

略的同时，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对话”，试图“留住”美国、拉拢印度以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参见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第 61页。

[2]　“彭斯副总统在第六届美国 -东盟峰会上的讲话”，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

2018 年 11 月 16 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vice-president-pence-at-
the-6th-u-s-asean-summit/。（上网时间：2020 年 7月 8日）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
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上网时

间：2020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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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做法延续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可谓是“亚太再平衡”战略

的 2.0 版。

到 2019 年底，“印太战略”的安全议程基本完成了实心化、机制化与多

边化建设，并以“全政府”方式推进。但是，经济议程的落实相对落后，并

无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落地。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借

助疫情因素加大对华施压，从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深化

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较之以前更具对抗色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

政府着力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中国“脱钩”，借助“经济繁荣网络”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1] 

拜登政府基本全面接盘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从百日执政的表现看，

竞争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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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更重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以及

加强多边主义的运用，更多关注盟友的利益，注重与盟友协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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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与支持。[2]2021

年 3 月 12 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以线上形式举行首次峰会，这是该机制

创立以来举办的最高级别会晤，也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着力推动的结果，表明

美国虽然暂时搁置了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印太版北约”的提议，但是未

来会加大对其投入，更多以集体方式参与和主导地区事务。[3] 需要强调的是，

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主要是在排斥中国，这将使中国

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4] 同时也将使不愿意“选边站”的国家面临更大压力。

美国加大对华竞争态势破坏了原有地区秩序的存在基础，“印太战略”

更是将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新秩序作为主要目标。在地区秩序重构的进程

[1]　赵明昊：“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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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1.crntt.com/doc/1059/9/8/1/105998103_4.html?kindid=7950&docid=105998103&mda
te=0130055311。（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日）

[3]　张洁：“美日印澳峰会加剧地区秩序博弈”，《世界知识》2021年第 7期，第 24页。

[4]　阎学通：“拜登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比特朗普更大”，腾讯网，2021 年 4 月 22 日，  

https://new.qq.com/omn/20210422/20210422A0FA9F00.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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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小国家与地区组织的态度与政策值得高度关注，它们的战略自主性将

使地区新秩序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也是中国加强对美博弈、推动构

建更有利于本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新型地区秩序的重要外交空间。

二、地区秩序冲击下的东盟 :《展望》重构中心地位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欧盟等国家或地

区组织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印太”方案，它们都重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

支持其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是亚太地区最有影响

力、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但是，东盟的战略焦虑未减反增，担心中美战略竞

争将冲击其统一性和中心地位。不仅如此，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

2021 年初缅甸政局的变化也都给东盟带来严峻考验。

（一）东盟中心主义的历史形成

东盟中心地位是亚太地区发展的特定产物。东盟从内部扩容开始，就非

常重视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中心地位。1995 年 8 月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通过的

《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明确指出，东盟在论坛中拥有核心角色。文件

提出，新的加入申请需要提交论坛主席国，由成员国共同协商决定；论坛主

席国只能由东盟轮值主席国担任，且论坛的高官会议将安排在东盟外长会议

与部长级会议之后，等等。[1] 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保证东盟的中心地位，保证

由东盟国家决定论坛的发展方向、进程和讨论议题。泰国副外长素林·皮差

旺将此形容为东盟处在“驾驶员”的位置。[2] 此后，“10+3”、东亚峰会的

制度设计也基本承袭了这种思路并有所发展。2005 年首届东亚峰会举行，由

东盟提出的、参加东亚峰会的三项条件是：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

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签署《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既为东盟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促使合

[1]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 Concept Paper,” website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1- 2009.state.gov/t/pm/rls/fs/1205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7 日）

[2]　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9 年，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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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接受“东盟规范”，使“东盟规范”成为本地区合作机制的基本准则，

这同样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

2009 年 7 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年 11 月，美国 -

东盟峰会首次召开，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将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作为“重返亚洲”

具体举措的一部分。2015 年东盟和美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发表的

《联合声明》强调，“在基于规则的亚太地区架构演进中，（美国）致力于

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双方）将通过由东盟领导的重要机制继续合作，

诸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1] 特朗普执政时期，

尽管特朗普本人对东亚合作缺乏兴趣，但是在形成“印太战略”的一系列文

件与重要讲话中，美国多次重申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强调东盟是美国在

该地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伙伴。[2]2020 年时值美国 - 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建立五周年之际，美国更是表示双方伙伴关系以“印太战略”与《展望》

