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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人民立场

    于  江

〔提   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场。人民立场从本质上决定

了新时代中国“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的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立场出发，对“世界怎么了、我们

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

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更加深刻地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更加努

力地践行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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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其中立场是整个思想

体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

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进行重大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形

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时代

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

场出发，为民族担当、为世界尽责，砥砺前行、成就斐然。学习贯彻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学深悟透人民立场。坚持和践行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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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的“十四个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都直接与人民相关，[1] 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金钥匙。

（一）“一切为了人民”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总基调和大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置顶的价值加以重视和贯彻。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外交部分开宗明义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

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

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

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3]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和精辟概括凸显了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人

民网，2019 年 7 月 22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722/c40531-31246901.html?ivk_
sa=1024320u。（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6 页。

[3]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

2018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2/18/content_5350069.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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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昭示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的执政真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国际视野，也明确了新时代

中国外交的努力目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宗旨、原则和努力

方向。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会见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

使节时，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就是“永葆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赤子心”，“坚

定理想信念，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是外交人员的根和魂。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外交方

针政策，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坚持外交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1] 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重要阐释，清晰回答了中国外交“为

了谁”的根本问题。

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和指南针，也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充

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辞辛劳亲力亲为，行遍五洲广交朋友，

走到哪里就把“一切为了人民”的核心理念带到哪里。2013 年 3 月，习近平

在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政策性演讲中鲜明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

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

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

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2] 鲜明提出了基于人民立场的全球治理观。

在随后访非的行程中，他反复强调人民对中非关系的重大意义，“中非关系

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中非关系发展应该更多面向人民”；[3] “中非传统友

好深深扎根于人民。中非人民深厚友谊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社会基础。只有双

方人民热情参与，中非友谊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非合作基础才能不断巩固。

只有让中非合作成果不断惠及双方人民，中非关系发展才能得到双方人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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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5日）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74 页。

[3]　 同上，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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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更坚定的支持和拥护”。[1] 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

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演讲时强调，“历史上，中

国和东盟国家人民在掌握民族命运的斗争中曾经并肩战斗、风雨同舟。近年来，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抗击印度洋海啸到抗击中国汶

川特大地震灾害，我们各国人民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形成了强大合力”。[2] 

2016 年 11 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生动引述中外古语

民谚，“中国古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秘鲁谚语说：‘人民的

声音就是上天的声音’”，[3] 强调了以民为本的极端重要性。

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深刻指出：“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4] 这为我们明确了把握新发展理念，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进

一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努力方向。

（二）“紧紧依靠人民”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立足点和根本工作路线

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

动员和组织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有着深刻认识。2013 年

6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九十二

年来，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5] 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

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

[1]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人民网，2013 年 3 月 30 日，http:// 
cpc.people.com.cn/n/2013/0330/c64094-20971799.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93 页。

[3]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20/c_129370744.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 日）

[4]　“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光明网，2021 年 1 月 16 日，https://politics.
gmw.cn/2021-01/16/content_34547599.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5]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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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

前进。”[1] 2021 年 2 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赢得人

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要教

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把 14 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2] 习

近平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地阐明了“紧紧依靠人民”是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的立足点和根本工作方法。

习近平历来重视通过民心相通促进国家间了解与友谊，强调“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亲力亲为支持中外民间交往，并从中发掘超越社会制度、意识

形态和文明文化差异的力量。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

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时，高度评价人民友好和民间外交

的重要作用，“民间外交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我们要通

过推动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

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灵中坚定和平理念，形

成防止和反对战争、推动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民间外交要开拓创新，

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对外友好交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以诚

感人、以心暖人、以情动人，拉近中外人民距离，使彼此更友善、更亲近、

更认同、更支持，特别是要做好中外青少年交流，培养人民友好事业接班人”，

“民间外交应该发挥优势作用，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多合作平台，引

导国外机构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3]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同样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关键是让人民

有更加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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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网，2021 年 2 月 21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221/
c64094-32033008.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 日）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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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无论大小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各国只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外

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站稳人民立场，千方百计回应本国人民对更加美好

生活的向往，兼顾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三）“胸怀世界人民”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鲜明底色和国际担当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人民立场并未止步于中国人民，不是只顾一国私利的

狭隘民族主义，而是涵盖各国人民，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担当。2012 年 12

月，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中提出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

运共同体”，[1] 并积极用好国内外、双多边各种重要场合全面、系统、深入

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这一重要理念落地落实取得重大进展，

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在全球范围最具影响力、感召力和说服力的展

示。2013年3月，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以中俄两国人民为例，

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2] 表示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决定，把扩大各领

域务实合作、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点。

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

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奉

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发

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

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3] 立足人民立场透彻解读了中国与

世界关系，明确回击国际上重新抬头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重要践行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2021 年 4 月 23 日同美国对外

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担当也进行了生

动阐述，“我们将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轨迹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

[1]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新华网，2012 年 12月 5日，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2012-12/05/c_11392245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习近平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中国政府网，2013 年 3

月 23 日，http://www.gov.cn/govweb/ldhd/2013-03/23/content_2360500.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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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积累的历史智慧是‘国霸必衰’，而不是‘国强必霸’”，[1] 有力宣

介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和好评。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人民立场与世界胸怀完美融合、相互贯通，超越近代

以来大国崛起的“利己主义”世界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

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2] 并从内与外、发展与安全、

公平与正义、当前与长远等多个角度，全方位阐述了人民立场在对外工作中

的丰富内涵，用“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全面概括了中国外交对世界的担当。[3] 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章程（修正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写入党章，展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立场出发、为中

国人民和人类进步不断奋斗的决心。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两张闪亮的名片，“真实亲诚”和“亲诚惠容”是

其人民立场的国际延伸。习近平对非洲国家首次国事访问就提出“真实亲诚”

理念，在新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即强调“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

交理念”。2015 年 4 月，习近平在纪念万隆会议 60 周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

上表示，“中国梦同亚非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不仅造

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4] 受到与会各方热烈欢迎。2017 年 12

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世界各国人民都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5] 2018 年 4月，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表示，“我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

[1]　“王毅：中国的历史智慧是‘国霸必衰’，而不是‘国强必霸’”，外交部网站，

2021 年 4 月 2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71219.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 25 页。

[3]　同上，第 56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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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2015年 4月 2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423/c40531-26890650.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5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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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2017 年 12 月 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202/c1002-
29681600.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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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

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1] 与时

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标榜“美国第一”的言行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领袖

的宽广视野和世界胸怀。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理论渊源和时代意义

立场决定思想信念、行为方式和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

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胜利前行。深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理论

渊源、时代意义和世界影响，是我们更好地坚持和践行这一根本立场所必需，

对我们深刻领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决定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

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要求

全党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

[1]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光明网，2018 年 4 月 11 日，https://news.gmw.cn/2018-04/11/content_28277483.
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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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

习近平从执政党根本宗旨的高度定义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习近平立即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

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发出“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总动员令，发动

千万党员，统率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我们

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事

实充分证明，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

习近平的全面论述和批示指示，完整、准确地展现了人民立场对于“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意义，即前者既是后者的根本出发点、立

足点，更是奋斗目标和力量源泉。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匈牙

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表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关键，中

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老

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事，所以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进行了一

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3] 美

国共产党联合主席坎布龙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证明，当

[1]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 1、13、20 页。

[2]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 年 3 月 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03/c_1211049315.htm。（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5日）

[3]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中共成立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4 月 1 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10401/2439231.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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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时，一切皆有可能。她认为，中国能够迅速控制住疫情，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优先考虑最

大限度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同时调动全部资源共同抗疫。[1]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人民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一脉相承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

的理论结晶，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

系的终极目标任务和最高理想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

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2] 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大众、全人类的立场为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面对和人民大众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做到从人民立场和利益出发。是否

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

对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人民立场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有着深入思考

和精彩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民立

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

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

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3] 在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在阐述《共产党宣言》的重大理

论贡献及时代意义时指出，“《共产党宣言》毫不掩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

级性，旗帜鲜明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在推动历

史前进中的伟大作用”，“这一鲜明的政治立场，充分肯定了人民的历史主

体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强调“学习运用

《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1]　张梦旭：“美国政要：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给世界以启迪”,人民网，2021年 5月15日，

http://js.people.com.cn/n2/2021/0515/c359574-34726709.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1 页。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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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1] 2021 年 2月，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 精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人民立场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

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

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

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

争。”[3] 习近平对党史高度概括的精辟论述，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为

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深刻认知。

新中国实现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程

始终遵循“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进的道路上，中

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以贯之坚守着“人民至上”的初心。“人民”一词是毛

泽东生平经常使用的政治概念，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毛泽东

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反对狭隘

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4]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就

提出 ,“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5] 尽管新中国面临种种困难，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

解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共同打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要求我们做工作必须考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

[1]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新华网，2019 年 11

月 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1/15/c_1125236929.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5日）

[2]　习近平：“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第1版。

[3]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9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59 页。

[5]　辛鸣：“思想纵横：用好学习《纲要》的金钥匙”，人民网，2019 年 7 月 30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730/c40531-31262969.html。（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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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1] 提出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

识”，[2] “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3] 

很好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主题。

面对改革开放大发展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

全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4]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

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5]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6] 

并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出发，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着党的优良传统，

审时度势、勇于创新，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与世界关系和人类共同未

来主动展开宏大思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7] 强调不以牺牲其他

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发展，促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推进全球治理体制

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应对时代面临的课题 [8] 贡献中国智慧，在国际

上赢得广泛认可和赞誉。习近平外交思想跳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0 页。

[2]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33页。

[3]　同上，第 71 页。

[4]　“江泽民：‘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国新闻网，200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2-11-08/26/241479.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5]　“胡锦涛：政策你们说好就继续办 不行就改进”，央视网，2007 年 2 月 20 日，

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220/100003.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6]　“胡锦涛：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中国新闻网，2003 年

2 月 18 日，https://www.chinanews.com/n/2003-02-18/26/273898.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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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国政府网，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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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以既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又蕴含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方式擘画未来，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立

场和党的领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道义制高点上思考问题的优良传统。

（四）人民立场回应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在世界范围，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感知、及时有效回应了世界上

千千万万普通人对安全稳定的关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鲜明提出坚守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

护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与共识；高举“发展旗”，主张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

和社会制度差异，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之路；唱响“合作曲”，倡导共建“一

带一路”造福各国民生，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积极谱写“新篇章”，提出全球治理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正确义

利观等新型理念，凝聚各国人民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务实管用。在世界大变局加

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各国所面临的机遇挑战都在变化，彼此利益联系与摩擦、

思想交流与碰撞同步发展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等方面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极大地考验各国的外交智慧和决策经验。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这个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交织激荡的大时代，不

断迸发思想伟力、焕发青春活力，关键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人民立场既立

足国家利益、又合乎时代要求、更站到世界高点，不仅因为“办好自己的事”、

服务国家发展而深受中国人民欢迎，还以中国之智和中国之治让世界人民特

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受益，帮助国际社会有效化解矛盾、规避冲突、构

筑共识，并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1] 的重要判断提供事实依据。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丰富实践

作为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秉持人民

[1]　“深刻认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新华网，2021 年 1 月 27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1/27/c_112703007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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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确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和方针政策，增进中国人民福祉并惠

及世界。

（一）全力贯彻外交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透彻理

解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准确把握人民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政治立场的

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对外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擘画

和推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第一，元首外交亲力亲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积极进取、亮点

纷呈，习近平不仅以政治家的思维和战略家的气魄为外交工作运筹帷幄，更

41 次踏出国门，出访 233 天，足迹遍及六大洲，在 69 个国家留下足迹，出

席 70 场国际多边会议，以自身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为中国外交增添鲜明的中

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中国人

民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中国梦、“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

全球治理观、新发展理念、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通

过习近平的一次又一次远行、一场又一场精彩演讲、一轮又一轮坦诚沟通传

遍全世界、传达给各国民众。

在世界舞台积极阐释中国理念、倡导国际合作过程中，习近平在交流中

拉家常、讲故事的亲切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展现了谦和、风趣、亲民的领袖魅力。

在蒙古国发表演讲时，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

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

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1] 巧妙而坦诚地回应了外界以“搭便车”抹黑

中国发展的说法。2018 年上半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

言行甚嚣尘上，该年6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

精辟阐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理念”，完美地与“上海精神”的“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核心理念相契合，

[1]　“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新华网，2014 年 8 月 22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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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世界未来进步于上合组织发展愿景之中，[1] 让中国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

外交理念与特朗普政府的“唯我独尊”蛮横霸道高下立判。

早在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就与来自 16 个国家的 20 位外国专家举行过

亲切交流。习近平谦逊地引用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拉开大家的话匣子，

并通过在座专家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诚挚感谢。[2] 

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后，专门

召开在沪外国专家座谈会。习近平表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

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

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3]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滴水穿石”的思想和行动，不断增进着国际社会对中国

的理解认知，从中尽显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人民立场，高度重视中外民间交流，源于习近平对

外交的出发点、立足点有着准确清晰的认识。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指出“国与国交往始于

人民”，并旁征博引、极富说服力地回顾了中美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和

友谊，点出“实践证明，中美两国友好可以跨越时空” [4] 的实质，受到美国

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以朴实而有温度的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国

强必霸”思想的超越。

习近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积极践行者。在中国向哥

伦比亚提供的第三批疫苗运抵之际，习近平应邀向哥伦比亚人民发表视频讲

[1]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全文）”，新华网，2018

年 6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09/c_1122962286.htm。（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6 月 15日）

[2]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中国经济网，2012 年 12 月 5 日，http://www.
ce.cn/xwzx/gnsz/szyw/201212/05/t20121205_23912312.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3]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座谈：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 年 5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23/c64094-25058396.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5日）

[4]　“习近平：国与国交往始于人民”，中国经济网，2015 年 9 月 22 日，http://www.
ce.cn/xwzx/gnsz/szyw/201509/22/t20150922_6553293.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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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表达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哥伦比亚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助力加油的真诚意愿，鼓舞了当地民众抗击疫情的信心，生动诠释了“天下

一家”、命运与共的外交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心系全人类健康福祉

的人民情怀和世界胸怀。

第二，维护境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

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面实施，与外界联系交往不断深化拓展。

中国民众出境人数和驻境外机构数量迅猛增长。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次从 2011

年的 1.4 亿 [1] 增至 2019 年的 3.5 亿，[2] 民众对境外安全与权益维护的需求

量呈指数级增长。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2.2 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7.7 万亿美元）和荷兰（2.6 万亿美元）。中国超 2.75 万家境

内投资者在全球 188 个国家 ( 地区 ) 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4.4 万家，覆盖

全球 80% 以上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7.2 万亿美元。[3] 一个

“海外中国”正加速形成。

同胞走到哪里，党和国家的关切就延伸到哪里。2014 年，习近平在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

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外交及时重申和加强对领保工作的庄严承诺，开通中国领事服务网、“领

事之声”微博、“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12308 热线及微信版，搭建起

海外中国公民求助的绿色通道，实现海外中国公民旅行证件和领保服务的“全

天候”。外交部牵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逐步建立中国公民和法

人全方位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组织实施撤离海外中国

[1]　“2011 年内地居民出入境 1.4 亿人次　同比增长 22.6%”，中国政府网，2012 年 1

月14日，http://www.gov.cn/jrzg/2012-01/14/content_2044165.htm。（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2]　“2019 年全国出入境 6.7 亿人次”，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 月 6 日，http://www.
gov.cn/shuju/2020-01/06/content_546671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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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09/20200903001523.s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4]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4年 11月30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30/c64094-2611922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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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动 10 余次，处理中国境外公民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受理寻人、

补办证件、协助就医等各类领保求助案件约 50 万起，涉及近 100 万人。[1] 

仅2018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就处理8万起领保案件，平均每6分钟一起，

12308 接到 37 万个来电，外交部推动同中国互免签和落地签国家达 72个。[2] 

2015 年，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撤侨，首次靠泊外国港口直接执行撤离中

国公民任务，共接出中国公民 621 人以及 15 个国家的外国公民 279 人。[3]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切

实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健康。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第一时间行动起

来，想方设法为海外同胞提供帮助。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共向 100 多个国家

的 500 多万侨胞发放“健康包”和“春节包”，为所有不幸染疫的同胞及时

组织当地救治，通过派出临时班机、利用外方包机等形式，分期分批从世界

各地接返确有需要回国的海外同胞。12308 热线 24 小时值守，日均处理同胞

求助约3000起，比往年增加近3倍。2021年3月，中国政府开启“春苗行动”，

目前已经帮助 20 多万海外同胞在当地接种新冠肺炎疫苗。[4]

第三，扎实服务地方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外交坚持人民立场，服务发展的点、线、面全面向地方

和基层延伸，帮助地方交流进一步发挥深入民间、覆盖面广、手段灵活的特点，

满足人民需求，对国家间关系发展形成重要补充。外交部大力投入、下真功

夫，创造性地指导、帮助和支持地方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及时向地方提供

对外交流合作信息，帮助地方建立对外联系的渠道，帮助地方培训外事干部，

驻外使领馆也深入驻在国民间推动中外友好合作。

[1]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为中国公民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光明网，2019年 3月 9日，

https://politics.gmw.cn/2019-03/09/content_32619724.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王毅谈领保工作：去年处理了 8万起领保案件”，新浪网，2019 年 3月 8日，

https://news.sina.com.cn/c/2019-03-08/doc-ihsxncvh0831825.s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3]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军赴海外执行重大任务影像录”，中国军网，2018年 8月 24日，

http://www.81.cn/2018zt/2018-08/24/content_9271957_2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15日）

[4]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外交

部网站，2021 年 3月 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59110.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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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人民立场的一个重要体现

和实践创新。2016 年 3 月创立以来，外交部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已经连续开

展 22 场，涵盖西部、中部、东部以及河北雄安新区，成功打造了服务地方开

放发展的新平台，成为一块拥有全球知名度的“金字招牌”。各省区市不出

国就能与各国探讨合作，各国使节不出北京就能了解地方改革开放新貌，对

助力中国更多地方走向世界意义非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是外交服务地方的典范之作。2021 年 4 月

12 日，也就是武汉“解封”一周年之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湖北省和武

汉市主要领导、外交部领导以及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工

商界人士、媒体约 500 人在外交部出席推介会。这场推介会是迄今为止出席

外国使节及代表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既是国际社会对湖北和武汉人

民抗疫成就的认可，也表明各方对疫后中国发展前景的期待，受到国内外媒

体广泛关注，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

（二）努力造福世界人民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人民立场完整、具体地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各项努力当中，回应了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实现发展、加强合作、共享

未来的普遍诉求。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派出维和人员最多，

维和摊款出资位居前列。中国军队在维和行动中，既为冲突国家和地区创造

安全稳定环境，也积极参与医疗卫生、人道救援、环境保护、民生发展、社

会重建等工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产品，努力为当地人民点亮发展的希望。

30 年来，中国军队累计新建和修复道路 1.7 万多千米、桥梁 300 多座，排除

地雷及未爆炸物 1.4 万余枚，完成大量平整场地、维修机场、搭建板房、构

筑防御工事等工程保障任务，累计接诊救治病人、抢救伤员 24.6 万余人次。

在极度贫水的苏丹达尔富尔，中国工兵分队给水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

当地打井 14 口，有效缓解当地人民的饮水难题。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

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指出，中国是全球十大维和部队出兵国之一，目

前大约有 2500 多名中国维和人员在世界多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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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献精神”。[1] 中国维和官兵不仅是和平的守护人，还是友谊的传播者。

中国赴刚果（金）医疗分队与驻地布卡武市“国际儿童村”结成对子，用真

情传递爱心和温暖，中国女官兵被孩子们亲切称作“中国妈妈”。[2]

第二，致力减贫发展。中国开展对外援助 60 多年来，共向 166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近 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3] 2012 年以来，中国共举办 130

余期国际减贫培训班，传授中国扶贫经验，来自 116 个国家（组织）的官员

参加培训。[4] 2015 年，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用于支持国际社

会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探索多边援助新模式，吸引了国际发展机构、

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5]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积极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提振各国特别是广大发

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作为投身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9 年 11 月，中国累计

派出援外医疗人员2.6万人次，先后远赴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

一代又一代援外医务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受援国基层，直接服务普通

民众，累计诊治患者约 2.8 亿人次。约 2000 人次援外医务工作者获得受援国

政府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国家级荣誉，51 名队员因公牺牲在异国他乡。[6]

[1]　“访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中国维和人员发挥着‘弥足珍贵的作用’”，国防

部网站，2020年 5月29日，http://www.mod.gov.cn/action/2020-05/29/content_4865929.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中国驻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爱洒‘SOS’国际儿童村”，《中国日报》中文网，

2014 年 4 月 23日，https://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4/23/content_17458352.htm。（上网时

间：2021 年 6 月 15日）

[3]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国新办网站，2019 年 9 月，http://www.scio.
gov.cn/ztk/dtzt/39912/41838/index.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4]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国新办网站，2021 年 4 月，http://www.scio.
gov.cn/ztk/dtzt/44689/45216/index.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5]　俞子荣：“不平凡的探索与成就——中国对外援助 70 年”，《国际经济合作》2020

年第 6期，第 4-19 页。

[6]　赵磊：“公共卫生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学习时报》2020 年 5

月 8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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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和平台。自 2013 年提出以来，截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中

国已经与 17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 

为参与国民众带来切实福祉和便利。通过共商共建，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

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内陆国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

的出海通道，斯里兰卡人民实现了建造现代化铁路的梦想，非洲偏远地区居

民用上了卫星电视，等等。正如吉布提外长优素福所说，“吉方很高兴能参

与这一重大全球性倡议，通过这一伟大倡议致力于造福人民，实现和谐发

展”。[2] 即便是疫情冲击下的 2020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和投资

也保持良好势头，被誉为“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逆势增长，全年开行超过

1.2 万列，同比上升 50%，通达境外 21 个国家的 92 个城市，比 2019 年底增

加了37个城市。[3] 中欧班列运输大量抗疫物资，成为中欧之间抗疫合作的“生

命通道”，为维护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等国舆论围绕“一带一路”的理性反思也在增长。

美国《财富》网站发表题为“美国别老盼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失败”的文章，

称特朗普政府花了四年时间试图诋毁“一带一路”，批评其具有“掠夺性”，

散布未经证实的“债务陷阱”谣言，并施压盟友和伙伴不要加入，但策略失败。

文章指出，因为上述指责并不能反映中方大多数投资的实际情况。自 2017 年

至 2019 年，几十个拉美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东欧和南欧地区的几乎所有

北约成员都与“一带一路”建立联系。“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系列美国没法

提供的经济、政治和技术福利，包括危机时施以援手。[4]

第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亲自指挥中国外交积极投身国内和全

[1]　“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5份”，中国政府网，2021年 1月 3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30/content_558371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 日）

[2]　“吉布提外长优素福祝贺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新浪网，2020 年 10 月 2日，https://
news.sina.cn/2020-10-02/detail-iivhuipp7686223.d.html?vt=4。（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3]　“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5 份”。

[4]　“美媒：‘中国不是在掠夺别国’，美国别老盼着‘一带一路’失败”，环球网，

2021 年 3 月 26 日，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42SMeQKDUqp。（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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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抗疫，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延伸至全球。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

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向150多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

为有需要的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发挥最大医疗物资产能国优势，

向各国提供 2000 多亿只口罩、20 亿件防护服、8 亿份检测试剂盒；[1] 积极

推进药物、疫苗研发合作和国际联防联控，促进疫苗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迅速展开疫情防控、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向世界提供物资支持、

派出医疗专家组的成功实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

民调数据显示，44.2%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抗疫贡献最大，远超

第二名日本的 18.2%。[2] 美、德、法三国知名智库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表明，

新冠疫情后三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认知显著增强。2020 年 1 月，13% 的法

国受访者、12% 的德国受访者和 6% 的美国受访者把中国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国家，5月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 28%、20% 和 14%。[3]

四、新形势下进一步坚定人民立场

中国在发展，世界在演进。中国外交要延续在抗疫期间出色的大国担当，

更加积极投入国际发展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多造福当地民众，

把互尊互鉴进一步落到实处，必须牢牢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人民为中

心的基本原则。

（一）服务双循环

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千里之外。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外交要

[1]　“王毅谈 2020 年中国外交：抗疫国际合作有声有色”，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1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t1839405.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日）

[2]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February 10, 2021.
[3]　“Transatlantic Trends 2020: Transatlantic Opinion on Global Challenges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Bertelsmann Foundation,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and Montaigne Institute,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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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助力双循环，关键是全面准确领悟和贯彻习近平论述的新发展理念，

认清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入研究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在此

基础上，积极探索形成官民密切互动、线上线下国内国际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

切实为扩大开放和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创造条件、营造环境、提供帮助、

献计献策，共同塑造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外交部全球省区市推

介活动可以统筹中央地方两种优势，对接国内外两种资源，既服务中央决策，

又服务地方发展，可以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应作为“外交为民”的一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二）更好维护人民海外权益

世界大变局在加速发展，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对外战线责任更加重大。

需要研究如何对内更加接足地气，更及时有效供民众所需、更全面关心普通

民众和法人在海外安危福祉。

一是有序推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的“构

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工作任务，不断加强对领事保护与协

助工作投入，继续提升对中国公民和机构海外利益与安全保护水平，包括推

动海外领事服务的普及化、便利化、信息化，让同胞在海外能一键直达驻外

使领馆，实现“掌上办”“零跑腿”。二是更加有效利用外交、涉外法律、

宣传等多种资源途径，建立健全对中国公民海外利益与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

推进相关工作规范化、法治化，依法对国外的“长臂管辖”形成有力反制，

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并积极推进“官民并举”、宣传先行

的方式，不断提升中国民众对海外权益的认知度、参与度、获得感，逐步形

成官民各尽其责、良性互动、共同防范应对海外风险的良好局面。三是着眼

各国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国际环境与安全风险更加复杂的局面，从人民立场

出发，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互助互利原则，推动领事保护领域的全球治理，

探索国际互保体系建设。

（三）更有效保障民众对外交参与

一是增加民众知情权。可以加强政务公开，在合理范围内细化对外交事

件的报道；提高工作透明度，及时通报领保等事务最新处理情况，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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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处理空档期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误解，特别是公民海外遇险时，让民众

及时了解工作进度，能够有效缓解因恐慌带来的焦虑情绪；创新外交事件发

布形式，更多利用直播等新型互动传媒，扩大民众参与，及时有效介绍真实

情况。

二是提高民众参与度。可以加强涉外交事务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建设，鼓励民众理性讨论，形成自发舆论压力，为中外交往以及外交捍卫

国家利益提升民意支持；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和国际关系研究力量的培养和建

设，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咨政建言等作用；更加广泛听

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多管齐下为中国外交和中外交往献计献策；鼓励中外

民间交流，欢迎国外自媒体来华，打破所谓国际主流媒体垄断，让外国广大

民众更加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鼓励华侨、中国留学生发挥优势，做中

华文化在海外的推广者展示者，个性化、小视角地讲述中国故事。

（四）更多投身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家越发展，国际影响力越大。中国外交在国际多边舞台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可以有更大作为，应该更加勇于善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应该保持和扩大对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行动的高参

与度，依托新增实力为世界更多地区恢复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援外医疗

队直接面向受援国民众，能够快速、有效提升国外民众的获得感，传播中国

正面形象，应该继承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可以在国际减贫交流领域下更大

力气，包括更多搭建平台、组织培训、开展智库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应该

继续探索把国内各类经济主体更多引入援外事业，促进援外事业多元化发展，

提升援外规模和效能，同时探索多边援助、三方合作等多元合作体系，以适

应当前国际发展领域“双边是基础、话语权在多边、大国博弈在三方”的基

本现实。

（五）更多促进民心相通

中国外交要毫不动摇、千方百计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两大指导思想在全世界落地落实。办好这件大事，要能讲会做。既要

把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状况和客观趋势讲清楚，把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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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来搞发展行不通说明白，更要把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复兴的主要发力点

始终在国内、同时造福世界的道理不断展示给全世界。

一方面更广泛传播中国声音，更有效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发达国家民众，

强调一个“融”字，着重讲述中国作为一个传承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如何立

足自身实现民族复兴、为各国增添发展机遇，积极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力量，

主张美美与共，而非唯我独尊，反对输出模式、强加于人；对于周边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民众，强调一个“亲”字，更加有效落实真实亲诚、亲诚惠容等

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理念，着重介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具有相似历

史遭遇、加快发展的共同任务、对全球治理的共同期待，推动这些重要理念

在各国民众中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更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维护自身形象。要把习近平外

交思想一系列重要理念主张进一步研究、阐释、宣介好，更多体现到现有国

际体系和规则中；进一步拓展同国际组织、智库、学术团体、商业协会等多

主体、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与对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对针对中国内

政的粗暴干涉，要第一时间亮明立场坚决反击；对针对中国的不实指控与污

蔑，要第一时间动员国内外各方作出澄清；在发展自身过程中，要合理兼顾

来自国际社会的利益关切。要配合国内部门和地方把“中国大市场”建设得

更规范、更高效、更富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

五、结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它强调坚持以维

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人民外交定向

领航，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强调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明确了新时代各项对外工作的共同努力方向；强调坚持

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并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既明确了外交工作的宗旨，又凸显出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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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放眼全球、心系全人类的广阔胸怀与使命担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

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本色；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

信，标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本质。

面对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复杂形势，人民立场始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根本立足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外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砥

砺奋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历史告诉我们，

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中

国外交必须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和践行其人民立场，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紧密依靠人民、更多为人

民造福。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最广大人民衷心

拥护，中国外交就一定能汇聚起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构建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完稿日期：2021-6-15】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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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成就、挑战与深化路径 *

    叶淑兰

〔提   要〕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目标在于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形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

舆论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话语权在

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

制度创设力上取得重要成就。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西方霸权

话语、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以及国际传播

能力不足等方面的挑战，需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复合型多

元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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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

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途径。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

 *　本文为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

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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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目标任务与面

临挑战，探索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对于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建设目标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

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2]王毅外长曾指出，“随着中国国力增强，

我们需要合理的发展空间，也需要获得相应的国际话语权”。[3] 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化“话语困境”为“话语契机”，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施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好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

问题。[4]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一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指

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指其话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其包含的要素主要

有话语的内容和质量、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和传播力、话语包含的事实和实践、

话语的认同和反馈四个方面。[5]

中国的国际话语是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为表达国际战略与外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求是网，2021 年 6月 1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6/01/
c_1127517480.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1日）

[2]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7页。

[3]　“王毅谈创建亚投行：中国没有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新华网，2016 年 3 月 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8/c_128782788.htm。（上网日期：2021 年 7

