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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两个大局”的理论逻辑与外交指导意义

深刻理解“两个大局”的理论逻辑与

外交指导意义

 刘  卿  刘  畅

〔提   要〕 习近平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是对当今国内国际

大势的科学判断。“两个大局”以恢弘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勾

勒了历史交汇期独特的国际图景，蕴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和方法论，体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宏阔的战略视野和深邃的战略思维。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大局”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精准定位中国发

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与世界坐标，为研判国际形势、把准潮流方向、保持

战略定力，有效应对各种复杂的风险与挑战、做好各项外交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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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

本出发点。”[1] 之所以强调大局，是因为大局是根本、是方向、是关乎全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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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习近平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是对当今国内国际大势的科

学判断，体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辩证思维能力，是新时代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谋划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对外工

作胸怀“两个大局”，要求我们从大历史大战略层面深入理解“两个大局”

的深刻内涵及相互关系，并以其为指导积极推进工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

一、“两个大局”蕴含深刻内涵

习近平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立足于宏阔的时空背景，反映了

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规律的战略智慧，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时代

内涵。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进程大趋势。所谓伟大复兴 , 就

是要恢复中华民族以前的辉煌，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引领人类文明进

步潮流。中华民族曾创造辉煌文明，在一定历史时期走在同时期人类文明发

展前列。从 1700 年至 18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但排名世界第

一，占世界的比重也由 22.3％增长到 32.9％，创造有统计记录以来单一经济

体占世界 GDP 总量的最大比重。[1]18 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开

始落伍了。此后 200 多年，世界由不断扩张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国际

秩序被“丛林法则”支配。自 1840 年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

门，迫使中国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即便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仍在巴黎和会上被

侵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

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

的成立，一洗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屈辱。中国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还找

[1]　[英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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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道路，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和

国际秩序走向。时至今日，中国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精神屹立在世界东方。

今天的中国 GDP 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30% 以

上。可以说，世界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世界也因中国而改变。中国正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在国

际舞台上正在开启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主

要新兴经济体创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中国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发展

进程的大国，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广受世界欢迎。今天的中华民族越来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现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是全局性的战略方

向和目标。这一战略全局是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的主线，贯穿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总任务，立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之中，运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1] 无论是经济建设、文

化建设、国防现代化，还是对外交往，各方面工作都要致力于、服务于这个

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的梦想，而是全

体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各党派、社会团体、企事业

组织，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自觉服务这个大局。中国梦

的实现，不是成就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而是造福全体人民。中国梦是国

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2]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

的国家，这一战略态势正在形成和不断推进。

[1]　颜晓峰：“胸怀‘两个大局’的高远战略思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光明日报》2019 年 7 月 29 日，第 5版。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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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一种整体性的战略思维。“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 所谓战略全局，就是要从整体

和全过程出发考虑谋划实现远大目标，强调用系统科学方法来把握战略系统

在空间上的广延性、时间上的延续性，使社会系统诸因素得到合理配置、有

效安排和协调发展。习近平强调 ,“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在已步入关键历史阶段，“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3]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谓大变局？指的是事物的变化力度前所未有，立破并举，涤旧生新，

影响是全体系、全方位、深层次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一百年来、五四运动一百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发

生的历史性、革命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

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4]

这一变局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战略全局和外部环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客观发展的现实。大变局涉及多个领域，但从

对国际体系变革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来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

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历史性演变。习近平指出，“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

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5]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加快重构，传统发达国家呈

[1]　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古籍网，http://www.bookinlife.net/book-51400-
viewpic.html#page=71。（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7 日）

[2]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7 日，第 1版。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 5期，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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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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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7 年 12 月 29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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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颓势，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 ,2020 年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42.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为 57.5%。[1] 与此同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按购买力平价衡量，2019

年亚洲 GDP 全球占比为 34%，而美国与欧盟合计占比为 31%，“亚洲世纪”真

正开始迎来转折点。[2] 自 16 世纪起，西方开始赶超东方并领先全球，而现在

东方正在赶超西方、领跑全球，此乃五百年来之“大变局”。[3] 第二，全球

治理正在发生体系性变革。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世界整体

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经济全球化也衍生系列问题，发展鸿沟日益突出，恐

怖主义、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局部冲突时有发生，

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习近平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

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4] 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

对日益加剧的全球问题，西方七国集团（G7）影响力逐渐式微，而体现“南

北共治”的二十国集团（G20）影响力与日俱增。新兴经济体在联合国、G20

等多边框架下影响力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区域一体化中加强内部治理，

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

增强。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治理的对象变为全球治理的主体，这一变化是近代

以来全球治理中最具革命性、历史性的变化。[5] 世界主要大国以重塑国际规

则为手段，抢抓全球治理主导权，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第三，世界科

技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以人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naging Divergent 
Recoveries,”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1/April/English/
text.ashx.（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2]　庞无忌：“世界大变局期待更多亚洲共识”，人民网，2021 年 4 月 16 日，http://
finance.people.com.cn/GB/n1/2021/0416/c1004-32080283.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3]　陈向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求是网，2019 年 8 月 23 日，

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9-08/23/c_1124913320.htm。（上网时间：2021年9月7日）

[4]　“习近平在德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网，2017 年

7 月 5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05/c40531-2938329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5]　沈传亮：“如何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民网，2021 年 5 月 25 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525/c436975-32112281.html。（上网时间：202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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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量子信息以及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呈现多点突破态势，正

在形成多技术群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链式变革。前沿性、颠覆性高新科技

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呈几何级数增长，也引发生产关

系大变革。抢抓科技革命优势成为各国竞争核心，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

球经济结构的重塑变得更加突出。[1]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

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新的机遇。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国家间权力结