的共同原则为基础，包括东盟的中心性、对主权和法治的尊重、善治、透明、

包容性、以规则为依据的框架和开放性。[3]

欧盟是最早认可东盟中心地位的域外合作者。其在 2001 年就发布文件，

将东盟视为核心的经济、政治伙伴；2003 年 7 月，欧盟又发布《与东南亚的

新伙伴关系》文件，进一步确认东盟的核心角色。2021 年 4 月，欧盟出台了

关于“印太”事务的集体立场文件，强调以促进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为目标，

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计划通过欧盟 - 东盟峰会和亚欧会议机制，实现欧盟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4] 为了保持全球影响力，英国从 2016 年启动“脱欧”

[1]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ASEAN-U.S Strategic Partnership,” November 
21,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1/21/joint-statement-asean-
us-strategic-partnership.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7 日）

[2]　“彭斯副总统在第六届美国 - 东盟峰会上的讲话”；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上

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 日） 

[3]　“美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2020 年 9 月 9 日，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nited-states-asean-strategic-partnership-zh/。（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1 日）

[4]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on Conclusions on a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pril 16, 2021,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914-2021-
INIT/en/pdf.（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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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决后就同步制定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议程，并重点关注“印

太”事务。为此，英国迅速向东盟派遣使团，推动英国 - 东盟对话伙伴关系

的建立。[1]

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发布了各自的“印太”方案，均对东盟的“中

心地位”加以认可。[2] 它们在“四边对话”框架下也多次重申这一共识。在

首次“四边对话”峰会上，美日印澳四国再次联合发声，支持东盟的统一性、

中心作用以及《展望》，并宣布将通过四国合作，到 2022 年底为包括东南亚

国家在内的“印太”国家提供 10 亿支新冠疫苗。[3]

（二）地区秩序冲击东盟中心地位

历史经验表明，东盟中心主义是东盟成员国和外部国家共同作用下的产

物。东盟中心地位的存续主要受三方面外部因素影响：大国之间具有合作意

愿而非以竞争关系为主；东盟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域内外大国对东盟地位

的认可。[4]对照这三点可知，尽管美日印澳等各方均表态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

但是并不能安抚东盟的战略焦虑，因为东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印太战略”

的实施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使其难以保持大国平衡，同时自身的统一

性也面临严峻考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度发文，表达对中美战略竞争

与地区秩序走向的担忧。他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美建交与中国实

施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均成为本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但同时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因此，东盟国家可以享

受“两全其美”的好处。但是，目前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

[1]　ASEAN Secretariat, “Chairman’s Statement on the ASEAN Leaders’ Meeting,” April 24, 
2021, https://asean.org/storage/Chairmans-Statement-on-ALM-Five-Point-Consensus-24-April-2021-
FINAL-a-1.pdf.（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2]　 张洁：“东盟版‘印太’愿景：对地区秩序变化的认知与战略选择”，《太平洋学

报》2019 年第 6期，第 15-16 页。

[3]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website of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March 13, 2021, https://www.pm.gov.au/media/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spirit-quad.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4]　韦宗友：“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 -东盟关系挑战”，《南洋问题研究》

2019 年第 3期，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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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新型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将

决定整个国际环境的未来走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担忧，因

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选择。[1] 

大国竞争激烈使地区对话平台更多成为美国对华外交施压的“麦克风”，

削弱了东盟对机制的议程设置权与话语主导权。2020 年 9 月，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出席了美国 - 东盟外长线上会议，常务副国务卿斯蒂芬·E·比根参

加了东盟地区论坛线上外长会议，两者都不遗余力地将中国作为主要发言议

题，对中国的攻击涵盖了南海问题、涉港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湄公河水资

源问题等，要求“中国停止咄咄逼人和破坏稳定的政策”。[2] 美方不仅试图

让东盟就此作出表态，而且在东盟迫切关心的防疫抗疫、疫后经济复苏与应

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试图拉拢东盟，服务其遏制中国的目标。

如果美国始终以遏制中国为目标，最终东盟将不得不面临“选边站”，同时

也很难避免被边缘化或被分裂的命运。

维护东盟的统一性是东盟应对地区秩序变化中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统

一性”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石。基于从殖民时代到冷战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的