月 2 日）

[4]　王帆：《大国外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年，第 22 页。

[5]　傅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人民日报》2020 年 4月 2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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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是“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

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1] 但是，国际话语并不必然产生

话语权，只有当其对现实产生影响力时，才能产生话语权。话语和权力是不

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2] 话语要转化为影响力，需要满

足话语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以及被实践的前提条件。话语具有构建社会

现实的功能与作用，话语是否被实践是其转化为话语权的最终环节。因此，

中国国际话语能够产生多大的国际影响力，取决于是否为他者所使用，是否

起到议程设置作用，是否被认同以及是否在外交实践中得到运用，并影响外

交实践的进程。

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国际政治权力网络与跨文化语境中生成，包含话语构

建、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实践五大环节，是话语主体与客

体通过作用与反馈机制形成的互动与开放的进程。国际话语权建设受到国际

权力结构分布、跨文化语境、软硬实力支撑、核心价值观建设、对外媒体的

发展、对外合作机制的构建、话语质量、话语翻译以及话语传播能力等因素

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实现既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身份、国际话语

与实践本身的特性紧密相连，也与国际受众的利益、文化、价值观以及对华

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际话语权具体体现为国际话语的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

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制度创设力等方面。议题设置力体现为国

际话语进入国际社会议题，为国外受众所听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以及反议

题设置的能力。传播辐射力体现为国际媒体品牌化发展水平，分众化、精准

化、在地化传播的能力以及协同发声辐射国际社会的能力。理念引领力体现

为外交原则理念被国际社会响应、认同并写入国际文件中所产生的引领能力。

形象影响力体现为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认同度与亲近度的能力。方案贡

献力体现为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与实施中国方案的能力，而制度创设力

[1]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

第 5期，第 18 页。

[2]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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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现为中国创设相关国际机制与规则的能力。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涉

及国际话语是否被听闻，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涉及到话语是否被认同，

而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则涉及到话语是否被实践的问题。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展现中国风范与中国担当，有利于消解国

际社会对华负面声音，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习近

平指出，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1]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话语传播、国家认同与外交

实践三方面的目标任务。

在话语传播层面上，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

播辐射力。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

导和舆论斗争，初步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2] 提升议题设置

力与传播辐射力，确保中国话语传得开、听得见、听得清，是实现中国国际

话语权的前提条件。“新闻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规律”，“信息发布得越早、

越快、越多、越准确，就越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越能赢得信任”。[3]

在国家认同层面，建设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

力。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外交活动的策划设计，

力求取得最大效果”。[4] 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涉及中国话语能否被国际

社会所认同，能否入脑、入心的问题，是实现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环节。这需

要加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与国家形象影响力。

习近平还提出打造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同上。

[3]　傅莹：“讲好中国故事，改进国际传播”，参考消息网，2018 年 3 月 12 日，http://
ihl.cankaoxiaoxi.com/2018/0312/2258160.shtml。（上网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

[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7-68页。



30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义大国形象四个“大国形象”的概念，[1] 提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形象，以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任务。

在外交实践层面上，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国际方案贡献力与国

际制度创设力。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建立在推进以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进程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方案

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代表中国国际话语在实践层面的运用，是实现中国国际

话语权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指出，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要广泛宣介中

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2]

二、取得的成就

经过中国外交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3]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被国际社会影响”到“影响国

际社会”，再到“塑造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的成就，体现在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

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六大方面的提升上。

（一）议题设置力的提升

在国际议题设置上，中国正从“参与讨论者”转向“主动设置者”。中

国通过领导人出访、高峰论坛、主场外交、在国外发表署名文章、例行记者

会、媒体吹风会、外交部网站群、“外交小灵通”、“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等“外交微群”新媒体矩阵，中外智库媒体论坛等渠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4]

积极为国际社会设置议题。据统计，2019 年国家领导人在外国主流媒体发表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162 页。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第 22 页。

[4]　《中国外交 2020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 年，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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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0 篇，专场会见中外记者 1 次，接受外国媒体专访 2 次，同外国领导人

共同会见记者活动 15 次。[1]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会议、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国际机制成为中

国阐述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等理念及

进行国际议题设置的重要场所。2020年，习近平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提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概念。

中国进行一系列主场外交，“有助于中国把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更好地使

中国利益社会化、使中国方案变成国际方案”。[2]

中国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还体现在对西方“反议题设置”上，集中

表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支持。2019 年 7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 41 届会议期间，俄罗斯等 51 个国家联名或单独致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

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3]2020

年 10 月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问题时，巴基斯坦代表 55 国

就涉港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古巴代表 45 国就涉疆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

中国，科威特代表 3个海湾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4]

（二）传播辐射力的提升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国际传播海外布局初具规模，内容到

达范围明显拓展，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5] 中国主流媒体加快“走出去”

步伐，积极打造新型媒体品牌，加强协同发声与矩阵效应。通过对外媒体改

革与重组，形成了从通讯社（以新华社为代表）到广播电视（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为代表），并结合报纸（以《中国日报》为代表）和书刊（以中国外

文局为代表）的全方位对外传播矩阵。[6] 主流媒体开始在国外社交媒体开通

[1]　《中国外交 2020 年》，第 317 页。

[2]　阮宗泽：“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期，第 21 页。

[3]　《中国外交 2020 年》，第 55页。

[4]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295页。

[5]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 年版）》，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 172 页。

[6]　王宁、郭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变革和发展”，《对外传播》2018 年第

12 期，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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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发表文章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转载。中国学者、企业界人士也走向国

际社会，积极发声，逐渐形成多元主体传播的新格局。

传播辐射力的提升有赖于传播手段与传播技巧的改进。当前，中国对外

媒体在分众传播、精准传播、在地传播的传播方式以及全媒体与融媒体等传

播手段上均取得良好成效。对外传播方式更加多样，不仅有面向全世界的传

播，也有“一国一策”的精准传播，传播手段加快从单一传统媒体转向多种

媒体融合。[1]在新时代对外传播中，中国更加重视协同并进，在多元主体参与、

及时发声，讲事实、讲道理、讲情感、讲故事，民心沟通、融通中外上均取

得重要成效。

（三）理念引领力的提升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2]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全球治理观等新理念

逐渐上升为国际共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等话语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与认可。

中国提出的系列外交理念为国际社会所响应，并被写入相关国际文件中。

习近平提出的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被写入《2016 年核安全峰会

公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

会层面”决议。在习近平有关全球治理、推动二十国集团合作等主张中，体

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多处被写入 2019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

会公报》。[3] 中国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被纳入 2020 年 4 月联合

国大会通过强化多边主义应对疫情的 74/270 号决议。[4]“一带一路”精神被

写入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和地区机

制成果文件。[5] 在中国与柬埔寨签署的自贸协定中，“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1]　傅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

[2]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

2020 年 9 月 22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68.htm。（上网日期：

2021 年 7 月 3 日）

[3]　《中国外交 2020 年》，第 33 页。

[4]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92 页。

[5]　《中国外交 2019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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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成章。中国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消除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发展的主

张作为G20共识首次写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并在《2040

年 APEC 布特拉加亚愿景》中得到充分体现。[1]

（四）形象影响力的提升

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好感度呈现连续上

升趋势。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显示，来自

22 国的 11000 个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 6.3 分（满分为 10 分），

较 2013 年 5.1 分提升了 1.2 分。其中，海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好感

度较高，达 7.2 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海外民众认为中国未来应该优先塑

造“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2]

中国形象影响力的提升，突出体现为经济影响力与经济贡献得到国际社

会更广泛的认同。中国外文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即

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作出更

多贡献”。[3] 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影响力也赢得国际社会更大程度的认同。

2020 年 10 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有 48% 的受访者表示更愿

意称中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4]2019

年，盖洛普对 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 2008 年处

于第三位（仅次于美德），到2017年则超过美国位居第二，仅次于德国。[5]“亚

洲晴雨表”第 4 波（2014—2016）调查显示，42.99%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亚

洲最具影响力，高于美国（24.08%）与日本（10.44%），其中高达 66% 的韩

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最大。[6]

[1]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89、455页。

[2]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http://www.
accws.org.cn/achievement/202009/P020200915609025580537.pdf。（上网时间：2021年3月21日）

[3]　同上。

[4]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
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29 日）

[5]　“America First? Rating World Leaders: 2019,” Gallup, https://www.gallup.com/analytics/ 
247040/rating-world-leaders-2019.aspx.（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21 日）

[6]　“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 http://asian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上网时间：

2020 年 1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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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贡献力的提升

中国方案贡献力体现为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与实施中国方案的能

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中提出“金砖 +”新型合作模式，推动建立更广泛的全

球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多次提出加强全球气候应对的中国方案，倡议并与其

他国家共提首份有关维和人员安全问题的第 2518 号决议，获得联合国一致通

过；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指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共建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提出的关

于开展联防联控、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等一系列倡议与方案，更

是成为方案贡献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 , 为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

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 发挥中国独特的积极作用。[2] 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

提出“三个坚持”方案、“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在伊朗核问

题上，中国推动多边斡旋外交，为打破僵局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阿富汗问题上，

2012 年以来中国主持中阿巴三方对话，开创三方合作新模式。对于缅甸若开

邦问题，中国提出解决罗兴亚危机的停火、鼓励缅孟双方沟通、探讨治本之

策“三阶段”方案，获得缅孟双方支持。

（六）制度创设力的提升

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竞争”。[3]

中国通过创设国际组织和机构，改革和转变现有国际机制，努力为国际组织

输送高级人才，增加制度性话语权。[4] 王毅外长曾指出，“中国在国际体系

中的制度性权力得到显著提升。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

上升到第三位，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还成为了欧洲复兴开发银

[1]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96、466、468 页。

[2]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4期，第 6页。

[3]　张志洲：“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杭州（周刊）》2017年第 3期，

第 34 页。

[4]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

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期，第 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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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成员，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综合评估已达到第二位”。[1]

中国制度创设力的提高，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功创

立和运营可见一斑。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设立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以适合

亚洲的模式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五年来，

成员数量从最初的 57 个发展到分布六大洲的 103 个，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

中国制度创设力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应对上。

中国倡议建立中国 - 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率先成立中韩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设立 5000 万美元的第 3期中国粮农组织南南信托

基金，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

究中心，还在中欧环境气候和数据领域新建两个高层对话机制。[2]

三、面临的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着西方霸权话语、跨

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等外部挑战，也面临着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不足等内部挑战。这些挑战不但影响话语传播层面的议题设置

力与传播辐射力，还影响着国家认同层面的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并进

一步影响外交实践层面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一）西方霸权话语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守成超级大国”焦虑感和戒备心增强，对可能挑

战其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加大防范力度。[3] 英国崛起曾被法国人指责为“来

自英吉利海峡的威胁”，苏联崛起曾被视作“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4] 中

国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还存在偏

见与误解。

[1]　“王毅谈创建亚投行：中国没有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2]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20/2021）》，第 254、260、294页。

[3]　苏格：“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6页。

[4]　赵可金：“学者：‘挨骂’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环球网，2010 年 9 月 1 日，

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osyU。（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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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通过对国际媒体及信源的垄断，控制了国际舆论走向。西方舆

论对中国有着对抗式的“二元对立”解读。2021 年 2 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

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将中国描述为世界大国，对美国发展构

成“严重威胁”，88% 的共和党领袖和 64% 的共和党公众认为美国应努力限

制中国实力增长。[1] 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

也显示，发达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的评分由 2016—2017 年的 5.6 分，降至

2018 年的 5.4 分和 2019 年的 5.3 分。[2] 西方霸权话语下“西强中弱”的舆

论格局，制约了中国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

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的提升。

（二）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

中国话语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中西跨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冲突，其对话语权建设各方

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中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重在宏大

的目标蓝图，美国则强调解决具体问题的路线图，不愿“落入”中方设置的

议题。在“抗疫”进程中，中美关于封城、隔离等措施有着不同看法，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了双方的文化差异及价值观分歧。拜登在其就职演说中 12 次提

到“民主”，声称“美国保障了国内的自由，并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3]

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纽带，拉拢欧洲及亚太盟友，加大对华全面防范

与打压。

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还集中体现在中国国际话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

上。西方对于一些中国外交话语的经常存在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对于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将“大国”翻译为 Major-Country，美国媒体却翻译

为Great-Power，突出权力竞争色彩；中国把“一带一路”定义为“倡议”“国

[1]　“Divisions on US-China Policy: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Public,” The Chicago Council, 
February 1, 2021,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divisions-us-
china-policy-opinion-leaders-and-public.（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8日）

[2]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

[3]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Bide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
president-joseph-r-biden-jr/.（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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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平台”，但国际社会却经常视其为中国的“strategy”“scheme”等。[1]

（三）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

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外交理论体系建

设相对滞后的制约。美国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通常在进攻现实主义、

文明冲突论等理论背书下以学术面貌出现，这给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当前，中国仍面临着外交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学术理

论缺乏体系性和创新性。[2] 中国在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国化、传统文化思想现代化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方

面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现实需求。

中国外交理念、原则与政策通常由领导人提出，学者进而进行政策阐释

与理论论证，在构建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核心概念与外交理论上尤显不足。

如何更好地在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获得国际社会认

同，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议题。当前，国际话语研究中存在的单一环节、

单一学科所带来的孤立研究现象仍然相当突出，在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等

关键环节存在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国际话语体系一体化、系统性和

跨学科建设仍有很大的不足。

（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足

中国在议题设置力、传播影响力和公信力方面存在不足，“声量跟不上

体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

‘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3] 中国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媒体，在

打造对外媒体旗舰队时仍存在业务重合、业务竞争等内部整合不足的问题。

主流媒体在“走出去”过程中，海外落地率和到达率还不足。[4] 社交媒体“走

[1]　李芳、尚新：“翻译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译苑新谭》2019年第2期，第36页。

[2]　杨洁勉：“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5期，

第 11 页。

[3]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第 147-148页。

[4]　王宁、郭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变革和发展”，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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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以及运用脸书、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的努力又反复受到美国打压。中

国在顺应媒体数字化、网络化与移动化转型中，仍面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融合模式创新不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面向国际受众的社会融合以及基于人

工智能的人机融合方面。

国际话语权建设离不开话语传播技巧与艺术的提升。当前对外传播的话

语表达存在较为严肃生硬、语言相对单一、同质重复现象明显，以及话语的

生动性、故事性与艺术性不足等问题。国际传播人才不足，在借助国际非政

府组织、国际学者，尤其是外国公众来讲述中国故事方面，还面临较大的短板。

四、深化路径

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各种挑战，

探索深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面对西方霸权话语以及价值观冲突等一系列挑战，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优化外交决策的战略协调机制，加强外交顶层设计与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通过建立开放与包容的全球伙伴关系，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充分

发挥包括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公共外交、智库外交、媒体外交在内的多轨

外交与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环境外交在内的多元外交的作用。

提升中国方案贡献力，首先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继续提出新

型地区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倡议与新方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全球化、反恐、防扩散、抗击疫情、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等领域，主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在伊

朗、阿富汗、朝核、缅甸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努力寻求国际合作最大公约数，

在穿梭外交、调停外交、斡旋外交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提升中国负责任

大国外交形象。

在制度创设力方面，需要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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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合作机制的创新。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亚投行等机构中，加强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机制与规则建设的

制度影响力与创设力。在全球气候治理、环境治理规则以及国际数据与技术

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中国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的提升，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国内治理体

系与良好的治理能力基础上。只有构建和谐、包容、机会均等的国内社会，

中国方案在国际上才能更具说服力、感召力。

（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理念引领力与形象亲和力

面对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以及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不足的问题，需要

加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加强话语表达的学理性、逻辑性与系统性，进

一步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与国家形象亲和力。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在于基于融通中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国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运用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仁义”“道义”“信”“和”等概念思想，为中国国际话语构建提

供理论源泉。理论创新还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

进一步完善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理论。为此，

需要加强跨学科、融学科研究，加强话语文本、翻译与传播三大环节的“一体化”

建设。

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尤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使中

国在“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 中

发挥更强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创造性发展“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和谐

万邦”传统文化基础上，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正

确义利观的理论创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

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

感召力、公信力”。[2]

[1]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上 的 主 旨 讲 话”， 共 产 党 员 网，2021 年 7 月 6 日，https://www.12371.cn/2021/07/06/
ARTI1625577778292250.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6 日）

[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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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形象影响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经济影响力与全球领导力方面，

中国形象亲和力在西方国家仍面临较大挑战。形象亲和力的提升涉及心理认

同层面，离不开核心价值观以及理论创新的建设。此外，还需要更多考虑当

前话语传播中存在的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问题，采用精准传播方式，推

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

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

中国制度故事，讲好老百姓故事，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

通过言语的穿透力、观念的渗透力、事实的说服力，争取受众的理解、尊重、

认同。[2]

（三）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

面对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挑战，需要从战略高度对国际传播进行设计与

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

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

局。[3]构建战略传播体系需要建立战略传播协调领导小组，以统筹政府、学界、

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多层次参与主体，并更有效发挥智库的

角色作用，使之成为链接多元主体的中转站，实现多方联动，形成话语合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讲述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加强“造船出海”“借船出海”“借

筒传声”意识，鼓励中外媒体与记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记者“走出去”与“请

进来”相结合，“自己讲”与“别人讲”相结合。团结知华友华力量，积极

借助国际组织、国际学者、国外公众来讲述中国故事，扩大舆论“朋友圈”。

加强国际传播辐射力，需要进一步深化媒体机制改革，推动媒体内部业

务深度整合，推动对外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傅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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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化融媒体建设，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基础上，加强与国际受众

的社会融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之上的人机融合，打造更多轻量化、可视

化产品。通过加强对国外媒体和公众的调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有效提升

中国媒体的海外落地率和到达率。进一步推动媒体本土化、分众化、精准化

传播。不断提升话语传播的技巧与艺术，推动话语主体多元化、内容丰富化、

形式多样化、表达生动化。重视民心民意的沟通，积极开展多形式的人文交

流活动，增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时效性、感染力和亲和力。

（四）加强复合型多元人才队伍建设，为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话语权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科学化专业

化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

严的外交队伍”，“外交人员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1] 除了外交

人才与国际组织人才外，习近平还提出“建设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

门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

水平”等要求。[2]

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与

业务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需要加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整合重点高校

国际政治、国际传播、外国语等跨学科资源，积极探索“专才”与“通才”、

理论性人才与实践性人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顺应当前网络技术与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加强对文理兼通的复合创意型人才培养。在推动多元化人才

培养方面，加强外交、翻译以及国际传播人才的性别、民族、地域、语言、

文化等多元化分布。

【完稿日期：2021-7-6】

【责任编辑：李  静】

[1]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第 5-6 页。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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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杨  悦

〔提   要〕 东盟国家认为中美竞争加剧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

际环境，给其带来巨大挑战。东盟坚持“不选边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

通过提升凝聚力和韧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促进

地区包容性和务实合作的方式消解中美竞争带来的风险。面对新型的大

国竞争态势，东盟试图在中美间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然而，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及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与东盟内部挑战叠加将为东盟

应对增添诸多变数。对此，中国应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宽与东盟

的共识，加大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

〔关 键 词〕东盟、中美竞争、中国 - 东盟关系、美国 - 东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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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作为最具活力和成功的地区组织在中美竞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尽管东盟主导的系列机制和“东盟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近年来中

美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在管理与中美关系上的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

下，东盟主动作为，积极谨慎应对，其政策选择不仅会直接影响它与美国和

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会向中美关系传导。对于中国而言，了解东盟对中美竞

争的认知与应对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动态变化的东盟，提升中国与其合作的水

平，对管控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及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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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竞争凸显东南亚重要性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

略竞争者”。2021 年 3 月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延续了对中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位，明确了中美竞争的性

质及与华竞争的方式。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认知是“体系性大国”，因此与中

国的战略竞争是“体系性竞争”。《指南》中提到民主国家日益受到“威权势力”

的挑战，“威权势力”在侵蚀现有的国际规则，并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威

权治理模式。[1] 拜登在执政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也将中美竞争框定为威权与

民主对 21 世纪国际秩序领导权的争夺。[2]《指南》中还称，中国是唯一有能

力综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

战的潜在竞争者。[3] 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复合型对手”，不同于美苏的军

事和意识形态对抗以及美日的经济竞争。基于对华的认知，拜登政府制定了

一项长期的竞争战略。《指南》提出与华战略竞争的目标是“胜出”（outcompete）

中国，实现目标的核心战略是美国必须恢复持久优势，以实力应对挑战，重

建经济基础，重获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在美国国内及全球捍卫美国价

值观，实现军事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以外交手段优先，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

关系网络。[4]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内容和特点既有延续也有

变化。首先，打造应对中国联盟，维护美国霸权。与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不同，

[1]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 2021, p.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
strategic-guidance/.（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9日）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President Biden -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
remarks/2021/04/28/remarks-as-prepared-for-delivery-by-president-biden-address-to-a-joint-session-
of-congress/.（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9日）

[3]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8.
[4]　Ibid.,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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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希望与盟友和伙伴形成长期的统一战线，共同应对中国。两者政策

手段不同，但本质都是护持美国霸权。2021 年 4 月发布的美日峰会联合声明

与 6 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中的涉华内容都是拜登政府拉拢盟友为其政策背

书的体现。其次，与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保持战略稳定。拜登政府以一种相对

理性和长远的态度应对中国，认为“胜出”中国的最有效方式是做强自己，

同时不排除与中国在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开展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

全、军控与核不扩散的合作。[1] 拜登政府公开表态不寻求与中国对抗，而是

与中国展开最严峻的竞争。[2]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称与中国接

触的时代已经结束，目前中美关系的主导范式是竞争，而拜登政府的目标则

是要确保竞争是平稳与和平的。[3]再次，以“四边机制”为核心的“印太战略”

以及在经贸、科技、人权、南海等议题上对华强硬得到了延续与深化，但也

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在“印太”地区建立以“四边机制”为基础的“民

主国家技术联盟”，推动“四边机制”与湄公河国家的对接。对华经济政策

在维持对华产品关税水平的同时从关注贸易向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对华科

技政策由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全面封锁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小院高墙”政策。

在南海问题上，延续了军事介入的多边和常态化趋势，实战部署特点更加突出。

最后，美国国会推动对中美竞争立法，影响中美竞争的长期格局。拜登利用

中美竞争议题推动其国内政策议程的做法也将进一步强化国会对中美关系的

破坏作用。2021年 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该法案是此前国会推动的一揽子遏华法案的集合体。法案包含 2500亿美元的

联邦政府预算，用于提升和推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水平和本

土制造，同时对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攻击，敦促拜登政府扩大与“印

[1]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21.
[2]　Vivian Salama and Gordon Lubold, “Biden Says U.S. Wants Competition, Not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March 25,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says-u-s-wants-competition-not-
confrontation-with-china-11616701220.（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0日）

[3]　Noa Ronkin, “White House Top Asia Policy Officials Discuss U.S. China Strategy at 
APARC’s Oksenberg Conference,” May 27, 2021, https://fsi.stanford.edu/news/white-house-top-asia-
policy-officials-discuss-us-china-strategy-aparc%E2%80%99s-oksenberg-conference.（上网时间：

2021年 6月 10日）



45

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提升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领导力，通过外交、经济、

科技等手段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1] 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当天立即得到拜

登的积极回应。[2] 如果中美竞争的内容和性质得到美国法律的最终确认，那

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竞争态势将更加严峻。

东南亚是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核心地区。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是中国自然资源进口来源地和海上

航线的重要门户，还在中国外交工作布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是政治、经济、

区域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2020 年，中国与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

接却在加速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文莱恒逸石

化等重大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东盟国家也将是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选

地。对美国而言，自大国竞争回归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以来，防止中国

主导东南亚成为其在该地区的核心关切。美国明显加强了与中国在东南亚的

战略安全博弈、数字地缘政治较量、制度和治理理念的争夺。[3] 南海航行自

由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抓手。为了应对“一带一路”，美国已与日本、

澳大利亚建立了“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建立了

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尽管在这些多边合作框架下还鲜有具体的项目支

撑，美国已经与其盟友在东南亚搭建了经济合作的平台。[4] 同时，美国重点

加强了在数字经济、水安全和国家治理方面对东盟国家的理念渗透。此外，

拥有近 7 亿人口、位居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东盟自身的战略经济价值也使其

[1]　“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Division-by-division Summary,”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USICA%20Summary%205.18.21.pdf.（上网时间：

2021年 6月 10日）

[2]　“Statement of President Joe Biden on Senate Passage of 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June 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08/
statement-of-president-joe-biden-on-senate-passage-of-the-u-s-innovation-and-competition-act/.（上网

时间：2021年 6月 10日）

[3]　杨悦：“大国竞争与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美国研究》2020年第 6期。

[4]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9,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podcast-episode/the-us-china-strategic-rivalry-in-southeast-asia/. 
（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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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美必争之地。[1]

二、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

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一贯对大国竞争非常敏感，这不但

是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结果，还因地区国家对大国竞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

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引发地区局部战争令东盟国家深受其害。中美竞争加剧

再次将东盟推向大国竞争的前沿。鉴于此，东盟一直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走向，

积极评估与研判。鉴于地缘位置、国内政治、联盟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东盟

国家对中美竞争认知会出现个体差异，如南海声索国和非声索国在南海问题

上的立场存在差异，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国家对中美贸易战、

中美治理理念之争的看法不尽相同，美国的盟友与其他国家对中美竞争也会

持有不同的态度。然而，从整体来看，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存在以下重要

共识。

中美竞争是影响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关键变量，双方若从竞争走向对

抗，将严重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美竞争加剧导致东盟对

地区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愈发担忧。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以下简称ISEAS）2019至2021年的民调结果，

担忧东盟成为大国竞争场所或代理人的受访者比例从 62% 增至 69.1%，该数

据在 2020 年一度达到 73.2%。[2] 尽管中美都重申了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政治

承诺，但东盟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事实上使东盟陷入“选边站”的困境。[3] 美

[1]　“The Battle for China’s Backyard: The Rivalr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will Hinge on 
South-East Asia,”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7, 2021. 

[2]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February 
10, 2021, p.10, p.17, p.9;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0 Survey Repor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January 16, 2020, p.10;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19 Survey Repor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January 29, 2019, p.14, p.13.

[3]　Maria Siow, “US-China Rivalry: Is the Pressure on for ASEAN Countries to Choose Sid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1, 2021, https://www.scmp.com/week-asia/health-environment/
article/3129020/rise-flesh-eating-ulcers-australias-victoria-state.（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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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时附带政治条件的做法加剧了东盟国家被迫“选边站”的

认知。[1] 中国与东盟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显著

提升，东盟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忧虑也在增加。[2]

从安全层面看，东盟国家担心南海成为中美冲突的引爆点。2021 年

ISEAS 民调结果显示，45.2% 的东盟国家民众担心中美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

该数字在 2020 年曾达到 49.6%；84.6% 的受访者认为东盟应在南海问题上采

取符合国际法的原则立场，认为“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必

须符合国际法的达到 80.8%。[3] 东盟南海声索国都希望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不想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些声索国认为不应让南海问题影

响东盟的内部团结，希望凭借东盟的集体力量，让东盟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

与大国抗衡。 [4] 拜登赢得 2020 年总统大选之后，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信心迅

速回升。[5] 然而，宣称外交手段优先的拜登政府在南海保持高频的军事活动，

并没有给东盟国家带来其所期望的稳定向好的局面。[6]

从经济层面看，东盟国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其带来的挑战大于机遇。

2021 年 ISEAS 民调结果显示，56.3% 的受访者担心“中美脱钩”将迫使东盟

[1]　这是笔者在参加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于2021年4月23日举办的 “Autonomy 
and Agency in Southeast Asia: Rethinking ‘Don’t Make Us Choose’ and Resolving the Deer-Dragon 
Dilemma” 视频会议时了解到的观点。

[2]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自 2019 年以来连续三年持续增加。参见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42。

[3]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5;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0 Survey Report,” p.7.

[4]　Tran Truong Thuy,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Vietnam’s 
Policy,”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30, 2018, https://www2.jiia.or.jp/en/article_
page.php?id=8;“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攫取南海油气资源，加剧南海紧张局势”，国际能源

网，2020年 8月 27日，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295026.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6 月 12 日）

[5]　东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是可靠的战略伙伴并能够为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34.9% 回升至 2021 年的 55.4%。参见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4。

[6]　Mark J. Valencia, “Biden must Rethink US Approach to the South China Sea: Early Signs 
are not Promising,” February 2, 2021,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19970/
biden-must-rethink-us-approach-south-china-sea-early-signs-are-not. （上网时间：202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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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面临以中美各自为首的两个排他性集团；担忧地区经济衰退的受访者比

例从 2019 年的 51.1% 增加至 2021 年的 63%。[1]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谈到中

美贸易摩擦时称，“中美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而东盟则依赖于

对外贸易和投资。我们不想看到不可预测性。贸易战使一些国家受益，但从

长远看，它不会使我们受益，因为它将抑制世界经济增长”。[2] 可见，从东

盟整体看，中美贸易摩擦将破坏使其长期受益的自由开放贸易体系。东盟认

为，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开始重新设计生产网络，在地区内开始转移生产基地，

这不但会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三链秩序，还将引起新一轮投资争

夺战，地区经济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3] 随着中美实力和影响力差距的缩小，

东盟国家普遍认为中美竞争将会持续加剧，特别是围绕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印

太”、“一带一路”、“5G/6G 基础设施”等议题的竞争会异常激烈。[4]

中美竞争对东盟的向心力、中心地位与机制效能带来巨大挑战。新加坡

资深外交官马凯硕认为，东盟在 20 世纪 80年代和 90 年代成功的关键原因是

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战略承诺，共同努力加强东盟的作用。[5]鉴于此，

东盟中心性不仅受到东盟国家团结与实力的制约，也受到域外国家对其认可

度的约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东盟机制平台变成与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

竞技场，拉拢某些关键国家，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严重破坏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和中心地位。在 2019年夏季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

和东盟地区论坛上，东盟国家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中美竞争加剧的担心，认

[1]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10, p.31;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0 Survey Report,” p.4;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19 Survey Report,” p.13.