不同历史联系，美日印澳及英法等国的“印太”方案都具有“+ 东盟国家”

的模式特征，如英国强调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联系，美国特别提出要加强

与菲律宾、泰国的军事同盟关系，[3] 等等。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出于不同

[1]　Lee Hsien Loong, “Keynote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t the 18th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IISS, May 31, 2019，https://www.iiss.org/-/media/files/shangri-la-
dialogue/2019/speeches/keynote-address-lee-hsien-loong-transcript.ashx（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8
月 5 日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 Foreign Affairs, July/ August, 2020.

[2]　“蓬佩奥国务卿参加东盟 - 美国外长会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2020

年 9 月 9 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secretary-pompeos-participation-in-asean-
united-states-foreign-ministers-meeting-zh/；“常务副国务卿比根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线上外长会

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2020 年 9 月 12 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
cn/zh/deputy-secretary-bieguns-participation-in-the-asean-regional-forum-virtual-foreign-ministers-
meeting-cn/。（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4 日） 

[3]　U.S. Senat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April 15, 2021, https://www.congress.
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toc-idcc51fc1192324110b4c48f37596a9014. （上网时

间：202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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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利益需求，它们对域外国家的“回归”也持有不同立场，更有国家试

图借助外部力量加大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夺力度。受“东盟规范”的限制，

东盟并不能完全掌控成员国的行动，也不能限制成员国发言的自由。这些因

素未来将进一步加剧东盟的分裂。

（三）《展望》旨在重构东盟中心地位

 为了维护东盟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在印尼的推动下，2019 年 9 月第

34 届东盟峰会通过了《展望》，这是东盟版本的“印太”方案，阐述了东盟

对美国牵头的“印太”倡议的立场。[1]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东盟内部对“印

太”概念的立场与各种“印太”方案存在差异。区别于美国“印太战略”，《展

望》强调包容、开放与合作，体现了东盟的战略自主性与灵活性。

《展望》提供了东盟语境下的“印太”概念并强调，在从“亚太”向“印

太”概念的转变中，东盟仍居中心地位。在地缘政治方面，亚太地区和印度

洋区域是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东南亚处于这一动态区域的

中心，是通往这些区域的重要通道和门户。在地缘经济方面，“印太”地区

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在区域架构中，东盟仍将不断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在利益竞争的战略环境中继续充当“诚实的中间人”（honest broker）。其

所依托的地区机制仍包括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扩

大的东盟海洋论坛以及相关的“10+1”机制。[2]

《展望》旨在加强现有的东盟主导机制并为其提供新的动力，但其对东

盟中心地位的阐述有一些细微的新变化，即突出在利益竞争的战略环境中继

续充当“诚实的中间人”。“中间人”与此前的“驾驶员”“主导性”说法

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中间人”更突出其基于包容的“互联互通”的定位。

这里的“互联互通”是将不同的合作机制、不同的地区方案对接，既包括东

盟牵头的机制与“印太”地区其他区域、次区域机制的连接与加强合作，也

[1]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June 23, 2019,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
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3 日）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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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及其他版本“印太战略”的对接。[1] 这是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盟对中心地位的一种现实认知和重新阐述。

为了体现《展望》的包容性以及充当“中间人”，东盟对“印太”的定

位是“一个高度一体化和相互关联的区域”；该区域倡导“对话与合作”，

而非“竞争”；强调“人人享有发展和繁荣”。这与美国将“印太战略”定

位为对华竞争甚至遏制存在本质区别，也为中国正面回应《展望》提供了外

交空间。

（四）东盟中心地位面临新挑战

《展望》发布后，亚太地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 2021 年 2 月缅甸政局的突变，这是对东盟统一性的严

峻考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整个东亚地区较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既是

全球致死率较低的地区，也是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地区。但与中日韩三

国的紧密合作相比，东盟内部国家间的互助与合作水平有限，这引发了关于

东盟一体化成效的质疑。2021 年 2 月，缅甸政局突变，印尼、泰国、文莱等

国进行了积极斡旋。4 月 24 日，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举行并形成了有关缅甸

问题的五点共识，但其落实情况有待观察。[2] 在处理缅甸问题过程中，中国、

美国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均支持东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这表明东盟

在处理本地区内部事务中仍占据中心地位并得到各方认可。不过，由于东盟

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缅甸问题至今仍处于僵局，这也引发了各方对“东盟

方式”的质疑。关于调整“东盟方式”又旧话重提，一些东南亚学者认为，

东盟坚守的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原则约束了东盟协调力的有效发挥，在一

些争议问题上采取“小多边主义”才能挽救东盟中心地位。

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还在主席声明中强调，在举行第 54 届东盟外长会议

之前，东盟外长们务必尽快与中国、美国外长或国务卿举行会谈。声明重申

维护中心主义与统一性对东盟与外部伙伴构建互信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处理

[1]　笔者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参加泰国外交部东盟司副司长苏里亚（Suriya Chindawongse）

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时获悉相关信息。

[2]　ASEAN Secretariat, “Chairman’s Statement on the ASEAN Leaders’ Meeting, ” April 2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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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美两国关系而言。[1]这再次反映了东盟对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忧

虑。正如东盟所担心的，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态势的加强正在进一步迫使东盟“选

边站”。2021 年 4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通过“2021 年战略竞

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目的是运用所有战略、

经济和外交工具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建立“霸权”，进而成为“世界领

导大国”（leading world power）。该法案大篇幅涉及“印太”事务，建议

拜登政府以“印太战略”为引领，加强对关键性盟友、双边与区域伙伴关系

的承诺，共同推进多领域合作，以对抗中国在经济、安全、外交领域的“胁迫”。

法案多次“点名”东盟，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东盟的中心

地位，继续加强与东盟在公共卫生、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

法案建议美国 - 东盟针对战略性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出口、网络安

全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问题加强合作，对华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2] 这意味着，

法案一旦最终通过，东盟及其成员国将会在诸多具体领域与议题上面临“非

此即彼”的合作选择，而这与《展望》的包容精神存在根本性矛盾。

“四边对话”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而重新活跃，并成为该战略

的支柱性地区机制。“四边对话”的升级扩容对东盟中心地位和统一性构成

双重挑战。“复活”初期，“四边对话”的司局级会晤主要是在东盟系列会

议期间“插空”举行，到 2020 年才召开专门会议。2021 年 3月“四边对话”

峰会的召开标志着其升级任务的完成。在扩容方面，“四边对话”将越南、

韩国作为主要发展目标。2020年5月，越南以“QUAD+”的形式、暂时性加入“四

边对话”，越南此举更多出于实力均衡考虑，希望开展东盟框架外的小多边

接触。[3] 但是，正如一些美国智库指出的，“四边对话”的迅速推进加大了

[1]　ASEAN Secretariat, “Chairman’s Statement on the ASEAN Leaders’ Meeting, ” April 24, 
2021.

[2]　U.S. Senat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3]　越南对“印太”概念的态度也较为积极，2020 年 12 月举行的越南 - 印度虚拟峰

会的联合愿景声明是越南首次在高级别联合声明中采用“印太”一词。参见 “Viet Nam-India 
Joint Vision Statement for Peace, Prosperity and People,” Online Newspaper of the government of 
Viet Nam, December 21, 2020, http://news.chinhphu.vn/Home/Full-Viet-NamIndia-Joint-Vision-
Statement-for-Peace-Prosperity-and-People/202012/42482.vgp。（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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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关于“四边对话”将取代其中心地位的疑虑。[1] 当然，“四边对话”机

制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东盟中心地位形成冲击还有待观察，该机制与东盟的互

动亦是重要变量。

综上，各方认可的东盟中心地位与东盟语境下的中心地位具有一定的差

异性。东盟始终以动态而灵活的方式构建中心地位的概念与作用。当大国关

系相对缓和时，东盟以维护自身在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架构的发展方向、

进程推进以及议题设置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为优先选择。当面临大国竞争加剧

的地区环境时，东盟意识到作为“中间人”的重要性，力推不同地区方案的

对接，愿意为大国提供对话平台以保持必要的政治沟通甚至是危机管理，体

现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其中心地位的另一种表现。而美国等国家强调的

东盟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借壳上市”，意在利用诸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