[2]　“Trade Spat will not Affect RCEP: ASEAN,” Bangkok Post, October 7, 2019, https://www.
bangkokpost.com/business/1766264/trade-spat-will-not-affect-rcep-asean.（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3]　这是笔者与“中国 - 东盟思想库网络”东盟国家协调单位讨论 2021 年“中国 - 东盟

思想库网络”“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的转变：对东盟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工作组概念

文件时了解到的观点。

[4]　“Asia’s Take on Biden’s First 100 Days,” May 14, 2021, https://lkyspp.nus.edu.sg/gia/
article/asia-s-take-on-biden-s-first-100-days.（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8日）

[5]　Kishore Mahbubani and Amrita V. Nair, “ASEAN and Geopolitical Rival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9, Autumn 2017, pp.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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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美竞争严重挤压了其平衡中美关系的政治空间，东盟面临被边缘化的危

险。[1] 东盟内部有观点认为，如果中美走向对抗，个别国家将被迫采取一切

措施保护本国利益。[2] 这意味着，如果中美对抗，东盟也会因此走向分裂。

东盟集体行动能力缺乏和解决问题效率低下的局限性也被中美竞争加剧

所放大。东盟在主导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冷战后的长期和

平，创造了“东盟奇迹”，但其运作方式及行动效率却备受诟病。中美竞争

加剧也因此引发了东盟内部对其凝聚力和应对地缘政治变化能力的普遍担忧。

2021 年 ISEAS 民调结果显示，71.5% 的受访者对东盟应对中美竞争的能力信

心不足，认为东盟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因此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政治

和经济发展。[3] 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曾使东盟难以形成共识，

2012 年东盟外长会未能发布联合公报就是一例。然而，从近几年的东盟峰会

主席声明来看，东盟已经在敦促各相关方克制、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包括《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尽早

缔结《准则》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东盟意识到，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东

盟唯有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大国竞争，才能保持东盟中心性。[4]

三、东盟对中美竞争的应对

基于上述认知，为了消解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东盟明确“不选边站”

的立场，谨慎平衡中美关系，通过建设“东盟身份叙事”和推进经济一体化，

提升凝聚力和韧性，同时极力维护东盟中心性，促进包容性合作，积极拓展

[1]　Catharin Dalpino, “ASEAN Centrality under Sieg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ume 
21, Issue 2, September 2019, p.47.

[2]　Jongsoo Lee, “Vietnam, ASEAN, and the US-China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March 13,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vietnam-asean-and-the-us-china-rivalry-
in-the-indo-pacific/.（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29日）

[3]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10.
[4]　K. Yhome, “‘ASEAN Centrality’ and the Emerg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October 

30, 2020,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asean-centrality-and-the-emerging-great-power-
competition/.（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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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网络，借此减少对中美依赖，拓宽对外战略空间。从东盟近些年与

中美关系的发展及其重点关注的议题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应对举措。

（一）明确“不选边站”的立场，谨慎平衡中美关系

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与民调结果看，96% 的东盟国家民众希望提升

地区韧性和拓展战略空间来应对中美竞争，而不是“选边站”。[1] 东盟肯定

美国对实现地区和平繁荣起到的积极作用，认为在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同

时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对东盟最有利的，希望中美保持克制，呼吁美国

接受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发生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内，无力挑战美国的

主导地位，也没有挑战的意图，同时呼吁中国不要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大国。[2]

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为地区提供安全保护，并利用东盟多边机制共同约束中国，

使中国成为地区和平繁荣的建设性力量。东盟还竭力呼吁中美应以适当方式

解决分歧，并能够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公共卫生等领域找到展开合作的

方式。[3]2021 年 5 月，柬埔寨总理洪森在公开回应近年来不断被炒作的“柬

埔寨倒向中国”论调时也表示，柬埔寨并未在中美间“选边站”，对外援及

经贸合作一贯秉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能够兑现其对柬援助承诺，而美国

对柬援助则是口惠而实不至。[4] 2020 年 8 月，东盟各国外长共同发表《关

于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重要性的声明》，重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

重申东盟坚持“中立”的承诺，[5]表明不希望“外部势力干预地区事务”与“不

[1]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p.32.
[2]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东盟不能成为大国角力

棋子”，观察者网，2017 年 8 月 24 日，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7_08_24_424238.
shtml；“印尼总统佐科就任两周年，努力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环球网，2016年 10月 20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YaOj。（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26 日）

[3]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Talks Coronavirus 
and Economic Recovery,” May 19, 2021, https://www.uschamber.com/on-demand/international/
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talks-coronavirus-and-economic-recovery.（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4]　“柬埔寨‘弃美选中’？洪森犀利回应”，《柬中时报》2021年 5月 20日，https://
cc-times.com/posts/13964。（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0日）

[5]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August 8, 2020, https://asean.org/asean-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
importance-maintaining-peace-stability-southeast-asia/.（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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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边站”的立场。

尽管东盟难以摆脱“安全靠美”与“经济靠中”的二元悖论，但从比较

东盟与中美关系的进展来看，东盟在谨慎地寻求与中美的等距离外交。2018

年 10 月，东盟与中国举行“海上联演 -2018”，这是东盟首次与单一国家联

合举办军演。时隔不到一年，东盟与美国在2019年9月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演。

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积极实施内部调适，降低中美在东盟框架下的竞争烈度。

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的奥巴马时期，东盟倾向于与美国走近，向中国施压，

而当中美竞争加剧之时，东盟则通过议程设置权规避敏感议题，避免沦为中

美的角力场。[1] 东盟国家对美国国务院在 2020年 7月发布的涉南海声明的冷

淡态度表明，东盟不希望在中美竞争的焦点议题上倒向任何一方。[2] 在外部

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东盟整体“选边站”的意愿事实上在下降。

东盟积极对接中美提出的各功能领域的合作倡议。特朗普上台以来，

美国推出以“蓝点网络”计划为代表的经济合作倡议，联合日、澳等盟友鼓

励私营部门投资东南亚，制定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的全球认定标准，意在替

代中国提供的所谓“不可持续的，国家主导的增长模式”。然而，该计划固

有的认证标准的制定、认证过程的复杂性、计划的包容性等问题，加之近年

来美国对东南亚投资减少，都使东盟国家对美国提供“一带一路”替代方案

的能力持怀疑态度。[3] 拜登执政后 , 对国内基建和抗疫的巨资投入成为政府

优先议程，东盟的这一认知恐将持续。中国 - 东盟经贸关系则在疫情冲击下

逆势发展。2020 年，中国 - 东盟贸易额达 68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4]

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于 2020 年底由包括中国在内的 15 个国家共同签署。RCEP 最初也是

在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之后，东盟担心地区经济秩序

[1]　刘若楠：“中美战略竞争与东南亚地区秩序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2]　杨悦：“大国竞争与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第 107-108页。

[3]　Yang Yue and Li Fujia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EAN Countries’ Perspectiv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9.

[4]　“2020 年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简况”，商务部网站，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
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1/20210103033653.s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 12日）



5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被美国主导，寻求中美平衡的典型案例。[1] 在中美竞争激烈的 5G领域，东盟

国家在美国施压之下仍然对中国技术企业保持开放，认为中国技术对于实现

其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并秉持向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国家技

术企业开放的态度，打造包容的地区 5G网络生态。[2]

（二）推进集体身份构建与一体化进程，增强东盟向心力和韧性

东盟内部团结和韧性是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根基。在东盟共同体建设中，

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本来就比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滞后，中美

竞争加剧凸显东盟国家的立场差异，使这一劣势更加复杂。为了应对东盟分

裂的风险，东盟于 2018 年 10 月首次提出建立“东盟身份叙事”构想，主动

推进东盟国家集体身份构建，采取预防性手段丰富东盟身份内涵，提升东盟

吸引力。2020 年被确定为东盟身份年，通过《东盟身份叙事》文件，培育东

盟国家民众对东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近两年“齐心协力与主动适应”“共

同关注、共同应对、共同繁荣”的东盟主题也反映了东盟国家希望展开集体

协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意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东盟加大向心力提供了机遇。在抗疫过程中，东盟

在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治理水平、稳定地区经济方面不断凝聚共识、强化合作，

区域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2020 年，东盟宣布采取全共同体方式应对外部挑

战。2020 年 4 月，东盟召开应对疫情特别峰会，在抗疫方面表现出空前的团

结 , 设立东盟新冠病毒抗疫基金、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区域医疗用品储备库，

制定东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略框架，成立东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新发疾

病中心 ,签署《东盟疫苗安全与自足宣言》，加强成员国之间共享抗疫科技，

共同解决地区疫苗短缺和安全问题。

在中美竞争的冲击之下，东盟一方面承诺将持续开放市场，在某些国家

[1]　Rozman Gilbert, Liow, Joseph Chinyong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sia’s Southern 
Tier, Asan-Palgrave Macmillan Series, Springer Singapore, 2018, pp.45-61.

[2]　Seungha Lee, “Southeast Asian Struggle: Caught up in the U.S.-China 5G Rivalry,” The 
SAIS China Studies Review, May 1, 2020, https://saiscsr.org/2020/05/01/southeast-asian-struggle-
caught-up-in-the-u-s-china-5g-rivalry/.（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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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保守和封闭的形势下，发挥东盟市场开放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持续推

动内部互联互通与经贸发展，提高东盟的灵活性和运行效率，提升东盟经济

一体化的主动适应能力。自 2018年以来，新加坡、泰国、越南、文莱四个东

盟主席国将提升地区韧性、可持续发展、抗疫作为主要议程。新加坡担任主

席国期间重点推动地区数字化经济转型，形成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框架》，

以创新和科技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试图缩小城市间发展差距，为东盟经济

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增长点。在泰国担任主席国期间，RCEP 谈判取得重大进

展，并在越南担任主席国时最终签署，彰显了东盟对开放、透明和公平的多

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承诺。2020年，东盟完成了对三个共同体蓝图的中期评估，

并首次将次区域发展与东盟整体发展议程对接。[1]第37届东盟峰会通过的《东

盟总体复苏框架》及实施计划、《东盟旅行走廊安排框架》、《东盟一体化

倡议第四期工作计划（2021—2025）》等成果文件表明东盟致力于经济恢复、

缩小内部发展差距和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决心。为了应对中美技术脱钩以及进

一步推动数字化经济转型，东盟在 2021 年 1 月召开首次数字部长会议。会议

通过《东盟数据管理框架》《东盟跨境数据流动示范合同条款》《东盟数字

总体规划 2025》，为东盟数字化发展指明方向，明确重点发展领域，如采取

数字化方式推动经济复苏，扩大数字化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并提升质量，提供

值得信赖的数字服务等。[2]

（三）维护东盟中心性，推动地区包容性合作

特朗普政府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后，东盟在“印太”问题

上的选择不但影响其与中美的关系，也关乎自身的地区角色。为了走出“选

边站”的困境，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以下简称《展望》），十个成

员国在“印太”地区发展、安全与繁荣方面阐述共同立场。《展望》既否定

[1]　引自越南外交部东盟司助理司长潘明江（Phan Minh Giang）在2021年3月 19日“中

国 -东盟思想库网络”纪念中国东盟对话关系 30周年智库论坛上的发言。

[2]　“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 January 22, 2021, https://asean.org/storage/ASEAN-
Digital-Masterplan-2025.pdf.（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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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国主导地区事务的合法性，[1] 也化解了东盟在“印太”议题上“选边站”

的风险。[2]《展望》虽然使用了“印太”二字，但内容则完全是东盟的立场

和话语表述，与具有排他性的美版“印太战略”截然不同，不但重申了东盟

一贯坚持的互不干涉内政等对外关系原则，还强调了致力于发展包容性区域

架构，在推进更为紧密的“印太”地区合作中保持东盟中心性与发挥东盟主

导的机制作用。《展望》中提到，东盟希望在利益冲突的战略环境中扮演“诚

实的中间人”角色，推动不同合作机制、不同地区方案的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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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角色内涵是大国

竞争在东南亚达到冷战结束后三十年来最激烈状态的背景下，东盟希望发挥

机制优势和主观能动性的一种积极表现。东南亚不仅是中美竞争的前沿，近

年来也成为韩国、印度等国对外战略拓展的重要地区。东盟希望扮演“诚实

的中间人”角色，积极对接和整合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合作机制，既拓宽伙

伴关系网络，也试图为包括中美在内的域外国家提供地区合作的条件与平台。

东盟与中美的深度依存关系增加了其对中美关系变化的脆弱性。鉴于此，

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和深化第三方合作是东盟减少对中美依赖、对冲中美关系

恶化和拓展战略空间的最优路径。东盟近年来一直在寻求拓展与第三方在各

领域的务实合作。2019 年 11 月，英国驻东盟使团成立，任命了第一位英国

驻东盟大使。近些年，东盟与英国在防务、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

作都得到了深化。[4]2020 年，法国和意大利成为东盟发展伙伴，英国成为东

盟第11个对话伙伴国，古巴、南非和哥伦比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东盟与欧盟对话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与英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

[1]　包广将：“印尼的‘印太转向’：认知、构想与战略逻辑”，《南洋问题研究》

2020 年第 2期，第 105 页。

[2]　周方冶：“泰国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中等国家’的地缘引力平衡策略”，《南

洋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期，第 71 页。

[3]　张洁：“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 -东盟关系的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

第 3期，第 128页。

[4]　“UK-ASEAN Factsheet,” May 4,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
asean-factsheet/uk-asean-factsheet.（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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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的合作水平得到全面提升。2021 年 6 月，东盟与欧盟完

成全球首个区域对区域航空协定，双方空中连通性将得到显著加强，并从中

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1] 东盟与联合国的合作也在增强，并借此获得国际社

会对东盟中心地位和共同体建设的认可与支持。2020 年 1 月，联合国安理会

首次就加强联合国与东盟合作问题举行公开会，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会议上

就“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东盟的作用”

发言。2021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继续将拓展伙伴关系作为重点推进的议题，

比如启动东盟与加拿大自贸谈判，拓展东盟全球经贸合作范围等。

四、东盟应对中美竞争面临的挑战

鉴于中美目前都无法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大国平衡战略仍是东

盟的最优选择。然而，东盟的应对举措仍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拜

登政府对华政策及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与东盟内部挑战叠加，将为东盟应对

增添诸多变数。

第一，拜登对中国“体系性大国”的认知加剧东盟“选边站”的困境。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构建与中国竞争的体系，使中国

面临体系性压力，防止中国成为地区的主导者。个别东盟国家也是其重点拉

拢的对象。推进“印太战略”是拜登执政百日对外政策的重点。“四边机制”

峰会是拜登上台后召开的首个多边会议，“四边机制”不但升级，关注的议

题也由海上安全拓展到科技、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气候变化等更为多元的

领域，有意打造多个应对中国的“议题联盟”，推进以“四边机制 +”为核

心的“印太战略”不断走实。湄公河国家是“四边机制”重点对接的目标。

2021 年 3 月，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克夏（Atul Keshap）

在美湄伙伴关系 1.5 轨政策对话会上继续无端指责中国，推动湄公河国家与

[1]　“Aviation: ASEAN and the EU Conclude the World’s First Bloc-to-bloc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June 4, 2021, https://ec.europa.eu/transport/modes/air/news/2021-06-04-conclusion-
asean-eu-comprehensive-air-transport-agreement_en.（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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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机制”的对接。 [1] 拜登政府打造应对中国的“议题联盟”对东盟向心

力及其奉行的包容性原则是个考验。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经济和科技政策考验东盟应对能力。东盟国家是中

国最终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国。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对中间商

品的需求下降，东盟国家对华出口受挫，尽管短期内转口贸易激增和对美出

口增长会消解中国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但从中受益的只有越南，[2] 能够替

代对美出口中的中国份额和对华出口中的美国份额的东盟国家也只有五个。

2019 年 8 月的数据显示，按照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对国家 GDP 贡献率由高

到低的排序是越南（7.9%）、马来西亚（1.5%）、新加坡（0.7%）、泰国（0.5%）、

菲律宾（0.1%）。[3] 受到疫情冲击，2020 年越南的获益还在增加，而马来西

亚的获益却在减少。[4] 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跨国企业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

但目前只局限于低端制造业转移，很多企业对一些东盟国家薄弱的基础设施

和物流网络表示担忧，[5] 从长期来看，东盟国家仍然面临劳动力水平、创新

技术、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的挑战。短期看，东盟内部能够受益于产业转移

的国家也很少，东盟内部发展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

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将使东盟国家面临中美技术“分叉”的困境。从拜登

[1]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at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 Opening Plenary,” March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remarks-at-the-mekong-u-s-
partnership-track-1-5-policy-dialogue-opening-plenary/.（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26 日）

[2]　沈建光、朱太辉、徐天辰：“东盟贸易增长背后的产业链风险不容忽视”，第一财经网，

2020年 8月 12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731771.html。（上网时间：2021年 5月24日）

[3]　Carmen Reinicke, “These 8 Asian Countries will Get the Biggest Boost if the Trade War 
Forces US Companies to Leave China,” August 28, 2019,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
stocks/8-asian-countries-that-could-benefit-us-china-trade-war-2019-8-1028481289.（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5月 24 日）

[4]　Kira Schacht, “The Real Winners of the US-China Trade Dispute,” October 29, 2020, 
https://www.dw.com/en/the-real-winners-of-the-us-china-trade-dispute/a-55420269.（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6 月 12日）

[5]　Alec Lei, “Is Southeast Asia Winn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 Not So Fast,” The 
Diplomat, September 5,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is-southeast-asia-winning-the-us-
china-trade-war-not-so-fast/.（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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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布的美国供应链综合评估报告 [1] 以及“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

内容来看，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培育“民主国家技术联盟”和建立半导体等关

键产品的本土产业基地的方式继续推动与中国的技术脱钩。中美技术脱钩在

半导体产业表现尤为突出。短期看，东南亚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重镇，将从半

导体产业转移中受益。但拜登政府奉行的技术民族主义不但会给全球主要经

济体造成 5%的潜在 GDP损失，[2] 还将破坏国际科技合作，影响东盟国家半导

体产业发展的定位。2018 年，美国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博通收购高通，担忧收购会加强中国在 5G 上的主导地位。[3] 事实上，虽然

拜登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听起来没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那么刺耳，

但本质上仍是在迎合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4] 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

保护主义倾向。出于这样的执政理念，如果科技企业和技术供应商更多地迁

往东盟国家而不是回迁到美国，美国极有可能对东盟国家，特别是没有加入“民

主国家技术联盟”的国家实施惩罚性经济措施。

第三，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增加东盟应对难度。东盟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发展将面临更为复杂的中美竞争局面，这需要东盟以更大的智慧加以应对。

虽然东南亚学者认为拜登执政百日的东南亚政策表现并未达到预期，东南亚

[1]　The White House,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iri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5日）

[2]　Diego A. Cerdeiro et al., “Sizing up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March 
12,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1/03/12/Sizing-Up-the-Effects-of-
Technological-Decoupling-50125.（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0日）

[3]　Muhammad Faizal and Dymples Leong, “Impact of US-China Technationalism on 
ASEAN,” November 7, 2020, 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impact-us-china-technationalism-
asean.（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30日）

[4]　Kori Schake, “Biden Brings More Class Warfare to Foreign Policy: The President’s Version 
of ‘America First’ Echoes Trump’s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Modern Economy Works,” The 
Atlantic, May 27,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5/biden-foreign-policy-
america-first-middle-class/618999/.（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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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占据拜登政府推动“印太战略”的优先位置，[1] 但拜登政府在多个场合

重申了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 , 强调与东盟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秩序的必要

性，承诺加大对东盟国家抗疫的支持，并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与美湄伙伴关

系。[2] 拜登政府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仍不断对东盟国家施压。2021 年 6 月，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访问柬埔寨时肆意干涉柬埔寨内

政，还以免除债务为诱饵，意图破坏中柬关系。[3] 南海问题是东盟处理中美

关系的最大挑战。拜登执政后，美国在南海军事活动和侦察机活动的频次均

超 2020 年同期水平 ,[4] 在南海问题上延续对华强硬立场将增加中美发生局部

冲突的风险。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东盟和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的意愿在增强。

疫情暴发以来，双方仍在就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保持积极磋商，

推进海上务实合作。双方已经同意尽早重启“准则”线下磋商，加快推动谈

判进程。2021 年是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也是澜湄合作启动五

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双方将推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5] 政治上，

双方积极探讨提升双边关系。经济上，中国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

[1]　Sebastian Strangio, “Biden and Asia: Perspectives from the Region 100 Days in and 
Looking ahead,” The Diplomat, May 25,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5/amid-chinese-push-
us-official-to-visit-three-southeast-asian-nations/.（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9日）

[2]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riefing via Telephone with Wendy R Sherman,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 2021, https://www.state.gov/briefing-via-telephone-with-wendy-r-
sherman-deputy-secretary-of-state/;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34th U.S.-ASEAN Dialogue,” 
May 6, 2021, https://www.state.gov/34th-u-s-asean-dialogue/; The White House,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April 16, 2021,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
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G7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Ministers’ Meeting Communique,” May 5, 2021, https://www.mofa.go.jp/fp/pc/
page6e_000238.html.（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1日）

[3]　Sebastian Strangio, “US Official Warns Cambodia over China Ties, Human Rights,” The 
Diplomat, June 2,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6/us-official-warns-cambodia-over-china-ties-
human-rights/.（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9日）

[4]　宋润茜、吴磊：“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百日评述”，澎湃网，2021 年 5 月 26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9913。（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0日）

[5]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出席纪念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

湄合作外长会后接受媒体采访”，外交部网站，2021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fmprc.gov.cn/
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t1882837.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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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署将使双边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双方在抗疫、经济复苏、澜湄机制对接

东盟次区域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合作也将进一步增强。

第四，东盟的内部挑战考验其管控中美竞争的能力和条件。首先，东南

亚疫情加重冲击经济复苏。自 2021年 4月以来，东南亚地区疫情快速反弹，

已经导致部分工厂停工，服务行业再次关闭或实施人数限制，严重拖累经济

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东盟 2021 年 GDP 增速达 5.2%。[1] 然而，疫

情加重考验东盟抗疫能力，同时增加了经济复苏难度。其次，东盟共同体建

设任重道远。东盟成员国间人均 GDP 差异巨大。2020 年数据显示，东盟国家

中人均 GDP 最高的新加坡，约为 5.8 万美元，而最低的缅甸只有约 0.13 万

美元。[2] 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东盟总贸易额的比例自 2015 年以来始终

低于 25%，东盟内部的相互投资额只占东盟与非东盟国家对东盟投资总额的

15%。[3] 如何激活地区内部发展潜力，缩小内部发展差距，保持韧性和竞争力

是东盟面对的重大课题。最后，缅甸危机的应对是东盟管控危机能力和中心

地位的试金石。东盟曾在 2007 和 2008 年两次成功帮助化解缅甸危机。面对

此次缅甸突发政变，目前已形成东盟主导缅甸危机解决进程的局面，得到了

域外大国的普遍支持。东盟领导人已经就缅甸局势达成“五点共识”，后续

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关乎东盟中心地位以及中美竞争的样态。

五、结语

平衡的大国关系最适合东盟，使东盟能够拥有足够的战略自主空间来服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anuary 2021, https://www.imf.
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30 日）

[2]　“ASEAN Countrie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in Current Prices from 
2010 to 2020,” April 1,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04307/gross-domestic-product-gdp-
per-capita-in-the-asean-countries/.（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30日）

[3]　Wanasin Sattayanuwat, “ASEAN Trade after COVID-19,” February 5, 2021, https://www.
mof.go.jp/pri/research/conference/fy2020/asean2020_02_02.pdf; “ASEAN Seeks to Boost Intra-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January 10, 2020, https://asean.org/asean-seeks-boost-intra-regional-
trade-investment/.（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30日）



60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务其成员国，而不是服务霸权国的利益。因此，东盟国家在中美竞争加剧破

坏地区与国际环境以及给其带来巨大挑战方面存在重要共识。面对大国竞争

态势，东盟试图在中美间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对接两国地区合作

倡议，以此提升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

基于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中国一方面应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

位，深化与东盟在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包容性原则上的共识，充

分照顾东盟关切，降低中美在东南亚竞争烈度，挖掘与美在东南亚合作潜力，

使东盟能够在中美之间发挥观念沟通和战略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应密

切关注东盟现实需求，加大务实合作，与东盟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RCEP 的签署使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前景更加可期。此外，精准对接中国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公共卫生、人类安全、经济一体化、包容性数字转型、可

持续发展等东盟优先发展议程，大力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与东盟携手维护

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完稿日期：2021-6-21】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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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各优先领域务实合

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澜湄国家关系愈发紧密。该机制基于成员国坚

实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愿望，以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受到政府高层大力

支持，并践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广泛吸纳各方发展资源。目前，

该机制进入全面发展期，但也面临域内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及积极性差异、

湄公河国家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次区域机制间

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挑战。未来，澜湄合作应加强规范建设，

保持开放包容，丰富合作内涵，加强支撑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地方的内

生动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 5 年”，不断推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

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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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下称“澜湄合作”）是首个由澜沧江—湄公

河流域六国共同创建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 - 东盟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成立五年来，澜湄合作在机制建设、

务实合作、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一批早期项目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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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区域乃至区域合作中引领作用日渐凸显。全面总结澜湄合作重大进展和

经验，分析其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深化澜湄合作、推动周边

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澜湄合作进展

2016 年 3 月 23 日，为落实第 17 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的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倡议，澜湄六国在海南省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并通过《三

亚宣言》，标志着澜湄合作机制正式诞生。[1] 五年来，澜湄合作“经受住国

际地区风云变幻和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保持了高水平发展态势”，[2] 机制化

程度不断提升，各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

如一家”的澜湄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作为次区域最具活力的新兴合作机制之一，

澜湄合作已由快速拓展期迈入全面发展期，成为“一带一路”进程中次区域

合作的典范。[3]

（一）机制建设不断完善

澜湄合作多层次合作格局不断发展。澜湄合作在“领导人引领、全方位

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架构下，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的模式运作。

合作进程整体展现出自上而下、严谨完善的决策和运行模式：领导人会议每

两年举行一次，为澜湄合作长远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外长会每年举行一次，

负责合作政策规划和协调；外交高官会和工作组会根据需要每年举行数次，

商讨并落实具体领域合作。迄今为止，澜湄合作已成功举办三次领导人会议、

[1]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16 年 3 月 23 日，www.lmcchina.org/n3/2020/0904/c416223-9753827.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2日）

[2]　“王毅出席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湄合作外长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6 月 11 日，www.lmcchina.org/2021-06/11/
content_4159073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3]　王毅：“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开创区域合作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3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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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外长会议等高级别会议。为更好统筹国内工作，六国外交部于 2017 年陆

续成立澜湄合作国内秘书处或协调机构。2018 年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李克

强总理倡议建立六国秘书处或协调机构联络机制，适时成立国际秘书处，并

根据需要提升部分优先领域联合工作组级别。会后发布的《金边宣言》表明，

这一倡议已成六国领导人共识。[1]

澜湄合作框架不断完善。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伊始即设立“3+5合作框架”，

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支柱，以互联互通、产能、

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及减贫为五大优先领域。[2]2018 年第二次领导人会

议发布《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下称《五年行动计划》）

及《金边宣言》，在巩固原有框架基础上积极拓宽合作领域，形成“3+5+X”

合作新架构。[3] 目前，澜湄合作机制下设立六个联合工作组，并根据《五年

行动计划》陆续完成各优先领域规划，如《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

—2022）》《澜湄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澜湄农业合作三年计划（2020

—2022）》等，“澜湄跨境经济合作五年发展计划”“澜湄国家产能合作三

年行动计划”“澜湄国家互联互通合作规划”也正抓紧制定。2018 年，中方

提出构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得到各国一致欢迎，并被写入《金边宣言》。

澜湄合作第四次外长会上，六方一致同意开始讨论共建具体方案。[4] 澜湄合

作第六次外长会通过《关于加强澜湄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关

于深化澜湄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关于在澜湄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

作的联合声明》等共识文件，中方还提出将制订《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

[1]　“PHNOM PENH DECLARATION of the Second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 
Leaders’ Meeting ‘Our River of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cember 11, 2018, http://
www.gcms.org.cn/article/43.（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5日）

[2]　“关于‘3+5 合作框架’”，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17 年 12 月 8 日，http://
www.lmcchina.org/n3/2020/0904/c416240-9753817.html。（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5日）

[3]　“澜湄机制打造区域合作新模式”，人民网，2018 年 1 月 13 日，http://world.people.
com.cn/n1/2018/0113/c1002-2976255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6日）

[4]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四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20 年 2 月 27 日，http://www.lmcchina.org/n3/2020/0904/c416223-9753830.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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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作为下阶段重点工作之一。[1] 这些计划作为指导性文件，可更好推

进相关合作和项目执行，支持次区域发展。

澜湄合作平台逐步多元化。经过五年发展，澜湄合作已形成联合工作组、

合作中心、民间交流机制等多元立体合作平台。联合工作组主要由该领域六

国牵头部委官员专家组成，每年召开一次或多次会议，促进信息共享和充分

协商，为外长会和领导人会奠定基础，有效整合过去碎片化的合作形式。[2]

合作中心目前包括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环境合作中心、农业合作中心、青

年交流合作中心、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及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六大中心作为

二轨合作平台，多关注具体领域的专业性合作，以更灵活、自由、广泛的方式，

细化落实各层级会议达成的合作项目，为各领域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和人力支

持。此外，澜湄合作还设立或举办澜湄商务理事会、澜湄次区域国家商品博

览会、澜湄国际电影周、澜湄国家旅游城市合作论坛、澜湄职业教育联盟论

坛等多项民间交流机制及活动。这些机制多根据实际需求建立，参与方多为

个人、企业和民间团体，有效丰富了澜湄合作平台，使其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也有效促进了民心相通。

（二）各优先领域合作亮点纷呈

五年来，澜湄合作五大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硕果累累。

澜湄互联互通水平大大提升，“一日生活圈”可期可待。第三次领导人

会议通过的《万象宣言》提出，要促进贸易、投资、电力互联互通、工业、

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民航、公路和铁路连接、旅游和人文交流。[3]

在六国共同努力下，澜湄次区域铁路建设相继启动，空中航线四通八达，公

[1]　“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 5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外长会在重庆举行”，

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6 月 9 日，http://www.lmcchina.org/2021-06/09/content_4158 
724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2]　在中国，五大优先领域中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跨境经济合作

由商务部牵头，水资源合作由水利部牵头，农业合作由农业农村部牵头，扶贫合作由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牵头。

[3]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20 年 8 月 25 日，http://www.lmcchina.org/n3/2020/0907/c416223-9757635.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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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络日益完备。铁路作为互联互通重大工程，尤其值得关注。目前，中老

铁路进展迅速，通车在即；中泰铁路（曼谷—廊开）稳步推进；中老、中泰

连接线建设取得多项共识，泛亚铁路中线呼之欲出。[1] 此外，近年来澜湄互

联互通的内涵进一步拓宽，不仅关注提升“硬联通”水平，也愈发看重消除“软

联通”障碍，在经贸、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加强协同。[2]

澜湄产能合作为成员国社会经济增长提供关键动力。基于首次领导人会

议通过的《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五年来，中方通过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专项贷款及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支持皎漂深水

港及工业园区、永新燃煤电厂等 40 多个重大项目。中企积极参与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罗勇工业园区、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建设，开展“多国多园”合作，

促进投资、就业、能力建设及技术创新合作，为当地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3]

纺织服装是产能合作的核心产业之一。2019 年，六国纺织服装商协会举办首

届“澜湄纺织合作峰会”，发表《纺织服装产业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启动“澜

湄纺织服装产业对话”长效合作机制，拉开全方位合作序幕。目前，澜湄产

能与投资合作联盟和产能合作基金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六国希望以产能合作

为抓手，为推动澜湄各国工业转型、构建更完善的次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作

出重要贡献。[4]

澜湄跨境经济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六国大力促进区域电力贸易、电子商

务、经济技术合作、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跨

境合作。中越东兴—芒街、凭祥—同登、河口—老街、龙邦—茶岭，中老磨

[1]　“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新华网，2021 年 3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
com/video/2021-03/18/c_1211072129.htm；“中泰签署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新合同”，

新华网， 2020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20-10/30/c_1126675041.htm。

（上网时间：2021年 1月 8日）

[2]　“‘一带一路’和澜湄合作国际研讨会在泰国清莱举行”，人民网，2019年 9月 7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907/c1002-31341812.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22 日）

[3]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

2020 年 8 月 25 日，http://www.lmcchina.org/n3/2020/0907/c416398-9757692.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1月 1日）

[4]　“澜湄合作优先领域（二）产能合作”，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微信公众号，2019 年

10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rgLZvewVqiRPxOzH2cjVsw。（上网时间：202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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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磨丁，中缅瑞丽—木姐、清水河等跨境或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提速升级。

六国还建立一系列跨境经济合作新机制和新平台，如澜湄商务理事会、澜湄

合作博览会等，以深入挖掘澜湄国家间的贸易潜力。中国国内自贸试验区扩

容升级也为澜湄跨境合作提供新动能。广西、云南等地的自贸试验区与湄公

河国家联系密切，对东盟先行先试、沿边跨境经济合作等均为其核心要义。[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已与老、柬、缅建立双边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和物资流通“绿色通道”，积极推动讨论建设澜湄“快捷通道”“绿色通道”

网络。这些机制在疫情结束后仍有望发挥作用。

澜湄水资源机制性合作达到新高度。澜湄合作因水而生，搭建了首个流

域六国共同参与的水资源合作平台，在水政策制定、防洪减灾、人才培训、

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中方多次应湄公河国家需求提供应急补水，

抓紧实施大坝安全、农村供水、绿色水电等合作项目，累计为湄公河国家提

供千余人次水利人才交流培训，仅 2020 年就在老挝完成 22 处农村供水示范

工程建设。[2]2019 年，澜湄合作首次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

各优先领域中首个升级至部长级会议。会上发布《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

议联合声明》和《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建议清单》，表示将在水资源与绿色

发展、水资源综合管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水利产能合作、农村地区水利与民

生改善、水电可持续发展与能源安全、跨界河流合作与信息共享等领域深入

开展合作，定期召开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3] 中方宣布向湄公河五国分享澜

沧江全年水文信息，并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开通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

享平台网站。[4]2021 年 6 月举办的澜湄合作第六次外长会上，六方就水资源

下步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表示将支持中方举办第二届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

[1]　“自贸试验区：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国际在线，2020 年 12 月 29 日，http://
news.cri.cn/20201229/5166d567-7de0-510a-6f80-b5d513076e92.html。（上网时间：2021年1月6日）

[2]　“王毅谈疫情背景下澜湄合作新进展”，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年 6月8日，

http://www.lmcchina.org/2021-06/08/content_4158718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3]　“澜湄六国将共同推进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利部网站，2019 年 12 月 20 日，http://
www.mwr.gov.cn/ztpd/2019ztbd/lmszybzhy/mtbd/201912/t20191224_1375858.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1月 8日）

[4]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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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方举办第二届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继续加强务实合作，全力推动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升水资源领域可持续发展和管理能力。[1]

澜湄农业和减贫领域合作惠及千家万户。澜湄农业合作以村长论坛为抓

手，加强农业农村政策对话，并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下实施一系列项目，

“丰收澜湄”项目集群稳步推进。六国在政策对话、产业发展提升、投资贸

易促进和能力建设四类项目上具有广泛共识，成果喜人。[2] 澜湄农业平台建

设取得长足进展，2020 年 1 月澜湄农技推广与信息交流平台试运行，澜湄区

域农作物绿色联合防控平台、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平台、智慧农业监控平台、

兽药与疫苗合作平台等相继建立，为促进澜湄农业信息共享、科技交流、技

术推广等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中企还在柬埔寨、老挝共建农业合作示范区，

打造水稻、橡胶、果蔬、畜产品生产加工和物流集散基地。[3] 减贫方面，中

方在首次领导人会上提出《澜湄国家减贫合作非文件》，推动落实“东亚减

贫合作倡议”，相继在柬老缅等国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这些示范项目改善

了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带动了

湄公河国家减贫发展。[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公共卫生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也受到广泛关注。

公共卫生层面，六国合作经验丰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相互支持、共克

时艰。六国在本次疫情前就开展过多种类型的传染病防治合作，最早可追溯

至2001年11月开始的湄公河流域疾病监测项目（MBDS）。[5]澜湄合作启动以来，

[1]　“关于加强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澜湄合

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6 月 9 日，http://www.lmcchina.org/2021-06/09/content_41587337.
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2]　张芸、姜晔：“深耕农业合作，共襄‘丰收澜湄’”，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网站，

2020年9月9日，http://www.fecc.agri.cn/xglj/lmnyhzzx/gzdt/202009/t20200918_361294.html。（上

网时间：2021年 1月 10日）

[3]　王毅：“奋楫五载结硕果，继往开来再扬帆——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五周

年”，《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23 日，第 6版。

[4]　“澜湄万花筒 | 澜湄合作优先领域（五）农业和减贫”，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微信

公众号，2019 年 11 月 13 日，https://mp.weixin.qq.com/s/5fE1CehBpnGMut1WU2i8xQ。（上网

时间：2021年 1月 10日）

[5]　该项目旨在加强六国在疟疾、登革热、鼠疫、艾滋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 H5N1 等

新发再发传染病领域的联合监测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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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被纳入“3+5+X”框架和《五年行动计划》，在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

及联合应对机制和相关平台构建方面取得有效进展。[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

期，六国即召开外长会，以协调行动、共同抗疫为重点，探讨建立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联合处置机制。在中国抗疫艰难时刻，湄公河国家政府和民众

迅速捐款捐物，声援中国。湄公河国家疫情加重后，中国也给予力所能及的

帮助，先后向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并向五国援助

大量医疗物资。[2] 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宣布将在澜湄合作专

项基金框架下设立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

承诺优先提供中方新冠疫苗。[3] 截至 2021 年 4月中旬，中方向湄公河国家已

经交付和即将协议交付的疫苗超过1700万剂。[4]此外，中方还表示愿依托“中

国东盟疫苗之友”建立专家小组，与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

加强疫苗研发、生产、采购、接种、监管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区域疫苗生

产和分配中心。[5]

数字经济是次区域合作新热点，起步相对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澜湄

各国陆续出台数字发展战略，并在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市场拓展和数字内

容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6] 华为、中兴等公司承担湄公河多国国内及跨境通

[1]　刘稚、徐秀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
《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2 期，第 30-43 页；“关于对政协云南省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120300277 号提案的答复”，云南省卫健委网站，2020 年 9 月 28 日，ynswsjkw.yn.gov.cn/
wjwWebsite/web/doc/UU160125792645172395。（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1日）

[2]　“携手抗疫：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20 年 4月，

http://www.ciis.org.cn/yjcg/zzybg/202007/W020200917380129431440.pdf。（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11日）

[3]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4]　“澜湄合作越五载，砥砺前行绘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澜湄合作启动五周
年暨 2021 年‘澜湄周’招待会上的讲话”，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21 年 4 月 14 日，
http://www.lmcchina.org/2021-04/14/content_41529752.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8 日）

[5]　“王毅出席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湄合作外长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

[6]　老挝2015年推出《（ICT）战略发展计划及2030年前发展愿景》，泰国2016年推出“泰

国 4.0战略”，缅甸 2018 年推出《缅甸数字经济路线图 (2018—2025)》，越南 2020 年推出《国

家数字化转型计划》等。自 2014 年起，中国 - 东盟开始举办电子商务峰会或相关论坛，2020 年

更是中国 - 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澜湄合作在中国 - 东盟大框架下开展，数字经济重要性也不言

而明，《万象宣言》即指出要“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增长点合作”。参见姜志达、王睿：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 9期，第 8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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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础设施设计建设，如马—柬—泰海底光缆系统等。2020 年，华为还与泰

国、菲律宾等国电信公司签订 5G 项目合同，成功测试中泰首个 5G 国际视频

通话。[1] 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中国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与并

购等方式加速布局湄公河国家数字经济市场，以电商平台为特征的跨境贸易

发展迅速，其投资的数字支付平台已覆盖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主要市场，

多个平台用户过亿。[2] 疫情加速各国社会经济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在次区

域合作议程中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2020 年 11 月，第 23 次中国 - 东盟领导

人会议通过《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表示将“打

造互信互利、包容、创新、共赢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数字技术

防疫抗疫、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网络空间和网络安

全等领域的合作”。[3] 在此背景下，中方多次在澜湄合作各级会议上提出“与

湄公河国家加强经验分享，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面向未来的新

产业、新业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受到各方欢迎。[4] 中

方还积极分享深圳特区等建设经验，启用老挝、缅甸、柬埔寨云计算创新中心，

开展卫星遥感、大数据平台等创新项目，有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智慧城市建设。[5]

（三）澜湄国家关系日益紧密

五年来，随着澜湄合作不断推进，澜湄国家关系也愈发紧密。《万象宣言》

指出，各方一致同意加强政治和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合作

伙伴关系、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和澜湄合作机制伙伴关系，以实现共同繁

[1]　“Somkid Welcomes Huawei 5G, Deepens Cooperation to Boost 5G AI Eco-innovation,” 
Bangkok Post, October 23, 2019,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777994/somkid-welcomes-
huawei-5g-deepens-cooperation-to-boost-5g-ai-eco-innovation.（上网时间：2021 年 2月 11日） 

[2]　姜志达、王睿：“中国 -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第 83-85 页。 

[3]　“中国 - 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工信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3 日，http://www.miit.gov.cn/jgsj/gjs/yzhz/art/2020/art_82c43e18928e4ffeaea697eb34fef0ff.
html。（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1日）

[4]　“澜湄合作越五载，砥砺前行绘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澜湄合作启动五周

年暨 2021 年‘澜湄周’招待会上的讲话”。

[5]　“王毅出席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和澜湄合作外长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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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1]

澜湄国家政治交往愈发密切，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澜湄合作展现

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及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诚意。作为一

个位于上游优势位置、经济规模远超湄公河五国的国家，中国主动以澜湄合

作这一多边国际制度框架来处理彼此利益偏好差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

可有效增强次区域国家信任度。[2] 五年来，澜湄国家战略对接不断加强，政

府间交流尤其是高层互访频密，各方互信、友好程度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2015 至 2019 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高层互访每年均达 20 余次，其中 2019

年接近30次。[3]澜湄地区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先行先试的最佳起点。《三

亚宣言》中，六国领导人坚定承诺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

体，这是首个相关国家正式认可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中国还在双边层面与越

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分别明确构建中越、中老、中柬、中缅命运共同体，

展现出这一理念在澜湄地区的深厚基础。

澜湄国家经贸合作持续向好，利益融合不断加深。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

易额从 2016 年的 1934.73 亿美元上涨至 2019 年的 2858.06 亿美元，年均增

长率达13.9%。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额仍逆势上扬，

达 3229.2 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的 47.2%, 其中对越贸易额增幅

最大。[4] 中国已成为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老挝的第

二大贸易伙伴，越南则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国别贸易伙伴。[5] 中国对湄公河

国家投资额也稳步上升，投资存量从 2016 年的 240.06 亿美元升至 2019 年的

[1]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

[2]　朱杰进、诺馥思：“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外交评论》2020年第 3期，

第 45-68 页。

[3]　根据2016—2020年五年的《中国外交》白皮书中“中国重要外交活动”（附录一）整理，

仅统计实地到访（电话、书信等未列入统计），其中澜湄多国领导人在域内国家共同参加会议（如

东亚峰会、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等）情况，仅算一次。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2020 年。

[4]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计算得出，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
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479983/index.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8 日）

[5]　王毅：“奋楫五载结硕果，继往开来再扬帆——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五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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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11.3%。[1] 中国已成为柬埔寨、老挝、缅甸和

泰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贸易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推动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

同利益持续扩大，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澜湄国家人文交流更加频繁，民心相通水平不断提升。中国长期是湄公

河五国旅游市场最大客源国。2016年以来，澜湄国家人员往来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赴湄公河五国游客数快速增长，由 2016 年的约 1308 万人次上升至 2019

年的约 2165 万人次，其中泰国最受欢迎，越南次之。[2] 湄公河国家赴华人数

也稳步上升。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达 1.45

亿人次，同比增长2.9%，主要国际客源市场中，缅甸、越南位居第一、二位（含

边民旅华人数），泰国位居第 12 位。[3]2019 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人员往

来达 5000 多万人次。中方还专门成立澜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有效推动本地

区人力资源潜能加快释放。5 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了 3 万余名湄公河

五国学生来华学习，澜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在云南培训 4 万余名来华务工人

员，缅甸“咖啡增产项目”培训超过 1.1 万名咖啡农。[4] 此外，澜湄国家还

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澜湄合作媒体峰会、澜湄万里行中外媒

体大型采访团、澜湄国际电影周、澜湄国家旅游城市合作论坛、澜湄职业教

育联盟论坛、澜湄高校百名志愿者行动、澜湄国家青年文化交流营、澜湄流

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锦绣澜湄”摄影大赛等，得到湄公河国

家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大大加强了六国民众的“澜湄认同”。

二、合作经验启示

澜湄合作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务实合作和成员国关系发展等方面取得

[1]　根据《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计算得出。商务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 年，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010/20201029172027652.pdf。（上网时间：2021年1月18日）

[2]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ASEAN Stats, December 2020, https://www.
aseanstats.org/publication/asyb_2020/.（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15 日）

[3]　“2019 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s://
www.mct.gov.cn/whzx/whyw/202003/t20200310_85178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1月 15 日）

[4]　“王毅谈疫情背景下澜湄合作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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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进展。总结其经验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机制创建基于成员国共同愿望，贯彻睦邻友好原则，与东盟共同

体建设和中国 - 东盟合作优先领域相互补充，受到政府高层大力支持。澜湄

合作六国均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是天然的

合作伙伴，具有其他次区域机制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在水资源合作方面尤

其如此。澜湄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最早由泰国于 2012 年提出，中方在第

17 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受到东盟国家一致欢迎。

澜湄合作三大支柱与东盟三大共同体、中国 - 东盟合作三大支柱高度一致。

中方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愿通过澜湄合作助力东

盟共同体建设，深化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1] 澜湄合作启动以来，六

国领导人定期举行会议，频繁互访，平等相待，共同擘画合作蓝图。基于历

次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规划及相关倡议，各国政府梳理领导人会议成果清单，

指派国内相关部委司局或机构负责具体落实，并定期汇报落实情况。各国秘

书处负责统筹协调，通过各工作组和相关机构推动项目落实，创造了“天天

有进展，月月有成果，年年上台阶”的澜湄速度。此外，各国高层领导还通

过多种方式强调澜湄合作重要性。以中国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先后在湄公河五国主流媒体发表 5篇署名文章谈澜湄合作。[2]

其次，澜湄合作坚持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基础坚实，中方引领作用强。

澜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步较晚，老挝、越南 2019 年人均 GDP 不足

3000 美元，柬埔寨、缅甸不足 2000 美元，远远落后于周边其他国家。[3] 澜

湄各国参与地区合作的一大目的即以合作促发展。因此，与多数次区域合作

机制的规则导向不同，澜湄合作更多以发展为核心，开创了“发展为先、务

实高效、项目为本”的澜湄模式，致力于在次区域着力破解“发展缺位”这

[1]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2]　根据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关于澜湄合作”“重要新闻”栏统计得出，http://
www.lmcchina.org/node_1009506_4.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3 日）

[3]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2019,”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上

网时间：2021 年 4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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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题。[1] 五大优先领域中，互联互通是次区域实现包容发展的基石，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各国突破发展瓶颈的优先选择。跨境经济、产能、农业和

减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领域。水资源是澜湄合作的缘起，也与农渔、能源、

运输等部门息息相关，是实现澜湄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六国利益紧密

交融，合作基础扎实。与此同时，六国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跨境传染病、

跨国犯罪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共同挑战，亟需携手应对。[2]

中国的大力投入是澜湄合作快速发展的一大推动力。中国同湄公河五国

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域内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

源国。中方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提供“两优”贷款、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专项贷款等，为众多项目提供坚实支撑。中国的积极参与也给澜湄合作注

入“中国特色”，即关注民生、实大于虚。例如，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500 余

个项目多以民生发展为主线，契合域内国家切身需求，因此其动力足、热情高。

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巴速坤指出，“澜湄合作的一大特色在于项目的高效务实。

柬方获批的 55 个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包括农村发展、社会商业、水资源、

农业、航空、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等，给柬埔寨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切实

好处”。[3] 老挝外长沙伦塞表示，澜湄合作在万象、琅勃拉邦开展的减贫合

作项目给老挝带来切实利益，老方获批的 46 个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也有效

促进了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4]

[1]　王毅：“奋楫五载结硕果，继往开来再扬帆——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五周

年”。

[2]　Kulnaree Nukitrangsan, “Chinese Implications on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http://www.ias.chula.ac.th/article/th-chinese-implications-on-lancang-
mekong-cooperation-lmc.（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13 日）

[3]　“Message of His Excellency Prak Sokhonn, Deputy Prime Minis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Week 2021,” Cambod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rch 24, 2021, https://www.mfaic.gov.kh/detail/51444.（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4月 13 日）

[4]　“Article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by H.E. Saleumxay KOMMASITH,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Lao PDR,” La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ch 2021, http://www.mofa.gov.la/images/FMarticle.pdf.（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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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践行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各方参与。澜湄合作广

泛吸纳各方资源，“仅中方就有近50个中央部委、近20个省市和众多智库、

高校、协会、企业和媒体投身合作进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 10余个国际机构也参与实施澜湄合作项目”。[1] 在充分考虑

和尊重各国发展愿景和规划的基础上，六国积极推动澜湄合作与东盟、“一

带一路”倡议、三河流域机制（ACMECS）[2]、湄公河委员会（MRC）、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现有合作机制对接合作，

以充分利用发展资源，推动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3] 中国还将湄公河次区域

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先选择，积极探讨与日本、韩国、欧盟等在此开展

第三方合作项目。[4] 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已与 14 个国家建立第三方市场

合作机制，其中中日合作尤其受关注。[5] 事实上，中日早在 2008 年 4月就建

立“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机制，就两国在湄公河地区发展援助进行磋商，

以期“三方共赢”，这一对话共举行了 5 次。[6]2018 年 5 月，中日签署《关

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同年 10 月举办第一届中日第三

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 52 项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在湄公河国家（泰国）

合作项目。[7]

[1]　“澜湄合作越五载，砥砺前行绘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澜湄合作启动五周

年暨 2021 年‘澜湄周’招待会上的讲话”。

[2]　即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该机制于 2003 年 11 月由泰国

前总理他信提议成立，旨在加强湄公河国家的经济合作。

[3]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

[4]　“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5]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国家发改委网站，2019 年 9 月 4 日，https://www.
ndrc.gov.cn/xxgk/zcfb/tz/201909/t20190903_962507.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3 日）

[6]　贺嘉洁：“角力湄公河：中国、日本和印度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比较研

究”，《东南亚纵横》2019 年第 4期，第 22-29 页。

[7]　“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约项目”，商务部网站，2018 年 10 月 27 日，

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810/20181027115719917.pdf。（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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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合作面临的挑战

澜湄合作虽取得重大进展，但其进一步深入仍面临诸多制约，其中既有

机制自身及成员国间的未解难题，也有地区形势变化及域外大国带来的新挑

战。

（一）澜湄国家利益诉求多元且积极性不一

次区域国家对澜湄合作普遍持欢迎态度，希望借助各方力量，推动次区

域各国及整体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地理区位、发展战略、对外政策等

方面的差异，各国利益有时也会出现分歧。例如，在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

开发保护方面，中上游国家老挝更关注水电开发，希望成为“中南半岛蓄电池”，

带动自身经济发展，业已上线多个大型水电项目。[1] 中下游国家中，泰国致

力于农业灌溉和水电开发并重，越南以保障湄公河三角洲农业灌溉水源和沉

积物流动为重，柬埔寨强调洞里萨湖渔业维系。[2] 各国围绕干、支流水电站

修建等问题的矛盾由来已久，短期内难以形成妥协。[3] 与此同时，湄公河国

家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有一定相似性和竞争性，

在“重点领域、项目选择、资源投入、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非对称性”[4]。

澜湄国家间的多组外交关系较微妙，有可能使相关成员国对澜湄合作进

一步深入存有疑虑。南海争端始终是中越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美西方对此

[1]　Luke Hunt, “The New Battery of Asia?,” The Diplomat, November 2, 2012, https://
thediplomat.com/2012/11/laos-is-damning-the-mekong-river.（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2]　Ryn Jirenuwat and Tyler Roney,“Thailand under Pressure to Act against the Sanakham 
Dam Project,” China Dialogue, September 25, 2020, https://chinadialogue.org.cn/en/energy/thailand-
under-pressure-over-sanakham-dam; Nguyen HuuNhan and Nguyen BaCao, “Chapter 19：Damming 
the Mekong: Impacts in Vietnam and Solutions,” Coasts and Estuaries: The Future, 2019, pp.321-
34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9780128140031000198?via%3Dihub; 
“Southeastern Asia: Vietnam and Cambodia,” WWF,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ecoregions/
im0164.（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3 日）

[3]　Carl Middleton and Jeremy Allouche, “Watershed or Powershed? Critical Hydropolitics, 
China and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1, 
No.3, 2016, pp.100-117.

[4]　王睿：“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基础、挑战与路径”，《国际

问题研究》2020 年第 6期，第 124-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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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一边倒”，鼓动越方仿效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1] 越南民众因南海问

题等对华存有一定偏见，对华信任度在东南亚国家中相对较低。[2] 因此，越

南在经济层面注重发展多元伙伴关系，签订多个自贸协定，以增加经济自主

性；在安全层面与美及其盟友走近，在南海问题上塑造“弱者”形象，试图

争取更多国际同情与支持。在澜湄合作中，越南更聚焦于其关注的具体领域

中的务实合作项目，如水文信息分享、农产品跨境贸易便利化等，强调合作

的公平性与包容性，但对全面深入合作持保留态度。[3] 湄公河国家间亦有潜

在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泰国、缅甸和越南都曾是中南半岛上称霸一时的地

区强国，泰缅战争、暹越战争持续百年甚至数百年，直至西方殖民者到来才

逐步停止；越、柬间也有历史问题和陆地领土及岛屿之争，泰、越、柬虽在

泰国湾达成一些临时安排，但仍不时发生渔业纠纷。[4] 此外，近年来湄公河

国家实力对比加速变化，越南快速崛起并提出在其利益相关领域及平台“逐

步发挥领导和调解的关键作用”，这可能打破既有平衡，为次区域合作带来

更大不确定性。[5]

部分湄公河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仍有疑虑。目前，湄公河国家

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对澜湄合作最热情，项目最多。泰国巴育政府对华

相对友好，但该国为美国盟友，受美、日等拉拢力度大；泰国长期作为湄公

[1]　Wu Shicun, “South China Sea: Expect More Instability in 2021 as the US Encourages 
‘Lawfare’ and Conflic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3, 2021, https://www.scmp.com/
comment/opinion/article/3118715/south-china-sea-expect-more-instability-2021-us-encourages-
lawfare.（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2]　根据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最新报告，75.4% 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信

任度低（东盟十国中最低），其中经济及军事实力方面的潜在威胁是主要原因之一。参见：

Seah S. et al.,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ISEAS, February 21, 2021, pp.42-43。
[3]　“Vietnam Calls for Inclusive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VNA, December 17, 2018,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calls-for-inclusive-mekong-lancang-cooperation/143700.vnp.（ 上

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4日）

[4]　周士新：“东南亚国家海洋划界的政策选择”，《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13-32 页。

[5]　近年来，泰国经济受国内乱局等影响陷入停滞，缅甸民主化进程屡遭挫折，经济发

展成效不佳。相反，越南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外交上也逐步寻求更大影响。参见：Bùi Thanh 
Sơn, “Tổng kết công tác đối ngoại nhiệm kỳ Đại hội Đảng XII và những định hướng đối ngoại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mới,” MFA Vietnam, March 22, 2021, http://www.mofa.gov.vn/vi/cs_doingoai/
nr111026121159/ns210222152023/view。（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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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次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习惯于且希望继续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作

用。越南对中国影响最为警惕，参与的澜湄合作项目最少。随着澜湄合作迈

入第五年，“低垂的果实”已所剩不多，优先领域合作逐步进入“深水区”，

各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差异将愈发突出，合作难度有可能提升。

（二）湄公河多国面临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对外政策不确定性

湄公河国家普遍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和宗教冲突等多

重压力。近两年，湄公河多国进入新一轮政治轮替期，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缅甸是 2021 年澜湄合作共同主席国和中国 - 东盟关系协调国，但 2021 年初

以来，政局再陷动荡，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权力，扣押民盟政要，以选举欺诈

为由解散民盟；民盟党籍议员则自发成立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CRPH），

并于 4月宣布成立“民族团结政府”（NUG），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人民国防

部队”。缅甸国内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纷纷表达对军方不满，

部分地区冲突升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仍在攀升。[1] 美西方宣布对缅军方

的一系列制裁，西方媒体则抹黑中国为缅军方提供支持，引发缅民众对华疑惧，

数十家在缅中企遭到打砸抢烧。[2] 缅甸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国际调解亦难在

短期内奏效，这将影响缅甸参与次区域合作的能力，给澜湄合作带来一定困扰。

越南成功举行越共十三大，外交整体将维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大国平

衡特点，但将更加积极主动，谋求更大影响力。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发文称，

新时期越南将“从积极参与到逐步塑造”多边机制和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多

边防御与安全机制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巧妙、自然地将其国家利益与区域

和全球利益相联系，确保自身利益得到国际社会支持，同时发挥更大作用。[3]

随着美越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越国内亲美派势力不断发展，未来

[1]　Lucas Myers, “Myanmar is on the Precipice of Civil War, Existing conflicts 
with Ethnic Groups Add Fuel to the Fire,” Foreign Policy, April 8, 2021,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21/04/08/myanmar-military-coup-ethnic-armed-organizations-civil-war.（ 上 网 时 间：2021

年 4月 16日）

[2]　“2021 年 3 月 15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 年

3月 1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1112.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3月 22日）

[3]　Bùi Thanh Sơn,“Tổng kết công tác đối ngoại nhiệm kỳ Đại hội Đảng XII và những định 
hướng đối ngoại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m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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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更多议题上与美趋近，影响其进一步参与澜湄合作意愿。

疫情还放大各国内政积弊，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泰国爆发多起大规模反

政府示威活动，矛头甚至指向泰皇，街头示威短期恐难平息。澜湄合作部分

项目规模大、投入多、周期长，不同利益集团诉求不同，易成为国内政治斗

争攻讦对象。受美西方及其支持的大量非政府组织挑拨，湄公河国家民众对

中方参与的部分项目有一定偏见，曾爆发数次抗议活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可能对双边关系乃至澜湄多边合作形成冲击。

（三）美国加强在湄公河地区对华对抗性竞争

近年来，湄公河次区域成为美国拓展地区影响力的新抓手，除在安全、

治理等传统优势领域持续发力，美也愈发强调在基建、能源等经济领域加大

投入。宏观层面，美“印太战略”逐步成型，通过《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

（BUILD Act），成立资金规模达600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

联合盟友推出“蓝点网络”计划，欲打造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米其林指南”，

维护美国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美还推动七国集团推出“重

建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强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竞争。具体

到湄公河次区域，美不断增加 DFC 驻湄公河国家代表人数，于 2020 年 9 月将

“湄公河下游倡议”（LMI）升级为“湄公河 -美国伙伴关系”，拓宽合作领

域，力求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构建广泛的伙伴联盟，与中国展开正面竞争。[1]

美国在“四边机制”中增加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相关议程，邀请越南参加“四

边机制 +”定期会晤。[2]2021 年 1月，美越共同召集 17个“湄公河下游之友”

[1]　Ambassador Atul Keshap, “Remarks at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 Opening Plena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
remarks-at-the-mekong-u-s-partnership-track-1-5-policy-dialogue-opening-plenary.（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3 月 22日）

[2]　“Australia-India-Japan-United States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 October 6, 2020，https://www.dfat.gov.au/news/news/
australia-india-japan-united-states-quad-foreign-ministers-meeting; “How America is Leading the 
‘Quad Plus’ Group of Seven Countries in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30,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america-leading-quad-plus-group-seven-countries-
fighting-coronavirus-138937.（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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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M）进行政策对话，印度、湄委会、文莱（作为东盟主席国）首次参会。[1]

双边层面，美日发起“日本 -美国湄公河电力能源伙伴关系”（JUMPP），希

望进一步介入湄公河能源领域；美韩开展技术合作以加强湄公河旱涝预测能

力；美印加强湄公河国家基建层面协调，着力促进东西向联通；美新（加坡）

继续开展“第三国培训项目”，为东南亚各国官员专家提供多领域培训。[2]

美国还在二轨层面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关注和“污名化”中国力度。仅史汀

生中心就在美国务院支持下设立五个与湄公河次区域直接相关的项目。[3] 借

此，该中心一方面为美涉湄外交搜集信息，提供政策建议，进行政策动员及

宣介；另一方面，其多次发布涉华消极报告及相关评论，以期破坏中国与湄

公河国家关系。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延续特朗普时期建立的“四边机制”“湄

公河 - 美国伙伴关系”“湄公河之友”等机制，另一方面更强调联合盟友和

伙伴国，筹划并推进基于西方价值观的多边架构，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甚

至威胁，希望在本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牢固形成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共识。[4]

为此，美国以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为焦点，不断将其“政治化”，试图以

此制造澜湄合作裂痕，为其强势介入争取更大空间。美国务院大力资助史汀

生中心、东西方中心、“地球之眼”等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不定期发布所谓“澜

沧江—湄公河水量水质科学监测报告”及相关评论，并仿照“亚洲海事透明

倡议”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以数据形式极力挑拨上下游矛盾，目标直

[1]　Ambassador Atul Keshap, “Opening Remarks at the Indo-Pacific Conference on 
Strengthening Transboundary River Governa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state.gov/opening-remarks-at-the-indo-pacific-conference-on-strengthening-
transboundary-river-governance.(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2]　Ambassador Atul Keshap, “Remarks at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 Opening Plenary”.