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为自身构建网络化的安全

架构服务，维护美国的秩序主导权。[2] 这实际上更多将东盟作为对话平台的

提供者，而非决定路线方向的“司机”。因此，这种“认可”并不能安抚东盟，

东盟必须提出自己的地区架构设想，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与

统一性。

三、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与
中国 - 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2021 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30 周年。30 年来，在东盟对话

伙伴中，中国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同东盟商谈建立自贸区，第一个明

[1]　Stephen Tankel et al.,“ Positive Visions, Powerful Partnerships: the Keys to Competing 
with China in a Post-Pandemic Indo-Pacific,” CNAS, March 2021,https://s3.us-east-1.amazonaws.
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Post-Pandemic-Indo-Pacific-final-B.pdf?mtime=202103
31120149&focal=none.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2]　韦宗友：“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 -东盟关系挑战”，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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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1]

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发展的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并

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中国 - 东盟关系。1991 年以来，中国陆续加入并参与推

动了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全部东亚多边进程，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

日韩合作、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 2013 年在印尼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多个示范项目在东南亚国家落地。

2020 年，中国与东盟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体现了区域治理的灵活性与有

效性，为全球治理的改革与转型提供了新选项。同年，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格局。2020 年

11 月，包括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内的 15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近 2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2] 同期，

第 23 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落实中国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

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行动计划》罗列了中

国 - 东盟未来合作的完整方案，包括政治与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社会人文

合作、互联互通、智慧城市合作、可持续发展合作、东盟一体化倡议与缩小

发展差距、东亚合作、次区域合作、跨区域及联合国事务合作共十个方面，

涵盖了不同领域的合作议题与多层次的合作机制。[3] 这是基于双方长期合作

的深厚积累，展示了双方对未来继续进行持久和广泛合作的信心。实践证明，

东南亚仍然是中国外交关系中最稳定、合作最富成效的地区。

支持东盟的中心主义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参与了东盟主导的各种

地区合作机制，并由此构建了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协商与合作平台，增加了

[1]　“李克强在第 23 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1929.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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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1 日，第 6版。

[3]　“落实中国 -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

2025）”，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2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831837.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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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地区关系的稳定性，也使与一些东盟成员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得到了

相当缓和。[1] 例如，近年来，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基本坚持了“两个红线”，

即不公开点名批评中国，不将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写入正式的联合声明中，

这对于缓解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稳定地区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

有少数东南亚国家试图借东盟平台，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总

体而言，以“双轨思路”为基本原则，中国与东盟国家长期以来使南海局势

处于可控状态，尤其是虑及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不断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军事化和法理化，东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可贵。

从更广泛意义而言，通过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中国逐渐由最

初对参与区域机制保持谨慎转变为积极推动，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

变化。中国 - 东盟合作还是中国与其他中小国家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

让这些国家坚定中国会坚守多边主义、在地区合作进程中不谋求主导地位的

信念。[2] 

在一段时期内，中国还需要与地区中小国家加强合作，才能共同构建一

个开放、包容、平等与合作的地区新秩序。为构建这一地区新秩序，中国需

要明确自己的地区秩序构想，特别是明晰战略意图与目标。这不仅可以减少

美国及其盟友的对华误判，也可以安抚东盟与其他周边国家的战略疑虑。中

国的地区秩序构想应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总体指导思想，坚持亲诚惠容

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在经济领域以“一带一路”倡

议为主要实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在安全领域以新安全观为基本原则，

以处理海洋问题为主要突破；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及

不断深化的周边国家关系体系。

中国的地区秩序新方案要重视与《展望》的对接，包括概念对接、规则

对接与合作议程的对接。中国已经正式、明确支持“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地区

[1]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31 页。

[2]　[新加坡 ]马凯硕、孙合记著：《东盟奇迹》，翟崑、王丽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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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和所有东盟主导的机制和论坛中的中心地位”，[1] 认为“以东盟为中心

的区域合作机制已趋成熟、稳定，符合东亚合作传统和现实需求……我们要

凝心聚力，坚守东亚合作应聚焦东亚的初衷，弘扬有东亚特色的多边主义，

为全球治理贡献东亚经验，为地区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不过，中国也强调，

在地区秩序构建中，不应仓促引入新的概念，也不宜再另起炉灶。这里的新

概念，指的是“印太”。中国是否要接受“印太”概念仍存在相当争议。持

反对观点者认为，“印太”是一个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概念，“印太战略”