[3]　这些项目是湄公河流域联通（Mekong Basin Connect）、湄公河大坝监测（Mekong 
Dam Monitor）、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Mekong Infrastructure Tracker）、湄公河政策（Mekong 
Policy Project）和美湄伙伴关系 1.5 轨政策对话（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参见 Stimson Center, https://www.stimson.org/asia。（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2日）

[4]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1,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secretary-of-
state-antony-blinken-speech-on-foreign-policy-transcript-march-3.（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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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国。[1] 尽管这些所谓报告和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受到多方质疑，[2] 美

高官仍屡次在双多边舞台引用相关内容，诬称中国上游大坝是湄公河水量减

少、流域环境恶化等主因，谴责中国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不透明、不负责，试

图将湄公河问题“南海化”，打击中国的区域及国际形象。与此同时，美却

将自己包装成湄公河国家“真正的伙伴”，推销美式价值观及相关倡议。例如，

美国务院推出“湄公河水文数据倡议计划”（MWDI），在“湄公河 - 美国伙

伴关系”中多次强调加强跨境河流治理的善治、透明度和各方参与。[3]

（四）次区域机制拥堵致使竞争加剧

澜湄次区域现已有十余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且合作层级不断提升。[4] 各

机制成员、领域多有重叠，但协调不足，合作碎片化，资源难以实现最大化

[1]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Water Flowing Through the Upper Mekong Basin Under 
Natural (Unimpeded) Conditions,” Eyes on Earth, April 10, 2020, https://558353b6-da87-4596-a181-
b1f20782dd18.filesusr.com/ugd/bae95b_0e0f87104dc8482b99ec91601d853122.pdf?index=true; 
Brian Eyler, “Science Shows Chinese Dams are Devastating the Mekong,” Foreign Policy, April 22,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22/science-shows-chinese-dams-devastating-mekong-river; 
Matthew P. Funaiole, “An Upswell of Solidarity: China’s Mekong Dams Face Online Backlash,” 
CSIS, April 24,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pswell-solidarity-chinas-mekong-dams-face-
online-backlash; “Mekong Dam Monitor,” Stimson Center, www.stimson.org/project/mekong-dam-
monitor.（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2]　针对这些报告在数据来源、论证方式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中国外交部、澜湄水

资源合作中心、湄委会多次澄清和驳斥。参见：“2020 年 9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

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
jzhsl_673025/t1813143.shtml；邓涵：“美国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到底有多深？”，

澎 湃 新 闻，2020 年 6 月 7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745440；MRC, 
“Understanding the Mekong River’s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pril 2020, https://www.mrcmekong.
org/assets/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Mekong-River-hydrological-conditions_2020.pdf。（上网时

间：2021 年 3 月 22日）

[3]　美国务院、国际合作署等机构官员多次就水问题指责中国。参见：Sebastian 
Strangio, “US Official Attacks China’s Manipulation of the Mekong,” The Diplomat, September 
4,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us-official-attacks-chinas-manipulation-of-the-meko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Criticizes China’s Mekong Dams,” Bangkok Post, August 1, 2019, https://
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1722767/us-secretary-of-state-criticises-chinas-mekong-
dams; Ambassador Atul Keshap, “Opening Remarks at the Indo-Pacific Conference on Strengthening 
Transboundary River Governance”。（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4]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澜湄次区域机制包括：湄公河委员会，柬埔寨、老挝、越南发

展三角，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国合作，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

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合作，湄公河 -恒河合作，湄公河 -日

本合作，湄公河 -韩国合作，湄公河 -美国伙伴关系，湄公河下游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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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 各机制均认识到加强协调的重要性，但在“谁来做协调者”这一关

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除中美外，日、澳、印、韩等域外国家也不断加大

对湄公河地区介入力度，日、韩已将与湄公河合作机制提升为首脑峰会级别。[2]

这些国家多希望在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突出自主性，不愿在中美之间彻底

选边。域内国家也愈发倾向于在中美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同时积极重启

既有合作平台，希望掌握次区域合作主导权，实现对自身更有利的大国平衡。

越南在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力推东盟次区域发展合作，希望由东盟作为各

次区域机制间的协调者。[3] 泰国在各类场合多次强调三河流域机制在次区域

合作中的重要性，推动中、美、日、韩、印等成为对话伙伴国，并倡导其向

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基金提供支持。[4] 目前来看，东盟和三河流域机制中

立性最强，最有可能被各方接受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者”，但仅限于

发挥平台性软协调作用。不过，东盟方面尚未表达强烈意愿，三河流域机制

则因其强烈的“泰国属性”，可能引发越南方面的迟疑。

[1]　MRC, “Mekong Related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s Recommend More Joint Efforts, 
Coordination to Boost Effectiveness,” August 16, 2019, https://www.mrcmekong.org/news-and-events/
news/mekong-related-regional-cooperation-frameworks-recommend-more-joint-efforts/; Pich Charadine, 
“Cambodia in the Context of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MLC): Progress and Ways forward,” 
KAS, December 2018, https://www.kas.de/documents/264850/264899/PICH+CHARADINE+-+CA
MBODIA+IN+THE+CONTEXT+OF+MEKONG-LANCANG+COOPERATION+%28MLC%29+-
+PROGRESS+AND+WAYS+FORWARD.pdf/877f94d8-4cfa-1d0c-7a67-e5da7a4c7d0c?version=1.0
&t=1547520230286.（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2]　日湄峰会自 2009 年起召开，韩湄峰会自 2019 年起召开，均为每年一次。日本每三

年发布一次日湄合作指导战略，业已发布《东京战略 2012》《新东京战略 2015》《东京战略

2018》，韩国于 2019 年发布《汉江—湄公河宣言》，指定 2021 年为“韩湄交流年”。参见：

“Japan-Mekong Cooperation,” MFA Japan, March 9, 2021,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
mekong/cooperation.html；“文在寅出席第二届韩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韩联社，2020

年11月13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01113003000881。（上网时间：2021年3月 22日）

[3]　Le Hai Binh and To Minh Thu, “Why the Mekong Matters to ASEAN: A Perspective from 
Vietnam,” ISEAS, July 17, 2020,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6/ISEAS_
Perspective_2020_77.pdf; “ASEAN Forum on Sub-regional Development Opens,” ASEAN Vietnam 
2020, July 14, 2020, https://www.asean2020.vn/xem-chi-tiet1/-/asset_publisher/ynfWm23dDfpd/
content/asean-forum-on-sub-regional-development-opens.（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4]　“Details of Thailand’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MECS,”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https://tica-thaigov.mfa.go.th/en/page/acmecs?menu=5f47a8de8b9299655f
6a95e7; “Outcomes of the 9th ACMECS Summit, 10th CLMV Summit and 11th CLV Summit on 
Development Triangle Area,” AKP, December 9, 2020, https://www.akp.gov.kh/post/detail/223330.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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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客观限制

疫情对各国参与澜湄合作可能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资源投入力度恐将

减弱。澜湄合作自启动以来，一直高度依赖中国投入。但受疫情影响，湄公

河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被放大，中国海外投融资风险提升，“大国企 + 大基金

+ 大融资”模式可能短期受阻。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也将于近年到期，目前仍

无下步规划。[1] 湄公河多国经济受疫情所累，政府收入大幅缩水，支出却因

抗疫、刺激经济等有所增加，债务压力增大。其既有项目可能面临一定财政

压力，新项目融资更是面临较大困难。[2] 二是疫情使各国内向性加强，国家

间正常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面临较大阻碍。目前，湄公河多国仍面临疫情升

级风险，由此造成的供应链不畅、跨国投资放缓、部分项目难以开展等问题，

也将持续影响澜湄合作节奏。

四、深化合作路径

经过五年发展，澜湄合作进展迅速，成果丰硕，已成为中国引领和参与

东亚地区合作的一大亮点，为次区域稳定、繁荣、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正

如其他机制一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罕见之大疫和中美博弈加剧等

因素叠加影响下，澜湄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未来，澜湄合作需在深化抗疫

合作、共促疫后复苏的基础上，开拓思路，砥砺前行，推动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为次区域和本地区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活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5年”。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规范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制化水平。应系统梳理

澜湄合作五年成果，建立澜湄合作示范案例库、项目库和专家库，总结合作

经验，形成五年进展报告并积极进行公开宣介。紧密结合区域次区域合作新

[1]　2016 年 3 月，中国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上提出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承诺在

5年内提供 3亿美元支持。

[2]　亚洲开发银行《2020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指出，东南亚经济将遭遇 1997—

199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整体经济将收缩 3.8%，其中泰国、柬埔寨等国 GDP 缩水将

超 4%。 参 见：“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ADO) 2020 Update: Wellness in Worrying Times,” 
ADB, September 2020, 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635666/ado2020-update.pdf。（上

网时间：2021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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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和澜湄国家最新发展规划，加快制定澜湄合作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

以进一步加强战略协同和利益融合，为未来合作指明方向。[1] 着力将双边合

作共识、合作规划有机融入澜湄多边合作，推动中缅、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纳

入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酌情提升澜湄合作五大优先领域的合作层级，

加强优先领域间的协调互动，发挥协同效应，以共识较多、进展较大的领域

撬动面临更大困难的相关领域合作进程。探索设立澜湄合作国际秘书处，以

共同利益为基础，基于六国共识“共同设计、制定和遵守兼具规范性和灵活

性的地区规范”。[2] 国际秘书处作用有两方面，即对内协调六国，对外协调

与其他机制或域外国家的交流合作。

在此过程中，可着重推动构建“澜湄发展观”，引领次区域可持续发展

进程。目前，澜湄地区面临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仍为发展问题，需通过发展来

促进解决。但也应避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应以 2021 年“中国 -东盟可持续

发展合作年”为契机，有效落实《关于加强澜湄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

声明》，基于澜湄各国文化传统、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打造以人为本、绿

色高效、勇于创新、共同繁荣的“澜湄发展观”，加强澜湄国家在发展问题

上的议题设置和把控能力，提升自主性。

其次，坚持开放包容，加强与其他次区域合作攸关方的协调合作。加强

与中国 - 东盟“10+1”等合作机制间的联系。以落实《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 2030 年愿景》为主线，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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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加强澜湄合作“3+5+X”

合作框架与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中国 -东盟“2+7”合作框架对接，支持东

盟缩小成员国间及成员国内部发展差距，促进东盟一体化，助力打造更高水

平的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在具体领域中，澜湄互联互通合作规划可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兼容发展，减贫领域也可继续落实“东亚减

[1]　区域层面如 RCEP 的签署及核准进展，国家层面如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越南的《2021—2025 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老挝的《2021—2025 社会经

济发展》（“九五”规划）等。

[2]　卢光盛、聂姣：“澜湄合作的动力机制——基于‘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国

际展望》2021 年第 1期，第 110-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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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合作倡议”，充分发挥柬埔寨、老挝、缅甸项目村的试点作用。在经贸领域，

澜湄国家可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等框架下加快节奏，先行先试。加快澜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

六国海关、税收、审计、外汇、检疫等相关部门跨领域协调合作，促进数据

信息互换、规则标准互认、检验监管互助。探讨建设澜湄多式联运综合运营

平台，尝试共设“白名单”或“负面清单”，简化查验环节，实质推进贸易

便利化水平。

尽快推动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对接合作。以澜湄合作

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关于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合作的共

同主席声明》（以下称《声明》）为指导，加快研究规划和实际推动节奏。

适时推动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多层次政策对话，依托“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高官会、澜湄合作高官会及各联合工作组等现有平台，逐

步建立两者定期协调机制。创新对接方式和具体路径，探讨设立“3+X”框架，

将《声明》着重提及的贸易联通、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作为三大优先对接领域，

将数字经济、人力资源、中小微企业等设为“X”鼓励对接领域，视情调整，

制定细化对接方案。在贸易联通层面，农产品出口对湄公河国家而言尤为关键，

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可给予其更多关注，如鼓励发展澜

湄冷链、跨境电商等特色物流，打造更多澜湄农产品贸易路线，并为私营部

门投资提供更多支持。鼓励湄公河国家更多通过“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开

展与中国中西部贸易，通过“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 中欧班列”开展与其他

欧亚国家贸易，遵循以通道促贸易、以贸易聚产业、以产业促全面发展的思路，

进一步扩大完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次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针对其他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制度竞合”而非“制度竞争”为路

径，加强互补发展，实现双赢甚至多方共赢，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加强

交通和经济走廊建设、与湄公河委员会在水资源开发及保护领域加强交流合

作等。[1] 对域外国家也可采取灵活、差异化的态度，有选择地与相关机制或

[1]　卢光盛、金珍：“超越拥堵：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路径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年第 7期，第 97-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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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优先与东盟国家（如新加坡）或“10+3”国家（如

日本、韩国）在湄公河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起点，

探索与美欧在《巴黎气候协定》框架下在澜湄次区域开展相关合作项目的可

能性，并逐步拓展至其他领域合作。

再次，丰富合作内涵，创造新增长点。数字经济是近年热点。澜湄国家

可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打通数字澜湄之路，助力“东盟智慧城市网络”试点

城市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5G技术应用，着力打造智慧物流、

在线旅游、移动支付、分享经济等新型服务业；探索建设澜湄跨境电商平台，

孵化澜湄电商企业；推动成立澜湄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共建联合科研平台，

提升次区域长期竞争力。在疫情背景下，澜湄国家可关注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

积极落实《关于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作的联合声明》，

加快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落实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加强物资、技

术支持及新冠疫苗合作；开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通报和联合处置，

加强传染病早期预警合作，实施好“澜湄热带病防控行”“本草惠澜湄”“中

医针灸进澜湄”“健康心行动”等项目；协助实力较弱的湄公河国家改善医

疗卫生基础设施，加强公共卫生人员培训，支持医疗企业产能合作，夯实澜

湄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1] 此外，中小企业、交通物流、海洋合作及诸多非

传统安全领域等均有潜力成为澜湄合作新的发力点。

同时，加强支撑体系建设，为深化澜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其一是深化

金融合作，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金融支撑体系。用足用好澜湄合作框架下

的“两优”贷款和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推动发挥中国 - 东盟银联体、中国 -

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基金及其他发展伙伴作用；推进澜湄货币稳定体系、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投融资可持续性。探讨在成员国间建立长期、

稳定、可持续、多样化的融资体系，如打造“澜湄发展基金”，积极争取亚开行、

亚投行、丝路基金、世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并尝试调动市场资源开展公私合

营等新模式。其二是加强澜湄人力资源发展合作。前期可以职业技能培训为

[1]　刘稚、徐秀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治理”，第

3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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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依托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机构，以各国发展亟需的专业为重点；

鼓励次区域专业技校“走出去”，面向市场培养人才；注重培育造血功能，

坚持“授人以渔”，提高湄公河国家自身运营及治理能力。其三是建立完善

社会支持体系。提升澜湄智库和学界合作水平，鼓励次区域各国贸促机构、

商协会深化合作，重视发挥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尝试建立一种涵盖

多方、稳定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加强媒体交流，促进青年交往，推动民心

相通，提升共同体意识。

最后，进一步发挥地方的内生动力，调动更多资源推动合作进程。国家

规划依靠地方推进，地方发展也依托国家统筹。[1] 以《关于深化澜沧江－湄

公河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为指导，适时举办澜湄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制定

并持续更新“澜湄地方政府合作意向清单”，推动六国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积极参与澜湄合作。提升边境省份社会经济交往和互联互通水平，

充分利用各国针对边境发展的鼓励政策，构筑沿边开放新高地。此外，通过

对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机制，构建联通六国国内各省份的经济新动脉，

主动寻求与中国粤港澳、长三角、成渝城市群、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等开展战

略合作，激发六国经济发达省 / 府对澜湄合作的认知、兴趣和投入，在国内

加强统筹，为澜湄合作注入更多“源头活水”。通过建立姐妹城市、友好省

府关系等途径，打造澜湄地方政府合作网，鼓励合作项目精准对接。高度重

视地方性国企和中小企业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出台配套措施，保护

并激发中小企业积极性，因地制宜，灵活推进。

【完稿日期：2021-6-28】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翟崑：“‘一带一路’的内生动力来自地方”，澎湃新闻，2021 年 1 月 19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848415。（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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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

    孟晓旭

〔提   要〕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

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

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

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

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

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

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

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

杂影响需要重视。

〔关 键 词〕日本国际安全战略、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4 期 0087-16

[1] 

2020 年 9 月 16 日，菅义伟接替安倍出任日本新一届政府首相。由于长

期担任安倍政府内阁官房长官一职而无外交安保的履历和经验，菅义伟执政

被认为存在外交和安保短板。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侧重应对国内议题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日本对华战略调整及中国的应对研究”

（项目编号：18BGJ056）的阶段性成果。



88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的背景下，“菅随安规”似乎是其现实选择，但事实上菅政府上台后在国际

安全议题上更为积极，不断调整和深化日本国际安全战略，形成一定特色，

其复杂影响正逐渐显现，需要予以关注。

一、国际安全战略新动向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仅凭一己之力不能确保安全，应多层

次地开展国际安全合作，战略和系统地推进安全保障政策。[1]菅政府成立以来，

对外积极开展国际安全合作，聚焦战略重点地区，升级核心战略合作框架，

扩大安保合作体系，并转向加大对华安全围堵。

（一）战略重心放在印太地区，强化与地区多国的安全合作

菅政府重视印太地区的安全，把“印太战略”作为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

重心。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菅义伟强调“印太地区形成基于法治、自由开放

的秩序极为重要”[2]。为获得国际支持，菅政府重点向美国拜登新政府推销“印

太战略”。尽管此前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署名长文以及美国民主党 2021

年的政治纲领回避“印太”，但 2020 年 11 月 12日，在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

统的首次通话中，菅义伟强调日美联手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重要性。

2021 年 3 月，日美举行“2+2”会谈，两国再次承诺“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

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3]。4 月，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强调，日美同

盟是印太安全的基石，“共同领导多边机构促进印太安全”[4]。在菅政府的

各项外交安保议程中，“印太战略”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与安倍政府相比，菅政府更加重视与东盟国家开展战略性安全合作，把

[1]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
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2]　「第二百四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1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1/0118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2日）

[3]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２＋２）共同発表」、2021 年 3 月 16 日、https://
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61034.pdf。（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日）

[4]　「 日 米 首 脳 共 同 声 明」、2021 年 4 月 1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
files/100202832.pdf。（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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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东盟国家提升安全能力和增强安全意识作为塑造印太安全秩序环境的抓

手，不断表示日本“印太战略”重视东盟的中心地位及全面支持东盟的“印

太展望”。菅义伟上任后的首访地就是越南和印尼。2020 年 10 月，菅义伟

在访问两国期间宣布向东盟国家提供执法船只、加强海上执法人才培养合作，

与越南就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达成实质性共识，与印尼就早日

实施“2+2”部长级会谈、推进防卫装备转移协定以及海上执法人才培养达成

一致。11 月，菅义伟在与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会谈中表示将向各国提供海事

监控系统以强化海洋安全保障和权益保护，并提出为了扩充“法治”而向湄

公河流域五国派遣法律专家。2021年 3月，日本 -印尼“2+2”会议签署了《防

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并商定由日方支援提供渔业监视船以提高印尼海

上执法能力，加强在印尼港湾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菅政府积极帮助东盟

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协调卫生安全筹资机制。5 月，菅义伟表示日本将

向菲律宾提供总额 200亿日元的援助，包括完善运输疫苗所需的冷链物流等。

6 月，日本自民党外交小组组长佐藤正久表示，日本政府正朝向越南提供新

冠疫苗的方向展开协调。日本还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框架

提供资金支持，并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共同举办新冠疫苗峰会。

在与主要伙伴国的合作议程中，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也成为菅

政府重视的议题。2021年 5月，日澳首脑会谈强调，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

要推进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国等相关国家的合作。[1] 日本 2021年国际安全

合作的相关预算也主要用于印太地区，包括支援地区安全能力构筑和加强对

外安全交流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增强东盟整体安全能力，支援海洋

安全保障和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培养和提升国际规范共识等。第二

个层面主要包括参加“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2021”演习、与印太各国开展医

疗活动和文化交流、推进国际和平合作、加强印太派遣训练（IPD）及联合训

练等。[2]

[1]　「 日 豪 外 相 会 談」、2020 年 5 月 5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au/
page4_005320.html。（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日）

[2]　「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 (案 )令和３年度予算の概要」、2020 年 12 月 18 日、https://
www.mod.go.jp/j/yosan/yosan_gaiyo/2021/yosan_20201218.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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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级并强化主导性战略安全合作框架，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

日本“印太战略”以日美澳印为“指导性安全联盟”，但该“四边框架”

一直处于松散和非机制化状态，也没有公开的共识性声明，不能满足日本对

印太安全秩序的“指导”。菅政府积极推动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QUAD）”

战略框架升格为首脑级，在印太地区构建新“指导性安全联盟”，以应对“印

太地区缺乏有效安全保障合作机制”[1] 的“不足”，试图在印太地区安全治

理上发挥主导作用。2020 年 10 月，“印太合作研究会”向外务省提交政策

报告书，建议应创设日美澳印首脑会谈，同时吸纳英法等国。2021 年 1 月，

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表示，四国已经有外长级别会谈，应该将相关合作提

升至新高度。为促成四国峰会成行，菅义伟还提前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电话

会谈，说服印度加入。2021年 3月，首次四国线上峰会召开，发布联合声明，

坚定承诺共同应对疫苗供应、气候变化、重要和新兴技术等安全问题。四国

峰会还设置三个具体工作组，意在促成常态化和机制化的印太地区“指导性

安全联盟”。4月，菅义伟与莫迪举行电话会谈，日印双方决定为进一步巩固“四

边框架”努力。

菅政府不断丰盈“四边框架”下的双边安全合作，强化“指导性安全联

盟”。2020 年 9 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实现自

卫队与印度军队间相互提供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劳务等。2020 年 11

月，日澳首脑会谈确定两国成为“特别战略伙伴”，并联合发表了《互惠准

入协定》（RAA）的大框架协议，使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联合行

动和演习更加顺畅。《日澳首脑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两国在印太安全上有共

同战略利益。[2] 2021 年 3 月，在日美“2+2”会谈上，双方表示将深化两国

各领域的安全合作，并就日美同盟的作用、任务和能力等问题进行磋商。整

体看，日本国际安全战略在对外合作层级上包括“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 共同

[1]　「令和２年版防衛白書」、2020 年 7 月 14 日、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
wp2020/pdf/wp2020_JP_Full.pdf。（上网时间：2021年 6 月 8日）

[2]　“Japan-Australia Lead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mofa.
go.jp/mofaj/files/100116180.pdf.（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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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外交防卫‘2+2’会议”“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秘密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两国间（各军种）军事训练/演习”“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访

问部队地位协定”等，除与印度没有“访问部队地位协定”外，“四边框架”

下日本的双边国际安全合作基本实现了全层级覆盖。 

日本还与其他伙伴国构建多边多层安保合作体系，推动构建“QUAD+”

框架，对象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韩国、越南等。2021 年 2 月，

日英“2+2”会谈提出将在海洋等各领域加强安全合作 [1]，日英 2021 年年内

还将在印太地区举行联合军演。2月，日美法首次在日本近海实施联合军演，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与法国海军进行了补给训练，这是 2019年日法《物资劳务

相互提供协定》生效后的首次军事演训。3月，日德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并在 4 月中旬举行了“2+2”会谈。4 月，日美印澳法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湾

举行海上联合军演。5 月，日美法在日本国内举行了陆军联合训练，日美法

澳旨在提高离岛防卫能力的“ARC21”联合训练在东海举行。

（三）注重经济安全战略议题，积极构建“弹性供应链”

经济安全是菅政府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关键词，菅义伟明确表示日本要“从

经济安全保障角度出发”[2] 应对国际新形势。2021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认

为，在物联网（IoT）、5G 、人工智能（AI）、量子技术等新技术革新下，“安

全保障进一步扩大到经济和技术领域，有必要强化这些领域的安全政策”。[3] 

2021 年 6 月，日本政府发布的新经济增长战略草案的主要内容集中于经济安

全保障领域。为防止尖端技术流向海外，菅政府积极建立涉密资质体系，国

家安全保障局将经济班的编制由 20 人提至 24 人；防卫省筹划在防卫政策局

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一职负责可转用于军事的尖端技术的情报

[1]　“Japan-UK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2021 – Joint Statement,” February 3, 
2021,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45305.pdf.（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日）

[2]　「第二百三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0 年 10 月 26 日、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1026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2日）

[3]　「令和 3年版外交青書」、2021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 
181433.pdf。（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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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保护工作；外务省在 2021 年的预算案列入了相关费用；经产省负责调

查国际相关动向。[1] 日本防卫装备技术厅还拟设置技术政策总括官等，加强

对战略产业链的保护。

在国际经济安全合作上，菅政府基于“安全逻辑”意图在“志同道合”

的国家间构建可靠的供应链体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进而对华实施“规锁”。

2020 年 11 月，日澳首脑会谈强调，要建立开放、安全、弹性和高效的关键

矿物供应链。2021年 2月，日英“2+2”会谈就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达成一致。

3月，日美澳印四国首脑峰会也强调在“关键技术上展开合作”，以确保“有

弹性的印太关系”，并“召开关键技术供应链对话”。[2] 4 月，日美首脑会

谈表示“将在敏感的供应链（包括半导体供应链）上结成伙伴，促进和保护

对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3]，而以往会谈中并无此类经济安全保

障内容。同月，日本经济产业相梶山弘志与澳印经济部长召开线上会议，就

强化汽车和医疗器械等地区供应链合作创设新机制达成一致。5 月，日本经

济产业省表示，日本将与美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合作建立磋商出

口限制问题的新框架，防止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受限技术和产品流向海外被

转用于军事领域。

为使供应链强韧和多元，菅政府积极与印太多国合作打造“弹性供应链”，

侧重推进日本企业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发展，支援东盟国家新增和加强生产设

备项目。日方已宣布支援印尼巴丁班港建设，打造日企新物流基地。[4] 菅政

府还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建立原油储备互通机制，以应对能源危机时石油海

外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情况。

[1]　「留学生ビザの審査厳格化へ…中国念頭、安保技術を流出防止」、2020 年 10 月 5

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01005-OYT1T50013/。（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12日）

[2]　「日米豪印首脳会議 ファクトシート」、2021 年 3 月 12 日、https://www.mofa.
go.jp/mofaj/files/100159232.pdf。（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日）

[3]　井形彬「日米同盟は『経済安全保障』の時代へ～菅・バイデン共同声明で鮮明に」、

2021年 4月 19日、https://webronza.asahi.com/politics/articles/2021041900001.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6月 2日）

[4]　「ベトナム及びインドネシア訪問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2020 年 10 月 21 日、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1021kaiken.html。（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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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转为利用多边围堵制华

在 2020 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菅义伟提出日本需要与亚洲各国

进行密切交往，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认为这“必然会形成反华包围圈”，“可

能会制造朋友和敌人”。在访问印尼期间，菅义伟再次表示日本“印太战略”

不是要创建“印太版北约”，不寻求遏制任何特定国家。在 2020年的就职演

说和 2021年初的施政演说中，菅义伟都强调“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对两国

而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都非常重要”。[1] 上任初期，菅义伟在国际安全合作

上避免明确针对中国，比如 2020 年 10 月菅义伟与时任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

会谈表示反对单方面改变东海及南海现状，11 月的《日澳首脑联合声明》也

是不点名地提出对东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并反对单方面胁迫行为等。

但在 2021 年 3 月美日印澳四国峰会上，日本对华态度明显发生转变。

四国峰会上日本的主张与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存在不小差异。日本针对中国

明确指名，表述和主张更为强硬。菅义伟表示强烈反对单方面尝试改变现状、

诬称中国《海警法》在国际法上存在问题，要求四国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等国际法合作应对东海、南海的挑战。[2] 而四国峰会联合声明仅未指名表示，

坚持发挥国际法在海洋领域的作用，在东海、南海合作应对基于规则的海洋

秩序面临的挑战。同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行为不符合

现有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海警法》表示“严重关切”。在其后的各种国

际场合，日本均明确地针对中国《海警法》和在东海、南海的行为表达“关

切和反对”，在构建反华叙事的同时，利用多边在钓鱼岛争端和海洋议题上

谋求对华博弈优势。

菅政府还利用大国竞争之机对华开展地缘政治博弈，在台湾问题上不断

打“擦边球”，试图“以台制华”。2021 年 3 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

明提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国防长一致同意将进行密切合

[1]　「第二百四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1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1/0118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2日）

[2]　「日米豪印首脳テレビ会議」、2021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
nsp/page1_000939.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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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应对潜在的台海军事冲突。4 月，菅义伟称日美将“共同合作并使用威

慑来制造一个环境”以促成台海问题和平解决。[1] 同月，日美首脑会谈发布

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日美首脑时隔 52

年再次在共同文件中记述涉台内容。5 月，日欧领导人会谈发表联合声明，

也就台湾海峡局势“强调和平稳定的重要性”[2]，这是日欧联合文件中首次

写入涉台内容。6月，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与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举行会谈，

双方亦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菅政府还推行“台钓一体论”，

为日本以岛屿争端为借口介入台海问题创造“合理性”。

二、推动菅政府国际安全战略调整的主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印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动

趋向，促使菅政府将国际安全战略的重点置于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深化“印

太战略”及其对日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菅政府对国际安全战略的路径选择。

菅政府推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也是为了迎合当前国内政治需求。

（一）国际形势及地区安全环境出现新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政治力量失衡和经济衰退，暴露出西方体制缺

陷和能力短板，国际秩序的无序性和碎片化趋势增强，国际安全风险增加。

面对疫情下中国的逆势崛起，菅政府对于印太地区发生“权势转移”及秩序

变动极为关注。日本不少专家认为，美国失去国际公信力和道德引领力，自

由国际主义秩序衰退，而中国借机填补后疫情时代力量真空。[3] 2021 年 3

月，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新潟县支部会议的演讲中歪曲解读中国军事力量的

崛起并宣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强调日本“需

[1]　「菅首相、台湾問題は日米で連携　有事『存立危機』明言せず」、2021年 4月 4日、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040400169&g=pol。（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12日）