是美国为了在地区层面加大对华竞争、维护自身主导地位而提出的，两者遏

制中国的意图明显，所以中国不能“接招”。但更多观点认为，应从历史发

展与现实需求认识以及运用“印太”概念。有研究指出，最早德国学者提出“印

太”概念时，经历了从以自然科学依据论证“印度太平洋”的整体性到将概

念政治化的过程，目的是为德国服务，帮助德国与在东南亚深耕多年的美国、

英国进行争霸。就此而言，“印太”从“发明”初始，就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3]

而且这一概念到近年被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等国使用，也基本是服务于这

些国家的地区战略。

东盟使用“印太”概念有双重心态。一方面，其认为“印太”概念将亚

太和印度洋地区视为紧密融合与彼此连接的地区，塑造了一个单独的地缘战

略舞台（a single geostrategic theatre），而东南亚地区正处于这一地理

概念的核心位置，因此，“印太”概念的广泛使用有助于凸显东盟的战略价值。

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迄今认为“印太”概念是一个美

国的阴谋，目的是削弱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因此，印尼强调，东盟采用“印

太”概念是出于将环印度洋的合作与已经成熟的亚太合作连接在一起的考虑，

[1]　“落实中国 -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

2025）”。

[2]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接待周边五国外长访华后接受媒体采访”，外交部网站，

2021 年 4 月 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66842.shtml；“落实中国 - 东盟面

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 日）

[3]　李汉松：“‘印太’概念：全球语境中的思想溯源和国际接收”，《浙江学刊》

2021 年第 2期，第 6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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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美国的目的是不同的，东盟完全没有削弱或是遏制中国的意图在其中。

因此，“印太”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它植根于历史语境，是一个通过

各国的创新和使用、正在形成中的政治愿景，而非已经完全固化或是形成共

识的概念。对此，中国可以尝试赋予其中国版的解读和界定。现实而言，突

出“印太”的地理概念并非全然对中国不利。从亚太地区到印度洋的广阔地

带正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推进地区，中国在此区域具有广泛的

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应通过规则制定、机制建设与秩序构建，维护中国

在这一区域的利益。而且，“印太”概念已经被区域内外很多国家接受并使

用，未来或将更多应用于地区组织的机构命名中。从与东盟的发展对接来说，

东盟现在努力说服域内外主要国家接受《展望》，认为这是对东盟中心地位

认可的标志。

在概念对接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应加强理念与规则的对接。30 年来中

国 - 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使双方形成很多共识，包括坚持《东南亚

友好条约》的宗旨和原则，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等等。在新的规则制定方面，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还比较弱，可以更多

从区域治理层面入手制定规则，尤其是通过与东盟的合作。实践证明，很多

想法通过东盟提出来，各方更容易接受。东盟之所以成为亚太地区大国互动

的基本平台，关键就在于其太过弱小，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不会形成威胁，

所以各个大国才会对东盟本能地产生信任。[1] 

但是，中国对于东盟中心地位的作用也要有客观的认识。当前，中美战

略竞争加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区秩序重构的方向，东盟中心地位的

作用发挥更多集中于具体领域和议题的应对方面。首先是有关东南亚地区的

内部事务，东盟的建设性作用不可替代。例如在缅甸问题上，东盟比任何其

他国家和地区组织都更了解缅甸的特殊国情，更具备建设性参与解决问题的

条件。由东盟向缅甸提出建设性帮助，将有利于避免域外国家的不当介入。[2]

[1]　[新加坡 ]马凯硕、孙合记著：《东盟奇迹》，第 12 页。

[2]　“王毅：中方期待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实现三个‘有利于’”，外交部网站，2021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7082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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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包括进一步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都可以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最后，包括新冠