[2]　「第 27 回日 EU 定期首脳協議（概要）」、2021 年 5 月 27 日、https://www.mofa.go. 
jp/mofaj/erp/ep/page6_ 000563.html。（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日）

[3]　細谷雄一「コロナ後の世界秩序加速するリベラルの後退」、『Wedge』、2020年 5

月号、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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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抱有印太地区已成为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1]。同月，日美“2+2”会

谈联合声明强调，在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提振民主等在内的日益

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挑战中，美国和日本再次承诺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

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外，欧洲国家对印太战略倾斜为日本在印太

深化多边多层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日本认为欧洲国家“具有塑造国际舆论

和在主要国际框架中形成规范的能力……能够在国际安全议题上发挥主导作

用”[2]，因此，日本积极促进欧洲国家参与印太事务。

日本与美国皆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渲染中国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的主导

地位将使自由国际主义秩序难以维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

击，日本反倒从安全上审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必须把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降

至最低的观点在日本开始盛行。[3] 为了在经济和关键技术上限制中国，日本

以经济安全为借口，构建新“朋友圈”，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排斥中国。

日本还担心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的计划会促进中国主导后疫情时代的

印太秩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北冈伸一提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将

扩大影响力，建议各国应通过国际合作阻止中国。[4]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性联盟在经济上处于低迷，而在安全、技术和国际规则

制定上占有优势，日本的战略路径就是从优势领域入手，立足价值观再塑安

全联盟来塑造出日本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基于日本战后长期在印太地区开展

对外援助并有较强的影响力，菅政府把本地区多国作为安全合作的重点实施

“软制衡”，借助更广泛和更紧密的多边力量对中国实施多边牵制。日本意

图利用自身在国际经济合作上的“高标准”等战略特长，在集体性框架下通

过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则“规范”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进而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和主导权。

[1]　「安倍前首相が新潟で講演“日米同盟強化を”」、2021 年 3 月 27 日、https://
www.news24.jp/articles/ 2021/03/27/04846611.html。（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12日）

[2]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
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3]　田所昌幸「米中対立での中立はあり得ない」、『Voice』、2021年 5月号。

[4]　「日米新政権と米中相克の時代」、2020 年 10 月 23 日、https://channel.nikkei.co.jp/
d/?p=csis2020&s=2465。（上网时间：2021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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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因素是菅政府对华安全政策发生转变的主要外部动因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并与盟友不断产生摩擦，曾对日本“不专业”

地威胁要撤回驻日美军及收回核保护伞，促使菅政府在日美同盟之外寻求新

的主导性安保合作框架。特朗普时期美国的“不可靠”和中美竞争激化，也

使日本不愿对中国展示明显的对抗姿态，以免导致自身成为中国反击美国的

前沿，而是以共有价值观为纽带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特别是澳印英法等国，

隐藏在“小多边”这样的集体性联盟背后与中国进行软抗衡，从而“软追求”

日本的国际安全利益。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明确并坚定对华开展战略

竞争，重拾战略资产盟友体系，国务卿布林肯等人一再强调同盟“力量倍增

器”等概念。拜登政府开展“竞争战略”的关键盟友是日本，美国主导升级“四

边安全对话”机制和任命知日派坎贝尔为“印太高级协调员”等，这些都鼓

舞了日本对抗中国的信心。

拜登政府主动向日本允诺安全保护，甚至是“赋权”，鼓励日本增强国

防实力，拉拢日本对美实施深度战略追随，推动其在围堵中国上做得更多、

走得更远。2020 年 11 月，“当选总统”拜登与菅义伟电话举行会谈，表示

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2021 年 1 月 22 日、24 日、

27 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在

与日方的历次电话会谈中均明确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1 月 28 日，美日首脑首次电话会谈再次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

鱼岛，日本还获得美国提供包括核战力在内的“延伸威慑”承诺。3 月，日

美“2+2”会谈联合声明及 4 月菅义伟访美期间发布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宣称

“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或损害日本对钓鱼岛施政的单方面行为”，在钓鱼

岛问题上放弃不指名地“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原则，

明显偏袒日本。同时，拜登政府也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在一些议题上配合

美国。2021 年 2 月拜登签署了修改半导体、高容量电池、医药品以及重要矿

物等 4 个品种供应链的总统令，并提出 100 天内与盟国合作制定对策。为了

配合美国，日本也出台半导体产业战略。日本与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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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其在经济安全上限制中国。[1]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日韩重启安全合作。

2021 年 4 月，日美韩高级武官在美国夏威夷州举行三方会谈，6 月三国又在

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红旗·阿拉斯加”空中训练。

另一方面，对拜登政府的“不确定性”担心也促使菅政府寻求补充性安

全联盟，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尽管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为“头号竞争对手”，

但长期处于中美战略博弈场并富有平衡经验的日本也观察到拜登政府在对华

关系上不如特朗普那般简单粗暴，且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

担心美国对华战略还存在“模糊性”。如中美再次发生“越顶外交”，将极

大地影响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战略利益。因此，菅政府也试图利用拜登

政府对盟友的战略重视，通过向中国发难和对抗迎合并绑缚美国，反推美国“战

略明确”地且全面而坚定地支持日本。

（三）国际安全战略转变有其国内政治逻辑

日本国内外交安保智库和保守政治团体支持菅政府主导印太地区安全秩

序。日本防卫研究所《东亚安全战略概观 2020》报告认为，与“冷战型”的

美苏两极及“后冷战型”的美国单极不同，当前世界多元化秩序正在产生，

基于美国相对衰弱的持续，日本有必要与其他“民主”国家一起“代替”美

国承担部分角色，而“印太战略”既是维持既有秩序的手段，也是面向多极

化时代构建新秩序的努力。[2] 菅政府促进“四边安全对话”升级，借助“四

边”力量制定疫苗分发计划、管理和运作印太地区关键和新兴技术、协调技

术标准制定、展开关键技术供应链对话等，目的就是在疫情持续背景下主导

印太安保体制，通过联盟框架发挥日本对安全秩序的主导。2021 年 3 月四国

峰会联合声明提出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科技、新材料等关键科技合作以及大

规模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等，这些日本都无法独立完成，高级别的“四边框

架”是日本较好的战略选择。立足“法治”和“规则”，菅政府积极塑造“印

太理念”。菅义伟表示要推动“立足于全球法治的印太”，在“不确定性增

[1]　「防衛省、経済安保情報官を新設へ　中国へ技術流出を防ぐ狙い」、2020 年 11

月 20 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d11258831b8acd239cade1b9cc3bfea5daa4ccd0。（上网

时间：2021年 5月 12日）

[2]　佐竹知彦「日本『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た取り組み」、『東アジ

ア戦略概観 2020』、第 196-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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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情况下，绝不允许出现挑战法治的现象”[1]，并强调主导国际规则的制

定 [2]，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日本主导的印太安全框架。2020年 12月，自民党“新

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建议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要求日本立足“后新

冠时代”和共有价值观国家合作主导国际秩序的形成。[3]

转移国内不满，拉升支持率，谋求政治资本应对国内选举，是菅政府调

整国际安全战略的国内政治逻辑。日本国内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经济持续

不见好转，东京奥运会一再受阻，使得菅内阁支持率频频趋于警戒线，从上

台时的 62%一度降至 35%。[4] 家族丑闻曝光加剧了菅义伟政治上面临的挑战。

同时，日本国内要求政府强硬应对“中国威胁”的呼声增强。2021 年 4 月，

在日美首脑会谈举行前，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小野寺五典代表保守派议

员向菅义伟递交旨在加强钓鱼岛防卫机制的建议，并要求向拜登介绍钓鱼岛

问题。前首相安倍推动菅义伟联美对华，保守派阁僚也不断造势、施压。日

本国内保守团体的“经济安保论”也有所抬头。5 月，自民党成立了讨论日

本半导体产业战略的议员联盟，任命税制调查会长甘利明为会长、前首相安

倍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为最高顾问，推动日本配合美国建立半导体

供应链，避免对中国产生依赖。着眼于即将进行的自民党总裁和众议院选举，

相对弱势的菅政府在外交安保议题上希望有所“成绩”，通过强化对华牵制

相关举措转移国内视线，并在对华政策上迎合国内保守派的呼声。 

三、前景与影响

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是在自由主义的话语表述下追求现实主义的目

[1]　「第 75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2020 年 9 月 26 日、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0926enzetsu.html。（上网时间：2021年3月2日）

[2]　「第二百四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1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1/0118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2日）

[3]　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提言「『経済安全保障戦略策定』に向けて」、2020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1021.html。（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日）

[4]　「菅内閣『支持する』9ポイント減の 35％ 内閣発足以降最低に」、2021年5月10日、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0510/k10013021521000.html。（上网时间：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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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实际是借助部分国家对华防范之心并利用美国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之机向

中国施压，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谋求日本对印太安全秩序的主导。但囿

于自身实力和地区发展潮流，菅政府国际安全战略的实施受到一定制约。

一是日本开展国际安全合作能力不足，难以实现宏大的安全秩序构建目

标。尽管菅政府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也是印太地区

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但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依附导致其自身的国际安全

战略更多是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延伸，一旦与美国的战略不合就难以实现其

自身战略目的。日本的其他安全盟友实际上也是以美国而非日本马首是瞻。

同时，日本国家安全体制上的缺陷以及文化上与英语圈的区别，也制约其进

一步开展国际安全战略合作。主张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阿米蒂奇便指出，

只要日本尚无健全的情报保密机制，就无法实现与西方国家的情报共享。

二是日本与安全盟友之间也存在分歧。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没有现实利

益冲突，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未像日本那样把中国当做最大的安全敌人。

欧洲国家在安全上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威胁，这与日本近年来对俄政策取向存

在较大差异。尽管日德“2＋ 2”会谈提及日方对中国《海警法》和中国举动

的担忧，但会后发表的文件却没有出现“德方对此表示赞同”的表述。印度

信奉“不结盟主义”，也不愿意受人裹挟刺激中国。

三是安全战略上“小圈子”理念以及针对周边国家的对抗性导致日本国

际安全战略在地区缺乏坚实的支持基础。菅政府明显倒向美国以及现实中以

近邻国家为安全防范对象，进一步加剧与俄罗斯等邻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即

使备受日本重视的东盟国家也对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对抗性抱有警惕。2021

年 5 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指出，联盟和伙伴关系必须有利于维护亚太地

区更广泛的集体利益，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因为亚太地区承受不起邻国之间

的冲突。[1]

四是日本出于对抗中国的目的而加速“脱钩”，不利于双方和地区的发展。

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对中日两国均具有

[1]　“Duterte: Asia-Pacific States Should Peacefully Resolve Maritime Rows,” Daily Tribune, 
May 19, 2021, https://tribune.net.ph/index.php/2021/05/19/duterte-asia-pacific-states-should-peacefully-
resolve-maritime-rows/.（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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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搞‘排

华小团体’，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只会人为割裂世界，破坏国

际贸易规则，威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最终损人害己。”[1] 日本在经

济层面与中国关系紧密。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原材料采购依靠中国

或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日企数量众多，避免日中关系恶化的意愿在日本国

内也很强烈。2021 年 5 月，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速报数据显示，4 月份日

本对华出口增长 33.8%，已连续 10 个月持续增长。[2] 中国市场有潜力成为日

本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一大动力，日本在安全上恶化对华关系必然损及自身的

利益。

尽管受到上述制约，但菅政府国际安全战略调整产生的深层影响不容低估。

一是将使印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充斥着对

抗和威慑思维，其奉行“小多边主义”，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倒向美国的“反

华统一战线”，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构建所谓的民主联盟，给印太安全增

加了新的不稳定变量。菅政府在“印太战略”上多次提出不公开对抗、顾及

地区国家疑虑、尊重地区框架和制度安排等主张，也肯定东盟在印太的中心

地位，强调“印太构想”不会另创合作框架。但实际上，日本积极推动升级“四

边安全对话”，构建新的印太安保指导性框架，挑战地区既有的机制安排，

这必将引发东盟国家的警惕与担心，不利于地区安全互信。日本还积极加大

对外安全机制对接，并在支援他国安全能力的名义下介入南海争端，导致印

太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

二是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产生双向影响。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合作框架

以日美同盟为主导，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为核心，实际上是在辅助构建“日

美同盟+”的网络化体系，在美国实力相对衰弱之时帮助美国强化联盟体系，

帮助美国利用联盟体系开展大国竞争。在国际安全合作下，日本在日美同盟

[1]　“2021 年 5月 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 5

月 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874064.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5月 12日）

[2]　「令和３年４月分貿易統計」、2021 年 5 月 20 日、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
shinbun/trade-st/gaiyo2021_04.pdf。（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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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发挥更主动、更平等的作用。有日本学者提出，日本安全保障的要点

就是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并在同盟中提升日本的发言权。[1] 2020 年 12 月，美

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第五份“阿米蒂奇报告”首

次称日本为美国“平等的同盟国”。拜登政府对盟友安全作用的重视也将促

进日本的“发言权”提升。从长远看，日本“战略自主”下在同盟内地位的

提升必将带来同盟的削弱。因为在日本未来的安保框架设计中，其国际安全

战略的目标并非配合美国强化同盟，“不是在维持同盟关系中考虑手段”，“而

是让美国弥补日本的不足”[2]。

三是使中日博弈超出双边及具体的议题范畴，呈现多边化和国际化趋势，

对中日关系构成新的挑战。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背后都是以中国为防范和威

慑对象，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改变安倍政府提出的“从竞争走向协调”路线，

既不利于双边领土争端解决，也将损害中日关系。在对华安全合作上，日本

的方式是采取“选择性接触遏制”，避免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进行坦诚对话，“这

些不仅可能提供一个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舞台，而且也可能成为发生公

开和更广泛冲突的既定道路”。[3] 菅政府不仅未与中国进行积极对话，反倒

进一步将双边争端国际化，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基于价值观联合盟友及

伙伴国对华实施联合制衡，扩大“规锁”，给中日关系造成新的战略性“竞争”。

日本与美欧等会谈提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还就自卫队如何在“台

海有事”时采取支援进行探讨，这表明菅政府已偏离日本在中美间保持平衡

的谨慎路线，自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暴露日本地缘政治野心，

冲击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安全互信。菅政府积极响应美国所谓关键供应链

“摆脱中国依赖”，也可能会导致未来中日关系因经济联系的减弱而变得脆弱。 

四是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为日本介入地区冲突铺垫。国际安全

[1]　村井友秀「米中覇権争いの中で日本が進む道」、『朝雲』、2020年 6月 25日，第 1版。

[2]　「菅政権の外交・安保戦略は？　今こそ日本の主体性を示す時、三浦瑠麗×森本

敏」、『中央公論』2020年 11月号。

[3]　“Japan’s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Deterring China with Selective Engagements,” May 22, 
2017, https://jsis.washington.edu/japan/news/japans-cybersecurity-strategy-deterring-china-selective-
engagements/.（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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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既是日本实现安全利益的重要路径，也是“非正常国家”日本利用外力

推动战后安全战略转型、实现军事大国的主要手段。在“自由开放的印太”

名义下，日本得以名正言顺地参与甚至谋求主导印太地区事务，特别是战后

以来敏感的安全事务。借口国际安全需要，菅政府可以进一步“摆脱战后体

制”。日本 2020年《防卫白皮书》称，日本政府将致力于在相关规则的执行

方面进行必要改进，以促进国防装备合理出口转让。2021 年 2 月第 4 次日英

“2+2”会谈联合声明强调，有必要共同改进联合行动的相关政策和法律程序，

提升日本自卫队和英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实操互动。[1] 菅政府谋求与澳大利亚

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动因就是该协定有利于自卫队的海外派遣，继而为

实质性突破“和平宪法”、发展军事力量创造条件。日本强调“台湾海峡和

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背后是试图根据“新安保法案”在所谓“存亡危机事态”

下行使军事手段。

四、结语

菅政府积极的国际安全战略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安倍路线”，在“战

略自主”下谋求主导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的背后充斥着对

地区国家的威慑和制衡，并带有强烈的“摆脱战后体制”色彩和国内政治的

功利性。日本的国际安全战略并不能解决其面临的安全问题，反而可能使其

沦为美国的战略工具并威胁地区安全。日本国际安全利益的实现更需要周边

国家的支持，日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抛弃选边站队意识。只有与地区国家

加强安全互信，特别是与邻国开展真诚对话和务实合作，并在双边关系上构

建稳定互信的安全关系，日本才能实现自身安全并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完稿日期：2021-6-15】

【责任编辑：曹 群】

[1]　“Japan-UK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2021 – Joint Statement,” February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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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双方气

变政策取向以及竞合态势对全球气变治理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以

来，美国在气候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美欧在气候政策上

趋于协调与合作，有望给全球气变治理注入更多动力。然而，美欧长期

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层面认知

上具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意

愿方面分歧明显，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程度，双方气变政策趋同性也面临

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谋求气候合作机遇，同时妥善应对与气候变化相

关的地缘政治和发展权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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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下称“气变”）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逐渐增大，全球

对气变真实性和威胁性的认知逐渐明晰，气变治理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愈发

提升，主要大国对全球气变治理的关注、参与以及利益争夺更趋激烈。从力

量和责任角度出发，美国与欧盟的气变政策倾向及政策互动态势对全球气变

应对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后对前任的气变政策“改弦更张”，对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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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推动“绿色新政”、加大能源转型投入，对外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塑造美

国领导角色，美欧在气变领域将出现新的互动态势。分析研判美欧气变政策，

对评估全球气变治理进程未来走向，运筹中国与美欧的气变合作乃至中美欧

三角关系均有重要意义。

一、美欧气变政策主要差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以来，作为主要

发达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力量，美国和欧盟是较早重视并投身气变治理的国际

参与方，对于全球气变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

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气变治理主要规则框架的缔结过程中都进行了广

泛合作。2017 年 6 月，特朗普政府悍然退出《巴黎协定》，是近年来气变治

理遭遇的最严重冲击，标志着美欧出现前所未有的气变政策分歧。事实上，

美欧在气变政策上的分歧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对全球气变治理的推进基础、治理偏好和治理规则的认知差异明显

在气变治理推进基础上，欧盟强调气变治理框架的目标和方式应当基于

气候变化的科学分析，即抑制气变对减排进程的客观需求。欧盟长期将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机构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作为其全球气

候和减排主张的基础。《巴黎协定》中“全球温度相比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少

于 2℃内并争取 1.5℃内”的目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欧盟以科学依据确定气候

目标的观念。同时，欧盟民众和社会层面上普遍认定气变为重要威胁。2019

年“欧洲晴雨表”民调显示，认可“气变是欧盟严重问题”和“欧洲环保立

法有较强必要性”的民众分别达 91% 和 83%，认同“气变等环境问题影响生

活和健康”的民众达 78%，[1] 不断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在欧洲已成为普遍

的“政治正确”，民众、非政府组织等敦促欧盟和各国政府更大作为的舆论

[1]　European Commission, “New Eurobarometer Survey: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Is Important for over 90% of European Citizens,” March 3, 2020,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331.（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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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不断上升，德国、荷兰等国最高法院都曾判决本国政府制定的气候目标

“幅度不足”即是舆论反应的映射。但美国政界和社会从未就气候变化的科

学性形成共识。2019 年 YouGov 调查显示，15% 的美国民众是气变怀疑者，

该比例居全球之首，共和党人中气变怀疑者比例更高达 30%。[1] 这种认知影

响了美国政府的国际气变谈判立场，共和党当政时更公开质疑气变科学性，

反对美国为应对气变承担义务。在治理框架偏好上，美国预计联合国框架相

关协定会对本国利益造成约束，往往通过构建其他气候治理多边机制加以对

冲，消解联合国框架的影响力。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美国都曾牵头建立以能

源清洁利用合作来实现气候贡献、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相关机制。欧盟多年

来一直力争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国际气变治理的主框架，

其双多边气候外交主要目的均是争取他国对联合国框架下气候治理机制的支

持。在治理规则认知上，欧盟强调国际协定应具有法律拘束力、明确时间表

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按照各国占全球排放比例相应确定减排责任，

且订立明确的完成时间，并相应建立测量、报告、核查以及核算等规则，实

质上要形成对各国减排的明确任务摊派以及规则约束。而美国出于对自身霸

权受限的惯性反感，强调国家主权高于气变治理规则，主张各国自愿提出气

候承诺共同组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气变治理应更多依靠市场法则和

国际联合行动，而非以科学结论和应对气变共同目标“逼迫”他国设立目标。

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对于欧盟力推“有效应对气变的控温目标”

作为全球气变治理框架共识进而要求各国承担有约束性减排目标的立场，以

及欧盟要求他国在各自气变承诺上 [2] 加以提升进而达成应对气变全球共同目

标的“应有贡献”，美国皆不赞同。最终，美国主导推动不被大会承认而只

被“注意”到的《哥本哈根协议》，仅就减排、气变治理手段、对发展中国

[1]　John Burn-Murdoch and Leslie Hook, “Survey Underscores High Levels of US Scepticism 
on Climate Chang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5, 2019.

[2]　美国在会前的立场是“至 2020 年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17%”，约等于“2020 年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4%”，而中国提出“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

降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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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技术援助资金等提出原则性立场，意味着欧盟主张的气变治理模式以及达

成有拘束力的“后京都体制”等目标落空。而《巴黎协定》也因欧盟对美国

及其他国家主张自愿目标采取灵活接受的态度，才形成一项各方都能够接受

的协定。

（二）气变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差距巨大

在气变政策的目标制定上，欧盟自《京都议定书》后就以争当气变领域

“领军者”为己任，不仅注重将自身的国际承诺转化为每个成员国的减排责

任以及能源政策细化目标，更重视以自身制定宏远目标对其他国家做出“示

范与引领”。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前欧盟提出“20-20-20”目标 [1]，2015 年

巴黎气候大会前欧盟提出 2030 年目标 [2]，2018 年 11 月欧盟率先提出“建设

碳中和大陆”。而美国却在“目标引领”上态度比较消极，抵制率先减排或

提出超越现有发展轨迹的减排目标，并把发展中国家负担相应责任与美国设

定减排目标挂钩。克林顿时期美国参议院通过《伯德 -哈格尔决议》（Byrd-

Hagel Resolution），反对美国签署“只有发达国家减排承诺的法律文书”，

事实上阻止了美国落实《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时期美国更直接退出了《京

都议定书》。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哥本哈根大会前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当于“2020

年较 1990 年减排 4%”，而 2010 年美国在《坎昆协定》中承诺“2020 年较

2005年减排17%”，实际仅较1990年减排1.6%。美国在巴黎大会前承诺的“2025

年较 2005 年减排 26%~28%”也较欧盟同期目标大为逊色。另外，美国还一直

坚持 2005 年作为其气候目标的基准点而非欧盟强调的 1990 年，以保证本国

在 1990—2005 年间增长碳排放不受约束。[3]

在气变政策落实上，欧盟注重通过内部立法和政策制定来落实国际气候

[1]　2007 年 3 月，欧盟首脑峰会通过《能源与气候一体化决议》，提出到 2020 年将温

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至少 2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能源

效率提升 20%（即能源消费总量降低 20%）的目标。

[2]　2014 年 10月，欧盟首脑峰会通过《2020年至 2030年气候和能源政策框架》，提出

达成 2030年前温室气体减排 40%、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 27%、能源效率提升 27%等目标。

[3]　柳思思：“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德国研究》2016 年第 2 期，

第 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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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制定并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能效、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电力市

场、运输行业等领域的欧盟内部指令。为达成气候目标，欧盟主动以经济成

本手段率先建设全球首个碳交易市场。欧盟委员会注重敦促成员国根据欧盟

整体的气候能源目标不断制定和提升本国相应目标立法，以促成欧盟气候目

标和承诺的落实成效。从历史经验来看，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

排目标及“20-20-20”目标均提前完成。美国的气候能源目标却难以落实，

克林顿和奥巴马两届民主党政府也只能以总统个人名义签署国际气候协定，

而难以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同时，美国气候政策常因政府更迭而出现倒退。

如小布什与特朗普两届共和党政府分别撕毁《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均推翻了其前任制定的进步型气候能源政策。在气候目标落实为具体能源政

策方面，美国只在奥巴马时期制定过一系列推进清洁电力、能源系统低碳化

转型、扶植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因受能源行业利益集团掣肘、国会党派争斗

等因素影响，这些计划的执行力度不甚显著，而且在奥巴马下台后这些政策

也被特朗普废除。美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反复，导致其几乎从未落实自己宣传

的气候目标。

（三）欧盟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力度远超美国

欧盟在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前建议发达国家至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 1000亿欧元援助，并提出自身每年提供 150 亿欧元的倡议。[1] 此后欧

盟领导人也不断呼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资金支持。欧盟（含英国）与欧

洲投资银行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气候融资的最大出资方，其 2017年所提

供资金占发达国家公共气候融资的 27%，2019 年所提供资金达 232 亿欧元，

同比增长 6.9%。[2] 而美国长期以来强调以金融市场发挥作用促进发展中国家

气候融资，以此消解发达国家官方援助的责任，其自身对发展中国家相关援

助较少。2010—2012 年美国仅提供 75 亿美元气候援助（其中美国政府官方

[1]　Joshua Chaffin and Ed Crooks, “EU Sets out €15bn Climate Aid Pla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9, 2009.

[2]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 February 4, 2021, https://ec.europa.
eu/clima/policies/international/finance_en.（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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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仅为 47 亿美元）[1]，2013—2017 年美国公共气候融资年平均仅为 28 亿

美元。奥巴马政府在 2015 年曾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投入 30 亿美元，但后仅

投入 10亿美元就被特朗普政府叫停。[2] 在发展中国家责任方面，虽然美欧均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有意解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向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新兴国家转嫁责任，但双方立

场仍有区别。欧盟一方面以自身不断提升气候承诺向发展中国家“示范”，

另一方面也通过发展援助、伙伴关系、自贸安排等政策与气候外交相结合，

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增加气候贡献。而美国则长期将发展中国家是否参与减

排与本国减排挂钩。克林顿政府因发展中国家缺乏减排安排而拒绝落实自身

承诺，特朗普政府更将气候变化称之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阴谋”并退出《巴

黎协定》。

二、拜登政府的气变政策走向

虽然分歧和博弈是美欧气变政策互动的常态，但特朗普时期美国在气变

政策上的退步程度及与他国的对立程度前所未有，对于美欧盟友关系和全球

气候治理进程都造成重大破坏。拜登政府在气变政策上延续了民主党传统的

政策取向，积极纠偏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但其气变政策并非简单的“奥巴马

2.0”，而是试图推动绿色新政，将气变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经济转

型相结合，力争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实现国内外双重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

欧盟对于美国的“气候回归”总体报以欢迎态度，双方气变政策上的合作与

协调程度将明显上升。

随着气变议题与美国其他内外政策的联动日趋紧密，疫情冲击下气变

[1]　邹骥：《论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国际体制》，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5 年，第 206页。

[2]　Jennifer A Dlouhy and Ari Natter, “Biden to Pledge Climate Aid for Developing Nations 
Next Week,” April 16,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4-16/biden-to-pledge-
climate-aid-for-developing-nations-next-week.（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109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

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和转型及美国重塑国际形象和领导力的作用显著上升，

拜登大幅提升了气变议题在美国内政中的地位。在大选期间，拜登就将“气

候牌”作为其政策议程的五大支柱之一，提出大规模“绿色新政”承诺。为

有效做实其气候议程，拜登组建了阵容强大的气候政策执行团队，任用了一

批熟稔相关议题的专业人士及官员，提升气变议题在整个决策链条中的重要

性。2020 年 5 月，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就组建气候工作小组（Climate Task 

Force），由“绿色新政”领军人物、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 -科

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巴黎协定》设计师之一、前国务

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青年组织“日出运动”

联合创始人瓦西尼·普拉卡什（Varshini Prakash）等领导。[1] 2020 年 11

月，拜登宣布克里担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为气候变化

事务设置主管高级官员。而在新内阁组成中，内政部长、环保署署长、商务

部长、能源部长等职务人选均为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者，甚至“每一位内阁成

员的工作都服务于气变政策”[2]。在执政后第一周，拜登就发布行政令设立

国家气候工作组（National Climate Task Force），由国家气候顾问吉娜·麦

卡锡（Gina McCarthy）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 21 名联邦机构内阁级别领

导人和白宫高级官员，以实现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应对气候危机的双重目标。[3] 

2021 年 2 月，白宫发布《更新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的备忘录》对国家安全委

员会机制作出了新调整，规定将根据必要性邀请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在内的高

[1]　Marianne Lavelle, “Biden Names Ocasio-Cortez, Kerry to Lead His Climate Task Force, 
Bridging Democrats’ Divide,” May 13, 2020, https://insideclimatenews.org/news/13052020/biden-
ocasio-cortez-kerry-climate-task-force/.（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3日）

[2]　Ben Adler, “Every Cabinet Job Is about Climate Change Now,”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1,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biden-cabinet-climate-change/2021/01/21/
a288a12e-5b5d-11eb-b8bd-ee36b1cd18bf_story.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3日）

[3]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the Second National Climate Task Force Meeting,” March 
1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8/readout-of-the-
second-national-climate-task-force-meeting/.（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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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与会讨论气候变化及其相关议题。[1]

从政策倡议看，拜登的气候政策可以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观察。在国

内层面，为赢得更多民意支持，拜登团队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结合

竞选期间“绿色新政”的相关倡议，试图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创造就业、促进

经济转型、建设基础设施等内政和经济议程相结合。拜登的“绿色新政”是

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框架，包括以下几大支柱。一是提出明确气候目标，

即 2030 年较 2005 年至少削减一半碳排放，以及 2050 年前实现“能源体系和

经济体系 100%清洁化”和“碳中和”。二是建立落实目标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包括：以“历史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气候研究及相关科研活动；建立碳

减排相关执法机制，加强美国环保署和司法部在法律框架下对污染者和污染

企业追责和处罚力度；加速推进经济体系清洁能源转型进程，加强应急救灾

等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建设；加强高铁、可再生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2021 年 3 月，拜登宣布总规模 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其中对清洁

能源项目的贷款将达 4000 亿美元。[2]《大西洋月刊》认为，拜登的基础设施

投资计划将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通过的最有意义的气候立法。[3] 此外，

拜登政府还提出一项拟投入 2万亿美元、旨在 2035 年实现电力行业的无碳排

放和 2050 年实现全美净零排放的投资计划。三是将气候变化提升为国家安全

核心优先事项。比如，就气候变化对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影响进行国家情报评估；

要求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每年向总统报告气候变化对国防态势、

战备、基础设施和威胁的影响；要求国家安全顾问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国

土安全部部长和其他部长合作，制定处理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的全面战略等。

四是确保气候政策能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拜登政府的国内气候政策总体上

[1]　The White House, “Memorandum on Renew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ystem,”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04/
memorandum-renewing-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syste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3日）

[2]　Jim Tankersley, “Biden Details $2 Trillion Plan to Re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Reshape the 
Econom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21.

[3]　Robinson Meyer, “The Weekly Planet: The 1 Thing to Understand about Biden’s Infrastructure 
Plan,” The Atlantic, April 14,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21/04/the-one-thing-
to-understand-about-bidens-infrastructure-plan/618587/.（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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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投资基础设施和创新、推动能够创造工作岗位的经济复苏、清洁空气和

水源并推进环境正义、加强美国制造等。[1] 为推进上述气候政策规划，拜登

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气候议程，截至 2021 年 5月，拜登已经发布了

多项涉及气候问题的行政命令，包括“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以及重塑科学应

对气候危机”“在国内和国外应对气候危机”“重建和加强难民安置方案和

规划气候变化对移徙影响”“设立气候变化支持办公室”等行政命令。

在国际层面，拜登政府将气变议题打造为美国重返多边主义、重塑盟友

关系、重夺领导地位的重要抓手。拜登上台当天即兑现了重回《巴黎协定》

的竞选承诺。国务卿布林肯则将气候危机称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中

心”。[2] 拜登政府的国际气候政策包括一揽子设想。一是增加美国国际承诺，

包括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的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控制氢氟碳化合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二是推进美国

气候外交进程，包括召集全球气候峰会，增加对主要碳排放国直接接触，以

促进其“追随美国”增强并落实本国气候承诺。三是抢抓国际气候治理规则

制定权，特别是塑造国际经济与投资规则的“气候维度”，包括推动建立全

球航运和空运减排的可执行国际协议，“推动全球禁止化石燃料补贴”，创

建清洁能源出口和气候投资倡议，为做出气候承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

债务减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源，推动

G20国家承诺终止所有高碳项目的出口融资补贴。

在气候外交的实践上，拜登政府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均开展积极行动，将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Sets 2030 Greenhouse Gas Pollution Reduction 
Target Aimed at Creating Good-Paying Union Jobs and Securing U.S. Leadership on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April 2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1/04/22/fact-sheet-president-biden-sets-2030-greenhouse-gas-pollution-reduction-
target-aimed-at-creating-good-paying-union-jobs-and-securing-u-s-leadership-on-clean-energy-
technologies/.（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17日）

[2]　Antony Blinken, “Tackling the Crisis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Global 
Climate Leadership,” April 19,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remarks-
to-the-chesapeake-bay-foundation-tackling-the-crisis-and-seizing-the-opportunity-americas-global-
climate-leadership/.（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1日）



11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其打造为美国重新回归接触外交的亮点之一。双边领域，克里作为美国总统

气候问题特使，在拜登执政百日之内就相继出访欧洲与亚洲，3 月在伦敦、

布鲁塞尔和巴黎会见了欧洲官员，4 月访问了阿联酋、印度、孟加拉国和中

国。2021 年 3 月 9 日，克里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升

温控制在 1.5℃内”目标，以双方示范作用和努力来“敦促他国实现 2050 年

零碳排放进程”等。[1] 访华期间，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

会谈，达成《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明确两国为解决气候危机采取

的进一步行动，为全球行动做出新表率、新贡献。[2] 在多边领域，拜登希望

美国的气候政策影响力能从“回归者”直接跃升为“领导者”，于 2021 年 4

月召开了有 40 国领导人及部分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参会的线上气候峰会，呼

吁到 2030 年将碳排放量较之 2005 年减少 50%~52%，为 11 月举行的格拉斯哥

峰会提供“美国方案”。[3]

面对美国内外气变政策调整的趋势，欧盟报以积极回应，不断强调气变

议题在欧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2020 年 12 月，欧盟发布了《欧盟 - 美国新

全球变革议程》，呼吁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作为跨大西洋的目标和共

识，加强欧美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同时联手塑造碳关税体制、绿

色金融规则、绿色贸易议程等一系列气候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倡导建立

“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加强西方对绿色产业技术的合作与主导。[4] 拜

登胜选以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与拜登总

统的通话和视频会晤中均高度赞赏拜登促进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呼吁美

[1]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 to Greater 
Cooperation to Counter the Climate Crisis,” March 9, 2021, https://fr.usembassy.gov/joint-statement-
the-united-states-and-the-european-union-commit-to-greater-cooperation-to-counter-the-climate-
crisis/.（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24日）

[2]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2021年 4月 18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1-04/18/c_1127342714.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9日）

[3]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Sets 2030 Greenhouse Gas Pollution Reduction 
Target Aimed at Creating Good-Paying Union Jobs and Securing U.S. Leadership on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April 22, 2021.

[4]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Brussels, December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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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坚持 2050 年“碳中和”的政策路线，期待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等多边气候

场合下增加双方合作，以促进对《巴黎协定》框架下国际气候合作的领导和

支撑。与此同时，欧盟也不断增强自身的气候承诺和政策力度，不断落实并

完善 2019 年 12 月提出的《欧洲绿色协议》框架下各领域政策，争取全球气

候治理领导力与欧美气候合作主动权。2021 年 3 月，欧洲议会提出制定“碳

边界调节机制”（CBAM）的动议，倡议对欧盟外未能负担足够碳排放成本的

商品征收碳关税，以解决所谓“碳泄漏”（carbon leakage）[1] 问题。[2] 4

月 21 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达成临时政治协议，共同支持“2030 年减

排 55%”目标，标志着《欧洲气候法》的落实与推进进程的基本确立。同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可持续金融一揽子框架，包括可持续金融分类法、企业可持

续信息披露指令等，抢抓国际绿色金融规则制定先机。

三、美欧气变合作前景

从目前来看，美欧在气候变化上的政策共识明显增多，推进合作意愿大

幅上升，同时在气候目标承诺以及相关投入的承诺上也超越以往。美欧是全

球第二、第三大碳排放国，二者绿色低碳技术储备非常雄厚，双方气候政策

重新趋近对双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具有一定推进作用。

首先，《巴黎协定》框架的执行有望得以加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

进展和前景，主要取决于《巴黎协定》能否有效落实。而该协定框架由各国

“自主贡献”组成，“自主贡献”的不断增加将使气候治理的效果更加接近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减排需求，大国政策走向更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美国

[1]　 “碳泄漏”指部分国家企业承担较高的碳排放环境成本，造成其产品价格竞争力下

降，本国倾向于从其他碳成本较低国家进口商品，造成产能和产业因碳成本而转移至碳成本

较低国家。

[2]　European Parliament, “MEPs: Put a Carbon Price on Certain EU Imports to Raise 
Global Climate Ambition,” March 17,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210304IPR99208/meps-put-a-carbon-price-on-certain-eu-imports-to-raise-global-climate-
ambition.（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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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巴黎协定》并提出本国 2050 年“碳中和”目标，美国在气候治理进程

中目标贡献水平首次与欧盟接近（欧盟 2018年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

《巴黎协定》将从中欧勉力支撑转变为中美欧共同支持的局面。同时，随着

主要大国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和投入普遍上升，这种趋势也将促进《巴黎协定》

推动气候投资、各国气候贡献五年进展总结 [1] 等相关规则的细化与落实。

其次，全球支持能源和经济清洁转型的趋势更趋明朗。在绿色金融方

面，拜登政府拟加强对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监管，要求企业披露与其业务

有关的气候风险信息，并且在国际层面上推动削减化石能源补贴以及化石能

源项目融资。[2] 这些举措与欧盟绿色金融政策和国际规则构想立场相似，美

欧乃至全球“去煤化”进程将得以推进。在绿色产业方面，全球可再生能源、

能效提升产业、氢能、电动车乃至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公共与私人资本投入将

因公共气候和能源政策加强而扩大。“能源转型理事会”预计，全球若达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每年相关投资应达到 1 万亿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的 1%~1.5%。[3] 2020年，全球脱碳相关投资达到501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欧洲（1662 亿美元）、中国（1348 亿美元）和美国（853 亿美元）是全球前

三大市场。[4] 彭博新能源（BNEF）预计，2021 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仍将保持

较高水平。未来全球有望出现主要大国争相加大绿色产业投入的局面，客观

上加速了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进程。

[1]　《巴黎协定》第十四条的规定：“1.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应定期总结本协定的执行情况，以评估实现本协定宗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称

为‘全球总结’）。评估工作应以全面和促进性的方式开展，同时考虑减缓、适应问题以及

执行和支助的方式问题，并顾及公平和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2.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

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在 2023年进行第一次全球总结，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除非作为《巴

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3. 全球总结的结果应为缔约方提供参考，

以国家自主的方式根据本协定的有关规定更新和加强它们的行动和支助，以及加强气候行动

的国际合作。”

[2]　赵行姝：“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第39-46页。

[3]　Stephanie Butcher, “Europe’s Chance to Lead the Green Technology Race,” Financial Times, 
April 1, 2021.

[4]　BNEF, “Energy Transition Investment Hit $500 Billion in 2020-For First Time,” January 
19, 2021，https://about.bnef.com/blog/energy-transition-investment-hit-500-billion-in-2020-for-first-
time/.（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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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际气候合作将有望进入“碳中和”加速时代。目前，世界上

的主要国家都已提出本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碳中和”已成为促进全球

气候治理的可行路径。随着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可再

生能源技术水平和使用成本的持续优化，各国未来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提前

实现“碳中和”目标，以求在领导气变治理进程和获取能源转型相关经济红

利中占得先机。欧盟长期惯以制定比他国更具雄心的目标巩固自身气候领导

力，在美欧气候政策趋近背景下，有可能继续加速既有“碳中和”目标达成。

德国政府拟提出将实现碳中和提前至 2045 年，并把 2030 年减排目标升至

65%。[1]

然而，美欧间气变合作和政策互动也将受到政治环境、经济利益等方面

认知和利益差异困扰，双方政策倾向根本性分歧也难以缓解，双方合作以及

全球气变治理进程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第一，美欧围绕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问题有较大的利益冲突。在能源结

构上，美欧虽均在推进低碳能源转型，但双方对化石能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利

益认知差异明显。欧盟化石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居高不下，每年能源进口额达

3000 多亿欧元，在气候能源政策中高举“去化石能源”旗帜，认为降低化石

能源绝对使用量将收获巨大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收益。而美国近年来在“页岩

革命”带动下不仅实现石油和天然气完全自给的“能源独立”，甚至要扩大

油气出口争夺国际市场，这一行业为美提供 1030 万就业岗位并占美 GDP 的

8%，美国油气企业在全球投资更无法估计。[2] 因此，欧盟气变治理主张势必

比美国更激进，美国将主张更为缓慢的气变治理进程，强调过快去化石能源

的“不现实性”，倾向于“天然气替代煤”等渐进方式减少本国排放总量。

克里在访欧期间曾表示“担忧”欧盟 CBAM机制的影响，警告欧盟不应轻易采

[1]　“默克尔说德国争取提早实现碳中和”，新华网，2021 年 5 月 7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1-05/07/c_1127416814.htm。（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16日）

[2]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Oil & Natural Gas Contribution to U.S. Economy Fact 
Sheet,” https://www.api.org/news-policy-and-issues/taxes/oil-and-natural-gas-contribution-to-us-
economy-fact-sheet.（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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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该举措，显示美国对碳税经贸及其潜在产业影响保持高度警惕。[1] 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欧美也将激烈竞争。特斯拉在 2019 年占西欧电动车市场份额

近 1/3，领先大众、宝马、标致等欧洲本土车企。[2] 2020年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数量上欧盟（88 家）与美国（69 家）处于同一量级。在全球可再生能

源转型趋势背景下，此领域将是未来大国激烈争夺的经济与科技制高点之一，

美国不会放弃争夺任何新兴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欧盟则将可再生能源相关技

术作为国际经济和产业地位复兴、谋求工业领域“战略自主”乃至引领新一

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双方在技术规则、供应链、市场等方面存在较为激烈的

竞争。

第二，美欧气变立场差异阻碍合作限度。美国“气候怀疑论”力量雄厚，

造成美国两党在气变问题上的分裂，不仅在历史上长期阻挠美国落实国际气

候义务，而且也是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最大掣肘。一方面，拜登政府为使其

气变政策在国会遭遇更少反对，或将主动在订立相关法案时使之“更为温

和”，这客观上将削弱其气变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包括经济刺激计划

以及 2035 年电力行业“脱碳”等计划必须在国会通过为美国气候目标落实铺

路，而民主党在参议院现有力量决定了这些政策将几乎无法顺利落地。因此，

拜登将与其前任一样，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推动落实气候新政和“碳中和”目标，

这些举措很可能随着美国政局的变化而被未来的政府所废弃。相比之下，欧

盟已经形成浓厚的“绿色政治”氛围，欧洲国家绿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政

治参与水平领先全球，绿党党团借助激进的气变主张，在 2019 年欧洲议会选

举、2020 年法国地区选举等重要选举中屡屡取得佳绩，在奥地利、爱尔兰等

国成为传统政党组阁时必须拉拢的关键伙伴。2021 年德国大选后执政的联盟

党与绿党组阁更是大概率事件，绿色政治在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将水涨船高。

[1]　Leslie Hook, “John Kerry Warns EU against Carbon Border Tax,” Financial Times, March 
12, 2021.

[2]　Matthias Schmidt, “Record 0.35 Million Pure Electric Cars Registered in W-Europe in 
2019,” March 3, 2020, https://www.schmidtmatthias.de/post/record-0-35-million-pure-electric-cars-
registered-in-w-europe-in-2019.（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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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洲绿色政治以及民意压力，也促使中左、中右传统政党积极推动气

候和能源政策以应对绿党的竞争，甚至促使中右政党联合绿党成为欧洲政治

的新趋势。在舆论压力下，即使是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疑欧

执政党，亦不会公开抨击应对气变，而只是以强调本国能源结构和产业工人

面对低碳转型付出更大成本，向欧盟争取更多财政援助。

双方的气候立场差异将阻碍应对气变的政策转变为国际共识。欧盟气候

政策目标和举措将朝着越来越严格的趋势发展，而美国受气候政治氛围影响，

气变政策与领导人的愿景相比必然会大打折扣，拜登提出“2030年排放减半”

和“2050 年实现碳中和”等目标按期实现的可能性渺茫，双方应对气变的步

伐和进展也势必不同步，气变应对成效的差距也将扩大，美国出于保护国内

部分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考虑，对于欧盟部分较为进步的国际倡议持有保留

态度。如 2021 年 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和日本反对在会后公报中提

出“彻底弃煤的具体时间节点”，使得公报中的气变承诺大幅减弱，仅提出“加

快‘未减弱煤炭’过渡进程”和“2030 年建立绝对脱碳电力系统”等承诺。

同月欧盟 - 美国峰会公报中，亦仅提出“2021 年底前对第三国新增‘未减弱

煤炭’停止融资”，这与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EIB）倡导对欧盟内和欧盟外

煤炭项目绝对停止融资的态度差异明显，显示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

对较进步气变政策的阻挠。再比如全球绿色投资领域中，欧盟力主将其绿色

金融分类规则通过 G7、G20 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转化为国际普遍可持续融资

规则的基础，而美国则希望国际相关规则能加强气候信息披露及将气候风险

纳入法规，反对给领域和项目下是否符合“可持续标准”的定义，也促使更

多资金助力气候变化应对受到掣肘，并阻挠了国际上削弱化石能源项目融资

的努力。[1]

第三，美欧就气变的外交定位差异削弱全球气候治理效能。美国自身国

力的相对衰弱导致其日渐对多边主义持有“工具主义”色彩，对维护国际责

[1]　Karl Mathiesen Zack Colman, “4 Sore Points between the US and EU on Climate,” Politico，
June 15,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us-climate-arguments/.（上网时间：202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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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牺牲本国经济利益持怀疑态度，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很长一段时间

内留下的“外交遗毒”。拜登政府“重归多边主义”旗帜下的气变政策仍服

务于其总体对外战略目标，即护持霸权与大国竞争。相较应对共同挑战而言，

美国在气变政策上考虑更多的是攫取地缘政治私利。拜登政府欲借此打造“绿

色联盟”为修复美欧关系抓手，同时在包括气变在内的国际议程上追求拉拢

盟友形成围堵中国的同盟，并尝试将气候变化转化为阻挠、打压中国发展的

工具。美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倘若美国不能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就很难赢

得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就无法“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塑造世

界的气候未来，美国民众也会损失无数工作岗位”。但对欧盟外交而言，气

变政策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一方面，欧盟将实现自身气候雄心以及塑造全球

气变治理规则视作自身外交使命，气候外交也对服务欧洲的环境价值观、顺

应内部政治环境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欧盟外交长期以来强调“基于规则的

多边主义”，气变政策及其向其他领域的延伸则是欧盟实现打造异于中、美

等大国的“规范性力量”重要途径。

因此，美国将气变和能源问题“地缘政治化”的倾向，将使美欧气变合

作偏离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正确方向。如 6月七国峰会期间美国炮制所谓“重

建更美好世界 (B3W) 伙伴关系”基建支持计划，号称“绿色一带一路”，这

一计划更多是借助欧洲国家对气变的关注来获得后者支持，打着“绿色可持

续”旗号制定所谓基建领域高标准，事实上是要给“一带一路”项目制造掣肘，

本质上是将基建投资问题纳入对华竞争框架。然而，该倡议对如何增加发展

中国家基建投资资金却含糊其词，最终只会减少包括绿色项目在内的基建支

持，阻碍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进程。再比如欧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

道项目，拜登政府曾与欧洲绿党一道鼓吹该项目“不利于气变应对”，以作

为制裁施压的借口，而后为拉拢欧盟又放松了部分制裁，显示了美国看待气

候能源问题更多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科学结论与环境关切。未来，美国就

气变问题政治操弄的态度将阻扰美欧气变合作有效性，削弱相关共识，并对

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以及他国为气变问题做出实质性贡献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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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美欧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

层面认知上具有结构性的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

意愿方面分歧明显，这种分歧在美国民主党执政时期可能有所缓解，在共和

党治下则会显著扩大。拜登政府就气变问题政策倾向明显变化，将部分改善

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气氛，但不会彻底解决美欧气变领域既有的结构性障

碍。同时，美国未来气变政策可能随国内政治格局变化而摇摆，拜登政府的

气变目标和落实程度势必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掣肘而“大打折扣”，欧美在气

变目标制定、规则约束等方面的分歧将持续。

对中国而言，美欧气变政策上的“有限走近”将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中美欧在增强大国贡献与合作以促进气变应对上具有较大共识，美

欧均将中国视为全球气变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气候变化有潜力成为

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拓展合作面、平衡竞争面的议程。另一方面，欧美和中

国在气变问题上分处“减排”和“达峰”的不同发展阶段，美欧战略界试图

将气候问题纳入对华竞争的框架，鼓吹中国与西方在可再生能源、电池、电

动汽车等领域的激烈竞争，有可能将气变领域纳入对华政策协调，围绕该领

域推行对中国不利的政策，比如施压中国做出更多及更快减排贡献、抹黑“一

带一路”能源项目、削弱中国稀有金属及装备制造等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制

定西方主导的绿色技术及绿色金融标准等。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新变化

中应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密切关注和妥善应对美欧气变合

作增强的潜在影响，抵制发达国家将气变问题地缘政治化的图谋。

【完稿日期：2021-6-29】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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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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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为了克服自身实力弱小、与地区霸权国气候立场严重相左等困难，太平

洋岛国借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域外大国的权力资源，利用澳大利亚开

展“中等强国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需求上升的局面，形成了有利于

地区气候治理的外部条件。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采取构建治理框架、

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与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

情境下成功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不过，

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全球治理重点偏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进一

步纳入“印太战略”、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等制

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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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显著推进，主要地区组织将气候变化

作为优先议题；地区组织文件中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措辞越来越有利于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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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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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岛国；构建了整合的地区气候治理框架；提出了以“蓝色太平洋”（Blue 

Pacific）为代表的地区治理理念；建立了完全由太平洋岛国掌握的地区气候

治理机制（如太平洋复原力基金等）；气候变化在地区议程中的优先度提升，

形成了在地区层次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进展

的原因探讨仍相对薄弱。[1] 为此，有必要聚焦地区层次，探察近年来（尤其

是 2015—2019 年间）太平洋岛国克服困难推进地区气候治理的做法，为中国

和太平洋岛国开展气候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参考。

一、“借力”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地区治理的全球实践日益受到重视，地区主义研究也相应出现

了“治理转向”（governance turn）。[2] 地区治理需要具备四个要素：第一，

聚焦地区层次；第二，围绕特定领域；第三，属性是“机制化的模式”，地

区组织是常见场域；第四，主要内容是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本文研究的是太

平洋岛国如何提供气候变化领域的地区公共产品，聚焦地区层次，尤其重视

考察地区组织。

参与国际制度是小国的基本生存策略与外交行为，“借力”（borrowing 

power）[3] 是小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重要途径。卡萝拉·贝措尔德（Carola 

Betzold）在伊拉·扎特曼（Ira Zartman）、杰弗里·鲁宾（Jefferey 

[1]　国内近年来对太平洋岛国气候合作的研究参见吕桂霞、张登华：“太平洋岛国地区

气候变化现状及各方的应对”，《学海》2017 年第 6 期，第 59-62 页；李冰岩：《太平洋岛

国气候合作机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余姣：“太平洋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3期，第 67-

80页；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当

代亚太》2019 年第 2期，第 95-125 页等。

[2]　塔尼娅·博泽尔（Tanja A. Börzel）和托马斯·里塞（Thomas Risse）将地区治理定
义为“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社会协作的机制化模式，以在某个或某些议题领域提供约束性规则

和 /或公共产品及服务”，参见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这本著作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国际

学界对地区各领域治理的研究成果。

[3]　与金融领域的术语“借贷能力”（borrowing power）不同，此处的“借力”指的是

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谈判中的一种行为或过程。



12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

Rubin）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借力”概念，提出“借力”的主体是实

力弱小的行为体，客体是外部权力资源，研究对象是国际社会中的弱者如何

在国际制度中用好外部权力资源。[1] 虽然小国“借力”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已

初步成形，但有关如何在地区治理的具体情境中发挥作用的案例研究尚较为

缺乏。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2] 气候变化

带来的自然灾害增加、海洋环境恶化、资源退化与枯竭、热带传染病增加、

人类健康状况下降等是太平洋岛国普遍面临的切身问题，甚至是不少低海拔

小岛屿国家首要的国家生存与安全威胁。[3]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太平洋

岛国参与地区政治的优先关切之一。

太平洋岛国绝大多数国小民寡，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且依赖外部援助，科

技教育水平低下，高质量人才匮乏，使得任何一个太平洋岛国都无法仅凭自

身实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4] 因此，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第一要依靠

地区主义，第二则必须借助外力。

与其他地区相比，太平洋岛国地区权力结构具有高度不对称性。太平洋

岛国地区主要由 14 个太平洋岛国构成，但澳大利亚作为域外或半域外国家在

该地区影响力巨大，甚至常被称为“地区霸权国”。[5] 澳大利亚是该地区最

[1]　Carola Betzold, “‘Borrowing’ Power to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OSIS in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1990-1997,” Politics, Vol.30, No.3, 2010, pp.135-137. 徐秀军和田旭应用

了贝措尔德的“借力”概念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国际话语权，参见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

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第 122-124 页。

[2]　Rebecca Hingley, “‘Climate Refugees’: An Oceanic Perspective,”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4, No.1, 2017, p.158.

[3]　John Connell, “Vulnerable Islands: Climate Change, Tectonic Change and Changing 
Livelihood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Vol.27, No.1, 2015, pp.1-36；张晨

阳：“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所致小岛屿国家损失和损害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9期，

第 11-23 页。

[4]　Moleen Nand and Douglas Bardsley, “Climate Change Loss and Damag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Local Environment, Vol.25, No.9, 2020, p.725.

[5]　Joanne Wallis, 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p.3; Herman Mückler, “Australia – A Hegemonic Power in the 
Pacific Region,” The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Vol.36, No.2, 2016, p.138；刘卿：“澳大利亚强化

南太政策：措施、动因及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4期，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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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PIF）的成员国，对地区事务有很大影响力。[1]

太平洋岛国往往并不能主导本地区事务，尤其在 2014 年《太平洋地区主义框

架》（PRF）改革太平洋岛国论坛议事规则、提升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决策权以

前。[2] 太平洋岛国要想在地区治理上有所作为，就绕不开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而面对实力远强于己的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不得不借助外部权力资源。

太平洋岛国“借力”的必要性还在于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权力结构的

严重不对称与立场严重对立的叠加。澳大利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是“伞形集团”

（Umbrella Group）[3] 的一员，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持消极立场，多次上榜“化

石奖”（Fossil Prize）[4]，与太平洋岛国的立场严重相左。另一方面，为

太平洋岛国提供气候资金最多的三个援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属于

“伞形集团”。而且，澳、日、新三国的气候资金大多数通过双边援助直接

给到受援国，不经过地区组织或其他多边机制，这有利于援助国掌握资金用途，

但不利于受援国设置议程。[5]如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弗莱（Greg Fry）所言，

“澳大利亚经常在地区组织中‘浇灭’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变化热情，包括在

200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凯恩斯峰会上动用否决权坚持澳新立场，而（太平洋）

岛国却无能为力。”[6] 因此，只有通过“借力”，太平洋岛国才能维护其在

气候议题上的立场。

在最关乎自身生存与切身利益的地区治理议题上受制于立场与己严重相

[1]　汪诗明：“开放的区域主义与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国际问题研究》

2019 年第 1期，第 54-74 页。

[2]　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地区机制与影响评估”，《国际关系研究》

2019年第 3期，第 79-106页；岳小颖：“南太平洋地区形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挑战与应对”，《国际论坛》2020 年第 2期，第 141-154 页。

[3]　代表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立场最为消极的一组发达国家。高小升：“伞形集团国家在

后京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评析”，《国际论坛》2010 年第 4期，第 24-31 页。

[4]　国际气候界非政府组织给它们评选出来的对气候谈判起阻碍作用国家“授予”的“奖

项”，旨在讽刺和抗议。

[5]　Aaron Atteridge and Nella Canales, “Climate Finance in the Pacific: An Overview of 
Flows to the Region’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March 2017, https://mediamanager.sei.org/documents/Publications/Climate/SEI-WP-2017-04-
Pacific-climate-finance-flows.pdf.（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6 日）

[6]　Greg Fry, Framing the Islands: Power and Diplomatic Agency in Pacific Regionalism, 
ANU Press, 2019, pp.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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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实力远超于己的域外或半域外国家，这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面临

的最大现实困难，也是其不得不寻求“借力”的原因。

二、“借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

太平洋岛国借助了全球治理、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外交政策三个方面的

权力资源，通过各种作用机制，为地区气候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全球气候治理

第一，太平洋岛国充分利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借势推进地区气候治理

议程。在全球治理时代，国际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1] 通过地区议程

设置对地区治理产生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的推进有利于太平洋岛国将气候变

化设置为地区优先议程。[2]

2015 年，全球气候治理围绕巴黎气候大会展开，带动了当年的太平洋

岛国地区气候议程。该年 7 月的卢森堡和巴黎部长级会议是为巴黎气候大会

做准备的重要谈判，构成重要时间节点——这也是太平洋岛国各个地区组织

集中磋商、发表与巴黎气候大会相关声明的背景。《巴黎协定》初步达到了

太平洋岛国的目的，尤其是将努力控制全球升温在 1.5℃以内的目标（简称

“1.5℃目标”）写入文本，提升了太平洋岛国进一步推进地区气候治理的信

心；协定中的诸多措辞模糊之处也促使太平洋岛国在会后继续推动全球与地

区气候治理向太平洋岛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2017 年 6 月，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在纽约召开，斐济担任联合主席国，

给太平洋岛国再次站上国际舞台推动全球关注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问题创造

了机会。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IDF）联合

[1]　议程设置是指将特定议题置于政治决策者注意力范围内的政治过程，参见 Jutta 
Joachim and Natalia Dalme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genda Setting,” in Nikolaos Zahariadis (e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genda Setting,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p. 369。对国际议程设

置的定义，参见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0 期，第 49-51 页。

[2]　 陈晓晨：“全球治理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国际论坛》2020年第 6期，

第 119-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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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2017 太平洋海洋年”活动，为此后“蓝色太平洋”理念的提出进行

了预热。

随着 2018—2019 年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一轮推进，气候议题再次获得了

关注。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恰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富纳富提峰会后不久

召开。根据议程，太平洋岛国论坛发布的宣言要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当

面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这使得富纳富提峰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第二，全球气候治理相关的新知识、新观念为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变化叙

事提供了合法性与话语权，促进了地区气候治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作为“认知共同体”发挥了显著作用，

是气候政策合法性的来源和气候议程设置的动力。[1] 根据巴黎气候大会决议，

2018 年 10 月，IPCC 发布了《关于全球升温 1.5℃的 IPCC 特别报告》（简称

“1.5℃报告”）。报告显示，要想控制全球升温在 1.5℃以内，2050 年必须

实现全球“碳中和”。这推进了“碳中和”观念的传播，尽快实现“碳中和”

愈发成为国际气候界对发达国家的期望，对迟迟不宣布这一目标的澳大利亚

构成巨大压力。[2]

进入 2019 年，IPCC 先后发布《关于变化气候中的海洋与冰冻圈的 IPCC

特别报告》（简称“海洋报告”）[3] 和《关于气候变化与土地的 IPCC 特别报

告》（简称“土地报告”），重点强调了“海洋-气候连结”（ocean-climate 

nexus）的重要性，将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打通。[4] 上述三份报告都与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受到了太平洋岛国的热烈响应，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组

织就“1.5℃问题”“海洋-气候连结”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权威性知识来源。

[1]　董亮、张海滨：“IPCC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一种基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8期，第 64-83 页。

[2]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of IPCC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C 
Approved by Governments, 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ary-for-policymakers-of-ipcc-
special-report-on-global-warming-of-1-5c-approved-by-governments/.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7

日）

[3]　IPCC, Special Report on Oceans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 -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https://www.ipcc.ch/srocc/chapter/summary-for-policymakers/.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7 日）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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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放大了太平洋岛国与深度介入该地区的西方国

家尤其是澳、新、美等国在气候立场上的矛盾。美国学者特伦斯·韦斯利 -

史密斯（Terrence Wesley-Smith）认为，在气候变化威胁已经明显存在的情

况下，地区治理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迫切关心的问题缺乏行动，使太平洋岛

国的挫折感不断积累，是导致太平洋岛国地区治理革新的重要动因。[1] 另一

方面，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影

响力。在 2017 年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的意见征集中，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

妮·劳森（Stephanie Lawson）写道，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

议题，澳大利亚在此问题上形象不佳，多次被“颁发化石奖”致其国际形象

受损，这削弱了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2]

（二）域外大国的地区间气候合作

域外大国或国家集团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地区间气候合作，有利于为太

平洋岛国提供更多政策选择，提高太平洋岛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博弈的议

价能力。

欧盟与太平洋岛国的地区间合作最具代表性。欧盟在气候谈判中整体上

持较为积极立场，与在气候谈判中持消极立场的澳、新、美等“伞形集团”

成员国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节点显性化。法国以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自居，而太平洋岛国是彰显法国全球气候治理的

绝佳地点。例如，2015年第四届法国 -大洋洲峰会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夕举办，

会议紧密围绕巴黎气候大会议程，讨论了气候变化与珊瑚礁保护、公共卫生、

海洋环保、生物多样性、灾害风险管理等一系列议题之间的联动。[3] 太平洋

岛国也回应欧方的支持，屡次在气候谈判的关键环节支持欧方，例如巴黎气

[1]　Terrence Wesley-Smith, “Pacific Uncertainties: Changing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Oceania,” in Yu Changsen (ed.), Regionalism in South Pacific,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18, p. 24.