肺炎疫情在内的公共卫生治理、打击恐怖主义、海洋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

问题既是东南亚国家最紧迫的安全关切，也是包括中国、美国等区域内外国

家均表示愿意加强合作的领域。中国应支持东盟发挥议题设置作用，形成各

方的局部性战略合作共识，增进政治互信、减少战略误判以及加强危机管控。

四、结语

中国 - 东盟关系经历了早期的曲折发展后，30 年来成功经营与维护了

对话伙伴关系，不仅实现了双边的互利共赢，而且塑造了具有显著区域特色

的合作模式。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指出的，“中国与东盟的伙伴

关系建立在命运与共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合作共赢，从不针对任何第三

方。”[1] 基于这样的底蕴，中国与东盟能够继续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

逆全球化浪潮，应对美国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带来的挑战。未来，亚太地区是

要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是要建设共同体还是走向分裂，美国的战略选择

固然影响巨大，但更取决于中国与东盟等地区力量的抉择。各国以相向而行

为原则，各自作出灵活、务实的战略调整，亚太地区将有望构建一个开放、

合作、包容与公平的地区新秩序。

【完稿日期：2021-5-8】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王毅：中国同各区域组织伙伴关系致力于实现合作共赢，从不针对第三方”，外

交部网站，2021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69904.s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5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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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U Bu

I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o promote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respect, fairness, justi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hich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contains profound Chinese wisdom, and 

embodies visions of humanity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 With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come a real ne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imes, and foster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n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 for our developm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ighlighte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especially the inability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challenges, urging the 

demand fo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stay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rsu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Pursuit of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ood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WU Zhicheng & LI Jiaxuan

As a valuable asse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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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the principle of pursuing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ood crystallize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t diplomatic theory,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diplomacy,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ntegrates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the common good, China’s development with the world’s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shared interests of 

mankind. This principle puts friendship first in pursuing shared interests and upholds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 demonstrating the internationalism of Chinese 

diplomacy and Chin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It has 

enriched Marxist diplomatic theory, increased China’s diplomatic influence and soft 

power, facilitated a more jus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e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he principle of 

pursuing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ood leads China’s conduct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SCO Political Cooperation: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Paths

DENG Hao

Political cooper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priority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operation and set the direction for the SCO cooperation agenda.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SCO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reating the 

image of a 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eatured b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openness. The success of SCO political cooperation is driven by the concepts and 

experience of the Shanghai Fiv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favorable atmosphere among SCO member states, and also the increased external 

pressure. Heterogeneity, weak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ncreasing external resistance 

ar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acing SCO 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we wil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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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p-level design, actively cultivate the SCO consciousness, set clear common 

goal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rty Years of China-ASEAN Dialogue Relations: Working Together to 

Foster a Cooperative Culture

ZHANG Yunling 

In the 30 years of the China-ASEAN Dialogu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good neighbors and 

credible partners and achieved win-win cooperation.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 over 

the 30 years is to build consensus based on dialogue, mutual respect and collaboration. 

Amid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insisted 

o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demands new thinking, strategies and wisdom to deal with new 

situations, issues and goals. With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hina-ASEAN 

region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China 

and ASEAN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the stability of bilateral relations, facili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徐步院长主持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分论坛研讨会

4 月 1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分论坛“打造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新

局面”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徐步院长主持。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意大利

前总理莱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美国前驻华大使

博卡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马凯

硕等嘉宾参会并发言。

我院主办 2021 年亚洲区域合作组织

圆桌会和亚洲智库论坛

4 月 20 日，我院在海南举办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亚洲区域合作组织圆

桌会和亚洲智库论坛。徐步院长致欢迎辞并主持圆桌会和智库论坛。来自东盟、

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中国 -东盟中心、亚洲金融协会、湄公学院、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等亚洲区域合作组织和知名智库专家四十余人与会，就亚

洲区域合作的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展开研讨，为维护区域繁荣发展建言献策。



徐步院长出席第十八次中俄印三国学者对话会

4 月 22 日至 23 日，徐步院长出席由印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第十八次中俄印

三国学者（线上）对话会。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尼古拉·库

达舍夫、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康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所长阿勒克塞·马

斯洛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者就积极重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联合国

安理会框架下的合作以及阿富汗问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徐步院长在博鳌主持南海分论坛研讨会

4 月 21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举办南海主题分论坛。徐步院长应邀

主持“南海形势与危机管控”议题。与会者就中国与东盟国家如何保持定力，通

过对话管控分歧、通过合作增进互信、通过规则制定确保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可控

进行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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