[2]　Stephanie Lawson, Australia in the Pacific World, Submission to Australian 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February 2017, p. 3.

[3]　Embassy of France in Canberra, “Declaration of the Fourth France-Oceania Summit,” 
November 26, 2015, https://au.ambafrance.org/Declaration-of-the-Fourth-France-Oceania-Summit.
（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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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大会最后时刻太平洋岛国在欧盟的支持下出面组织“高雄心联盟”，在宣

传太平洋岛国主张的同时支持了欧方文本。[1] 这种谈判协作关系给太平洋岛

国带来了欧方的更大支持。2016 年，欧盟提出了“后巴黎时代”与太平洋岛

国气候合作的五大优先事项，包括防灾准备与复原力（resilience）、可再

生能源、绿色经济、自然资源可持续、陆海生物多样性，并为太平洋岛国制

定地区气候治理框架直接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2] 据此，2017 年 10 月，欧

盟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签署了一项 4500 万欧元的融资协议，支持太平洋岛国论

坛的气候与海洋治理。

日本对太平洋岛国外交以“环境外交”和“海洋外交”为重点，契合了

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切。特别是 2015 年第七届日本 -太平洋岛

国首脑峰会（PALM）发布了《福岛磐城宣言》，将气候变化与防灾列为最重

要的合作领域。日本还直接为太平洋岛国在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

方面的地区合作提供资金，增强了后者的地区治理能力。[3]

美国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出于在“亚太再平衡”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议

题上留下政治遗产的考虑，在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气候援助方面表现出一定的

积极性，例如宣布设立太平洋美国气候基金（PACF），承诺向《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绿色气候基金（GCF）注资 30 亿美元，并表

示这些资金将优先流向太平洋岛国。特朗普政府无视国际规则与道义，退出《巴

黎协定》，太平洋岛国对此强烈反对，多次在地区组织的会议中呼吁美国重

返《巴黎协定》。[4]

中国、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强了与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合作。中

[1]　关于“高雄心联盟”的成立、背景及作用，参见朱松丽、高翔：《从哥本哈根到巴黎：

国际气候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52-253 页。

[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A Renewed Partnership with the Countries of Africa, the Caribbean and the Pacific, Strasbourg, JOIN 
(2016) 52 final, 2016, pp. 21-23.

[3]　日本外务省：“第 7 回太平洋・島サミット（結果概要）”，2015 年 5 月 23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page4_00121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8 日）

[4]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Forty-ninth Pacific Islands Forum, Yaren, Nauru, September 
3-6, 2018: Forum Communiqué, PIFS (18)10, Yaren, Naur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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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通过搭建气候合作平台、推动政策沟通、开展务实

合作、提供气候援助，对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包

括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SG）等

地区组织提供援助。[1] 中国还直接支持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理念与倡议，

例如提出将中国的“蓝色伙伴关系”与太平洋岛国的“蓝色太平洋”对接，

支持太平洋岛国的“蓝碳”（blue carbon）计划等。[2] 在更大范围内，中国

“为岛国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有助于增强岛国自主发展的信心和能力，

也在客观上调动了其他各方（势力）发展同岛国关系的积极性”[3]。例如，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在地区气候治理中常以中国为“杠杆”向澳方施压。[4] 印

度于 2017 年 5 月在斐济举行了由 14 个太平洋岛国代表参会的“印度 - 太平

洋岛屿可持续发展会议”，与斐济政府关系密切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岛国发展

论坛是会议的联合承办方之一。[5] 印度还广泛支持了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一系列活动。印尼重点为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提供

了资助。[6]

[1]　关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合作，参见康晓：“多维视角下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

气候援助”，《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9 期，第 24-35 页；余姣：《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下中

国与南太平洋岛国气候治理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9 年，第 26-32 页。

[2]　“《平潭宣言》出炉！中国及岛屿国家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8 年 3月 28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bdzmg/ydylzbd/5122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18 日）

[3]　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页。

[4]　例如，斐济总理弗兰克 · 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在太平洋岛国论坛

富纳富提峰会上称“澳大利亚总理在图瓦卢（峰会上）的做法只会将岛国推向中国”，以

此压澳方在气候问题上让步。参见 Kate Lyons, “Fiji PM Accuses Scott Morrison of ‘Insulting’ 
and Alienating Pacific Leaders,” The Guardian, August 16,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
world/2019/aug/16/fiji-pm-frank-bainimarama-insulting-scott-morrison-rift-pacific-countries。（上网

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

[5]　India’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auguration of India-Pacific Islan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erence,” May 25, 2017,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8488/
Inauguration_of_IndiaPacific_Islands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Conference.（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

[6]　M. Syaprin Zahidi and Musfiroh, “The 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 in terms of 
Indonesia’s Interest,” Przegląd Politologiczny, Vol.23, No.2, 2018, pp.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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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middle power diplomacy）给太平洋岛

国与澳在地区气候治理问题上进行博弈提供了更大空间。

一方面，“中等强国外交”使得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在国际事务上予

以协作的需求上升。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中拥有 12 个席位，已成为多边外交

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同议题之间的议题交换（trade-off）

成为澳方寻求太平洋岛国支持的手段，也成为太平洋岛国有意识加以借用的

筹码。例如，澳大利亚积极寻求获得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 2015 年太

平洋岛国论坛莫尔兹比港峰会上，澳大利亚最终就气候议题上的措辞作出让

步，以换取太平洋岛国对澳方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支持。[1]

另一方面，“中等强国困境”（middle power dilemma）限制了澳大

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中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舒尔茨

（Jonathan Schultz）认为，澳大利亚是地区层次上的“超级大国”，但在

全球层次上是“弱者”，这使得澳大利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占据国际道义高

地的“弱者”策略与其对太平洋岛国采取单边行动的“强者”行为之间不一

致，从而陷入内在矛盾。[2] 舒尔茨忽视了太平洋岛国在其中的能动性：太平

洋岛国在地区气候治理中往往诉诸道义与规则，加剧了澳大利亚的两难困境

——若澳大利亚选择采用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说辞，则应当支持太平洋岛国基

于国际气候规则、制度与道义的诉求；若澳大利亚选择采取单边行动，则陷

入在全球事务上的说辞与在地区事务上的行动不一致的“双重标准”。在“中

等强国外交”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有时会为了保持道义高地而选择前者，尤

其是在全球气候政治的关键时间节点前后。例如，在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

峰会前，作为“太平洋升级”（Pacific Step-up）战略的一部分，澳大利亚

[1]　Nic Maclellan, “The Region in Review: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Events, 2015,”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Vol.28, No.2, 2016, pp.438-439.

[2]　乔纳森·舒尔茨用的是“中等强国复杂性”（middle power complexity）一词，参见

Jonathan Schultz, “Theorising Australia-Pacific Island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8, No.5, 2014, pp.562-563。笔者认为，“中等强国困境”更能体现国际道义与单

边行动之间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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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拨款 5 亿澳元用于帮助太平洋岛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和提

高防灾能力。[1]

三、太平洋岛国的能动性与“借力”的实施结果

太平洋岛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借力”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外部权力资

源影响，相反，其在“借力”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有意识地利用全

球治理、权力结构变化等有利外部条件，采取了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

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和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情境下成功转化

为地区气候治理的进展，使“借力”取得了成果。

（一）构建治理框架

太平洋岛国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为背景，以议题交换为重要谈判手段，

推动构建一套有利于太平洋岛国的地区气候治理框架。

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直欠缺一个整体的顶

层规划，这不利于太平洋岛国统筹各方面资源、对接域外援助提供方。2016年，

太平洋岛国论坛波纳佩峰会通过了《太平洋地区可复原性发展框架：应对气

候变化与灾害风险管理的整合方法》（简称《可复原性框架》，FRDP），作

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综合规划。德国经济合作公司（GIZ）

为《可复原性框架》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智力支持。《可复原性框架》提出了

三大目标（加强对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两个议题的整合；构建适应气候变化

的经济；强化防灾、应急和复原力），划分了气候治理的四类行为体（国家

和次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公民社会与社区、私营部门、地区组织与其他发

[1]　Kate Lyons, “Australia Removes Climate ‘Crisis’ from Pacific Islands Draft Declaration,” 
The Guardian, August 14,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ug/15/australia-removes-
coal-and-climate-crisis-references-from-pacific-islands-declaration; Chloé Farand, “Australia 
Seeks to Water down Climate Declaration at Pacific Summit,” August 13, 2019, https://www.
climatechangenews.com/2019/08/13/australia-seeks-water-climate-declaration-pacific-summit/. （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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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伙伴），并在三大目标之下列出了这四类行为体各自的优先行动。[1] 可以

看出，这套制度设计基本与欧盟提出的“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优先事项吻

合。[2] 将气候变化与灾害复原力相融合的设计符合太平洋岛国对防灾减灾的

迫切需求，也符合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相互融合的趋势。

2017 年，在联合国海洋大会等一系列全球与地区行动的预热下，太平洋

岛国论坛阿皮亚峰会通过了“蓝色太平洋”倡议。该倡议整合了气候变化、

渔业、可持续发展等太平洋岛国重点关注的议题，特别是将全球治理中的“海

洋 - 气候连结”概念引入太平洋岛国地区，将地区气候治理和地区海洋治理

整合起来。[3]

此外，太平洋岛国借助 IPCC“1.5℃报告”的影响，推动了地区组织讨

论并正式提出“地区气候安全”概念。2018 年 9 月，太平洋岛国论坛亚伦峰

会发布了《关于地区安全的博埃宣言》，强调了“扩展的安全概念”和“人

类安全”（human security）（均直接采用 IPCC“1.5℃报告”的提法），

将气候变化地区合作纳入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范畴，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对

该地区“唯一的最大威胁”。[4] 太平洋岛国方面还把澳方试图排在地区安全

威胁首位的“网络安全”降到了末位，而将“人类安全”排在首位。2019 年

8 月，太平洋岛国论坛富纳富提峰会通过了《博埃宣言行动计划》，正式提

出了“地区气候安全”概念，并将其列为地区安全合作六大战略焦点之首。

《博埃宣言行动计划》最重要的资金保障措施是建立了完全由太平洋岛国领

导的太平洋复原力基金（PRF）。在该基金正式注册为国际组织后，由萨摩亚

[1]　Pacific Community (SPC),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REP),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PIF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and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USP), Framework for Resilient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FRDP) 2017 - 2030, Suva, Fiji, 2016, pp.12-25.

[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A Renewed Partnership with the Countries of Africa, the Caribbean and the Pacific, pp.21-23.

[3]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Forty-eighth Pacific Islands Forum, Apia, Samoa, 
September 5-8, 2017: Forum Communiqué, PIFS (17)10, Apia, Samoa, 2017, pp.1-2. 当然，“蓝色

太平洋”不仅是地区治理理念，还是新的地区认同叙事与地区新安全观的表达，具有多重涵义。

[4]　Pacific Islands Forum, “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018, https://
www.forumsec.org/2018/09/05/boe-declaration-on-regional-security/.（上网时间：202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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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秘书处工作，从而由太平洋岛国直接掌握这部分国际气候资金的使用权，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太平洋岛国自主气候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1]

“蓝色太平洋”倡议、《可复原性框架》、《关于地区安全的博埃宣言》

和《博埃宣言行动计划》等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框架，

为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表达和实际行动提供了地区层次的制度基础。

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借助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展促进了上述目标的实现。

（二）利用机制竞争

机制竞争是近年来全球范围的趋势，调整现存制度内关系和新创建制度

是机制竞争的两种途径。[2] 体量较小的太平洋岛国可以借助全球气候治理与

域外大国政治的力量，以机制竞争策略实现自身利益。

传统上，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的决策中心，太平

洋共同体（SPC）提供技术支持，太平洋地区环境规划署（SPREP）负责地区

气候项目的规划与项目实施。不过，这三个地区组织中都有西方国家成员，

而且西方成员掌握财权，太平洋岛国的话语权受到限制。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一方面在已有地区组织中构建治理框架，另一方面

“另起炉灶”，建立了一系列由太平洋岛国自创的地区组织。这些组织包括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PSIDS）以及由非正式

机制升级为正式国际组织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等。这些新地区组织与太平

洋岛国论坛等传统地区组织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机制竞争，同时也开展机制间

合作。例如，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在争取国际支持上存在

竞争关系，前者由于拥有“第三世界身份”，用较短的时间就建立起比太平

洋岛国论坛更广的气候变化国际网络。[3] 这两个地区组织也在具体问题上开

展合作，比如联合开展了“太平洋海洋年”的宣传活动。[4] 这种竞合关系促

[1]　Pacific Islands Forum, “Boe Declaration Action Plan,” 2019, pp.9-25.
[2]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p.385-386. 
[3]　Ashlie Denée Denton, “Voices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 Analyzing Narrativ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etwork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43, 
2017, pp.62-71.

[4]　“The Blue Pacific at the United Nations Ocean Conference,” June 2017, https://www.
forumsec.org/blue-pacific-united-nations-ocean-conference/.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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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太平洋岛国在地区气候治理中的集体利益表达。[1]

全球气候治理深化和域外大国介入等外部力量变化是机制竞争策略得以

实施的先决条件。以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为例，全球气候治理尤其是“里约

+20”系列会议推动了“绿色发展”观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直接推动了太平

洋岛国发展论坛“绿色/蓝色发展”宗旨的形成。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CUN）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非政府组织作为技术伙伴支持了太平洋岛国发展

论坛的建立。中国、土耳其、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亚洲国家作为域外

发展伙伴为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提供了援助或其他支持。正是在这些域

外发展中国家和聚焦气候变化治理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完全由太平洋岛

国自创的、各方面资源都非常有限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一直活跃至今。[2]

同时，太平洋岛国发挥主动性，放大了“借力”的效应。作为完全由太

平洋岛国和岛屿领地组成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存在先天弱点，

缺乏经费保障、人力资源、机构组织经验等，在筹集气候资金和开展具体项

目上的能力有限。作为弥补，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非常注重通过发布政治宣

言与文件、制造概念、在地区内外开展宣传活动等手段，占据道义制高点，

引领地区议程设置。在此过程中，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弥

补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在经费、人员和组织能力上的不足，也有利于太平

洋岛国地区气候议程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此外，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

会议时间往往设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开会前一两周，有利于其通过发布宣言、

提出概念等方式提升某个话题的热度，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政治气氛施加影

响。[3]

（三）设置地区议程

太平洋岛国借助有利的全球治理与地缘政治环境，积极设置地区议程，

[1]　Sandra Tarte, “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Pacific Regional Politics,” The Round Table, 
Vol.106, No.2, 2017, pp.1-9.

[2]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

第105-111页；陈晓晨：“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成因、过程与影响”，《区

域与全球发展》2019 年第 4期，第 5-22 页。

[3]　Joanna Siekiera,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Emergence of the New Participant 
in the Pacific Regionalism,” Studia Iuridica Lublinensia, Vol.28, No.3, 2019, pp.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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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地区气候治理。

2015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莫尔兹比港峰会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地区气候议

程设置的典型案例。峰会正值巴黎气候大会前，其他地区组织纷纷发布关于

气候变化的宣言，[1] 各方也在会场内外争相发表声明，使得气候变化成为这

次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特别是峰会前夕，第三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领导

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苏瓦宣言》，设置了“1.5℃目标”、停止新

建煤矿等议程，广泛制造了舆论。[2]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莫尔兹比港峰会上，

太平洋岛国坚持将“1.5℃目标”和“停止新建煤矿”等措辞写入会议公报。

有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会议第一天就提出：“澳大利亚如果不接受太平洋岛

国论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坚定立场，就应该考虑离开这个地区组织。”[3]

通过“闭门交流休息”长达9个小时的激烈交锋，最后会议公报承认了“1.5℃

目标”的存在（尽管使用了模糊措辞），这对太平洋岛国来说已经是一个“妥

协后的胜利”。[4]

此外，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还抛出了制定气候条约的议程，于 2016 年

委托南太平洋大学（USP）起草了《太平洋气候条约》草案，旨在对《巴黎协定》

加以落实，特别是试图强化协定中较为模糊措辞的法律约束力，显示出太平

洋岛国在巴黎气候大会后进一步将气候问题法律化的意图。条约草案最大的

亮点之一是首次提出彻底禁止在缔约国领土上新建煤矿或化石能源矿产项目，

[1]　包括波利尼西亚领导人集团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塔普塔普阿特阿宣言》、太平洋地

区环境规划署的《关于为可复原的天气和气候可持续服务的努库阿洛法部长级宣言》、更小

岛屿国家集团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莫尔兹比港宣言》等。

[2]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Suva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Suva, Fiji, 
September 2-4, 2015.

[3]　“Pacific Islands Forum Leader Warns Australia on Climate Stance,”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8, 20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australianz/pacific-islands-forum-leader-warns-
australia-on-climate-stance; Koro Vaka’uta, “Climate Change Tension at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ptember 10, 2015, https://www.rnz.co.nz/audio/player?audio_id=201770059.（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

[4]　Michael Gordon, “Pacific Island Leaders Agree to Disagree on Climate Change,” Sydney 
Morning Herald, September 11, 2015,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pacific-island-leaders-
agree-to-disagree-on-climate-change-20150910-gjjzmb.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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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被国际媒体报道为“全球首份禁止新建煤矿的国际条约”。[1] 条约草案

还首次尝试以法律形式提出岛屿国家的“永久主权”问题——即使将来气候

变化、海平面上升使得岛国的某些乃至全部领土丧失，这些岛国仍然具有国

际法意义上的永久主权。这既有前瞻性，也有现实性。尽管《太平洋气候条约》

并没有真正生效，但起到了道义引领和舆论塑造的作用。[2]

2019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富纳富提峰会召开两周前，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

召开了第五届领导人会议，“气候变化危机”（climate change crisis）成

为会上讨论的焦点，会后通过的《楠迪湾宣言》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对富

纳富提峰会产生了影响。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召开在即的背景下，太平洋

岛国领导人要求在富纳富提峰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气候变化危机”。

澳大利亚反对使用“危机”这种强烈措辞，主张改用较为温和的“气候变化

现实”（climate change reality）表述，试图用一词之差将一个有可能推

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概念改为普通的叙述。在“闭门交流休息”中，太平洋

岛国领导人坚持使用“气候变化危机”一词，并以欧盟和中国作为“杠杆”

联合向澳方施压，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会场

陷入孤立。[3] 最后，会议公报正文使用了“气候危机”一词，作为附件的《为

当前紧急气候变化行动的卡伊纳基宣言》首次完整明确地提出“我们正处

在气候变化危机中”。此外，会议公报还根据 IPCC“1.5℃报告”明确提出

2050 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所有成员（主要针

对澳大利亚）“迅速消除无效率的化石能源补贴”[4]——而澳方原本的立场

[1]　Michael Slezak, “Pacific   Islands Nations Consider World’s First Treaty to Ban Fossil 
Fuels,” The Guardian, July 14,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14/pacific-islands-
nations-consider-worlds-first-treaty-to-ban-fossil-fuels.（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9 日）

[2]　Margaretha Wewerinke,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Regionally: The Case for a Pacific 
Climate Treaty,” 2016,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3/07/Pacific-Climate-Treaty.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9 日）

[3]　Kate Lyons, “Revealed: ‘Fierce’ Pacific Forum Meeting almost Collapsed over Climate 
Crisis,” The Guardian, August 16,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aug/16/
revealed-fierce-pacific-forum-meeting-almost-collapsed-over-climate-crisis.（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7 日）

[4]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Fiftieth Pacific Islands Forum, Funafuti, Tuvalu, August 
13-16, 2019: Forum Communiqué, PIFS (19)14, Funafuti, Tuvalu, 2019, p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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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确认“1.5℃报告”的存在，删去有关“碳中和”和化石能源补贴的表述。[1]

尽管作为交换，太平洋岛国在关乎澳大利亚重要经济利益的煤炭产业发展等

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但这次峰会仍然被认为是太平洋岛国在地区气候治理

中的一次成功实践。[2]

四、“借力”的制约因素

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的特点突出：第一，重在提供规则、框架、议

程等“软性的”地区公共产品；第二，首要任务是在本地区组织中获得主导

权和话语权；第三，依赖外部支持。这些特点也意味着这种地区治理方式具

有相当的脆弱性和局限性，特别是当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时，太平洋岛国自身

实力上的弱点容易显现，“借力”可能受到制约。

第一，全球治理的重点可能偏离气候变化，从而影响地区议程设置。新

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全球治理的重点转向公共卫生领域，气候治理

面临“边缘化”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防止疫情扩散和疫情下的社会保障等

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治理的焦点。相比之下，气候议题对太平洋岛国的紧迫

性相对下降，难以获得像 2019 年以前那样的关注度。[3] 如前所述，太平洋岛

国“借力”推进地区气候治理有赖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的关注度及对地区议

程的设置作用。在气候议题受关注度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太平洋岛国地区气

候治理难以获得与疫情前一样的国际支持。

第二，域外西方国家可能进一步加强与澳新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政治上的

[1]　Chloé Farand, “Australia Seeks to Water down Climate Declaration at Pacific Summit”.
[2]　瓦努阿图外交部长拉尔夫·雷根瓦努（Ralph Regenvanu）会后表示，“大部分我

们要求的关键措辞被写进去了，而这些措辞此前从来没有被写进（公报）过”。参见 Nic 
Maclellan, “Forum Marathon Reveals Tensions over Climate Policy,” Islands Business, August 16, 
2019, https://www.islandsbusiness.com/2017/itemlist/tag/Forum%20communique.html。时任太平

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梅格·泰勒将会议公报形容为“太平洋岛国论坛有史以来在气候问题上最

强烈的宣言”，参见 Meg Taylor, “Pacific Leaders Set New Bar by Collectively Declaring Climate 
Crisis,” September 28, 2019,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9/08/28/pacific-leaders-set-
new-bar-collectively-declaring-climate-crisis/。（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3 日）

[3]　Joanne Wallis and Henrietta McNeill, “The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for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ound Table, Vol.110, No.2, 2021, pp.2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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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从而缩小太平洋岛国的政策选择。尤其是美、日、澳、新等对气候变

化应对持消极立场的西方国家将太平洋岛国地区纳入“印太战略”，并推进

该战略的多边化，而对气候变化应对持积极立场的英法等国在战略上向美、

日、澳、新等国靠拢。域外西方国家有可能对太平洋岛国与域外国家合作的

准入门槛进行限制，干扰阻碍太平洋岛国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澳大利亚更

是单方面宣布将终止与中国联合开展的涉及南太平洋的气候科研合作项目。[1]

这些因素可能造成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失衡，从而削弱太平洋岛国利

用域外大国地区间气候合作的议价能力和在地区气候治理上的话语权。[2]

第三，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重新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控制。澳大利亚

与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矛盾，并不能抵消后者对前者的巨大依赖。

太平洋岛国在应对疫情特别是在防疫物资供应等事宜上对澳大利亚的依赖度

上升，使得澳大利亚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这可能削弱太平洋岛国在

地区气候治理中的议价能力。2021 年 2 月，围绕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换届

选举的分歧导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 5 个国家宣布启动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

的程序，给这个地区组织落实诸多气候治理方案的行动能力带来了较大不确

定性。[3]

第四，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缺乏“硬性”的地区公共产品，特别是

缺乏自有资金支持。太平洋岛国虽然长于提倡议、设议程、造舆论，但缺乏

落实执行所需的资源与能力，特别是落实执行所需的资金仍主要依赖外部援

助。《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建立了完全由太平洋岛国领导的太平洋复原力基金，

但其筹备过程受到了疫情及次生问题的影响，2021 年 5 月才对外发布募资说

[1]　Peter Hannam, “‘Utter Nonsense’: CSIRO Blasted for Dropping Chinese Climate Partner,”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ne 17, 2021, https://www.smh.com.au/environment/climate-change/
utter-nonsense-csiro-blasted-for-dropping-chinese-climate-partner-20210616-p581ix.html.（上网时

间：2021 年 6 月 17 日）

[2]　Steven McGann, “How the US Can Build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how-the-us-can-build-cooperation-in-the-pacific/; Eerishika Pankaj, 
“Australia’s Pacific Step-up and the Quad,” January 19, 2021,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
interpreter/australia-s-pacific-step-and-quad.（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3]　Anne-Marie Schleich, “End of Pacific Regionalism?,” March 1, 2021, https://www.rsis.
edu.sg/rsis-publication/rsis/end-of-pacific-regionalism/#.YIQWtL5SGUk.（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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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作为该基金向全球募资的第一步。[1] 人力资源、技术与管理上的欠缺，

也可能使太平洋岛国在地区层次上精心构建的气候治理框架难以落到实际层

面上，不能有效转化为具体项目。

五、结 语

对地区治理的已有研究往往聚焦地区大国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构建地

区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对小国推动地区治理重视不够。但是，本文的案例说明，

通过借助全球治理、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自身外交政策三个方面的权力资源，

采取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和举措，太平洋岛

国推动了地区气候治理。虽然太平洋岛国的“借力”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

此研究仍然证明了联合起来的小国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可以在提供地区公共

产品上有所作为，乃至与地区霸权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博弈，对进一步研究小

国的地区主义具有案例价值。

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发展合作伙伴。面对太平洋岛国在推进地区气

候治理问题上的“借力”，中国应顺势而为，与太平洋岛国构建的地区气候

治理框架寻求战略对接，继续支持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美拉尼西亚先锋集

团等新地区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继续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等渠道

阐述中方在中太气候合作上的立场和举措，有针对性地支持太平洋复原力基

金，加强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弥补其在人力资源、技术与管

理上的短板，并有意识地加强对中太气候合作成果的宣传工作。这对后疫情

时代与太平洋岛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完稿日期：2021-7-2】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Dame Meg Taylor, “Pacific Resilience Facility Prospectus, Logo Launch a ‘Necessary 
Stepping Stone’ towards Global Pledging Event, Says SG Taylor,” May 12, 2021, https://www.
forumsec.org/2021/05/12/pacific-resilience-facility-prospectus-logo-launch-a-necessary-stepping-
stone-towards-global-pledging-event-says-sg-taylor/.（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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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asp of People-Centered Stan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YU Jiang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lways puts people at 
the center, highlighting the path we have taken and looking into the road ahead. Facing 
the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contributes China’s wisdom and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s of our times–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world?” “What shall we do about it?”–in pursuing people-centered 
stance. As China enters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must grasp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nd firmly stand with the people in advancing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Japa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ew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MENG Xiaoxu

Yoshihide Suga’s administration follows and develops “Abe’s route”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ch focuse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upgrades 
the “guiding security alliance” of Japan, the US, India, and Australia. The Suga 
administration has deepened a multilateral security system, emphasized economic 
security, and strengthene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 chain. It also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oppo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n version of NATO” to using multilateral 
containment to encircle China. The adjustments of Sug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e driven by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Indo-Pacific power 
structure, the US Biden administration’s deepening policy adjustments to its allies und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post-war security 
strategy and catering to domestic political needs.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Suga’s administration has defects in both capability and framework, and the 
security concept behind it is also backward, so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extensive support 
from regional countries. Meanwhile, its complex influences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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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Policies in the EU and US: Divergences and Cooperation 
Prospects 
DONG Yifan & SUN Chenghao

As the most important actors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US significantly impact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ies. Si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S has been unprecedentedly positive on climate policy. The EU 
and US tend to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on climate policies, adding momentum in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However, the two sides have long ha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interest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principles, leading to their divergence of approaches, goals, 
determination, and willingness in climate governance. It will limit their cooperation 
and add uncertainties in policy coordina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seek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while properly addressing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of Borrowing Power and Climate Governa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HEN Xiaochen 

The Pacific Island region is among the regions most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in the world. With a lack of strength and the serious disagreement with regional 
hegemony on climate issues,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and Australia’s rising diplomatic demand 
in the region under it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to create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ir climate governance. In this process, these countries have built the 
governance system, competition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agendas to successfully 
translate external resources into tangible outcomes, thus contributing to reg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However, the process may be constrained by the shift of focus 
away from climate change,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o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Australia’s control over the Pacific Island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徐步院长会见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

6 月 9 日，徐步院长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会见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就中

古关系及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交流。徐步院长表示，中古建交 60 多年来，两国友

好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愿加强同古巴智库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举办专题研讨会

6 月 22 日，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加强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专题研讨会。研究中心主任、国研院院长徐步出席并

作主旨发言，来自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国研院等机构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退休高级

外交官参加研讨。



 “拜登政府全球战略及对华政策”

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7 月 10 日，我院举办“拜登政府全球战略及对华政策”研讨会，徐步院长

主持会议。秦亚青、唐永胜、陶坚、吴士存、吴心伯、阎学通、杨洁勉、袁鹏、

张宇燕和朱锋等知名学者与会。研讨会就拜登政府内外政策走向及中美俄、中美

欧等大国关系演变展开深入探讨。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年：回眸与前瞻”

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6月 24日，“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年：回眸与前瞻”国际研讨会在沪隆重举行。

此次会议得到外交部支持，由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联合主办，上海政法学院、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

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承办。外交部、商务部、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成员国驻

华使馆、上合组织成员国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近 200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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