构变化，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

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地位显著上升，中小国家对世界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变革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

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新契机。全球治理变革进程重构国际秩序，

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制度提供了新的机遇。发展中国家不仅参与 G20

等制度体系设计，还适时提出国际合作倡议，催生新的制度安排。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亚投行等相继成立，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崛起，极大提升

了非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多边秩序的重构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新型多边平台和治理秩

序提供了范例。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分工和生产关系，为

后发国家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抓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中的作用

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范式转变，生动证明现代化不仅仅只有西方

[1]　陈怡：“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科技创新”，《上海科技报》2020 年 11
月 27 日，第 4版。

[2]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讲话”，
《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29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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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历史机遇，中国科技创新正在实现从“跟跑”

到“并行和领跑”的根本转变，在人工智能、5G 等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为中国奋力迈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新的挑战。一是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触及诸

多结构性、体系性问题，旧矛盾重新浮现，新矛盾不断增多，国际社会失序、

局部混乱愈发明显，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上升。世界主要战略力量政策取向普

遍呈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竞争面明显上升。[1] 逆全球化泛起，西方

国家倾向于将国内矛盾转移为地域矛盾，促发局部战争风险升高。二是中国

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变量，容易成为西方内政外交失败的“甩锅”对象。

西方从自身历史经验中强调“国强必霸”，不相信可以与正在崛起的非西方

国家和平共存、互利共赢。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继续鼓噪形形色色

的“中国威胁论”，升级对华施压。随着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双

方利益协调难度会持续上升，两国体制层面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美国继续

以关税手段迫使中国全面让步，不断挑衅，试图挑起矛盾，搅乱和阻挠中国

的发展。[2] 三是新科技革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源泉，也

给世界带来不可预知风险。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赛

场，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主要科技大国围绕前沿技术和

规范标准制定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某些科技领域中国还面临“卡脖子”问题，

产业链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技术封锁与反封锁，正在深层次影响未来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的走向。

二、“两个大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

“两个大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

[1]　高祖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学习时报》2019 年 1月 21 日，

第 1版。

[2]　王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12 月 17 日，第 8版。



8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5 期

对当前国情世情作出的全局性重大战略判断，是在深刻把握国内国际经济社

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融合交汇，充满了辩证思维，蕴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1]

（一）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它规定了事

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是第一位的；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有时

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它是第二位的，外因的作用无论

多大，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中国发展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影响伟大复兴

的外在因素。“两个大局”是在同一时空下进行的两大趋势，必然会形成历

史性交汇，相互激荡、彼此影响。内外因素变化叠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状态

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构成中国与世界交互影响的全新局势。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这种复杂的局势，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2]

胸怀“两个大局”，首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最重要

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3]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各种问题与挑战将呈现新形式、新特

点。新形势向我们提出新要求，需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这体现

了奋斗目标、前进动力、根本保证、实践方向的高度统一，指明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路径。[4]

[1]　户晓坤：“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当今时代的两个大局”，《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年第 3期，第 4-11 页。

[2]　“‘两个大局’：信心、机遇、挑战”，《北京日报》2020 年 1月 13 日，第 17 版。

[3]　“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

[4]　陶文昭、温祖俊：“辩证把握‘胸怀两个大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9
月 24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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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国内大局，但它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大环境下形成和展开的。推进这一战略全局，必须放在世界大变局的

背景下来筹划。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流，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同时，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依然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

的准备。[1] 一方面，要善于抓住和运用好世界大变局中带来的机遇，进一步

深化改革开放，将外部有利因素转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力；另一方面，

要时刻警惕外部环境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风险，妥善应对，及时化解

前进中的阻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

大变局的关键变量。[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在表现就是综合实力日益增强，

进而加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构，为世界经济发展、国际格局演变乃至国

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动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为显著的变

化就是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势发展

的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与人类的整体进步具

有本质的关联。[3] 中国需要顺势明势，谋势造势，借势用势，使之朝着更加

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变。

（二）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相统一

“两个大局”体现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习近平深刻指出，“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

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4] 任何事物的发

[1]　颜晓峰：“胸怀‘两个大局’的高远战略思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2]　“统筹两个大局 办好自己的事——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经

济日报》2020 年 10 月 31 日。

[3]　户晓坤：“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当今时代的两个大局——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

晓明教授”。

[4]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

讲”，《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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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向前进，是一切

新事物发展的途径。因此，对于新事物发展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对未来

充满信心；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勇

敢地面对挫折与考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国

梦的历史进程，进入到最为接近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阶段，这个伟大的实践

正在构成一种战略态势、战略局面。这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光明前景的深刻把

握，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百年来世界政治、

经济、科技等领域发生历史性革命性变化的大变局，充满矛盾与斗争。这是

对中国发展曲折道路的深刻把握，体现了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

胸怀“两个大局”就要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看问题，既要深谋远

虑又要居安思危，在应对世界变局中作好战略判断、战略谋划。当前，国内

形势深刻变化，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质基础雄厚，发展韧性强劲。

国际上，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历史潮流，得到大多数国家拥护。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为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更加光明

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坎，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多。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形势复杂，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某些领域的斗争依然严酷，个别国家

和政治势力损害中国发展和安全利益的图谋依然存在。中国需要增强忧患意

识，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要坚持

底线思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三）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相结合

“两个大局”坚持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

问题导向就是强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突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真正的批评要分析的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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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1] 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然后切中

矛盾的要害，抓住化解矛盾的着力点，找到解决矛盾的突破口。[2] 目标导向

就是强调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重在确定方向、明确目的、描述愿景，树立

远大理想，增强信念和信心。目标导向要解决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问题

导向要解决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

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最佳效果。[3] 习近平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相统一”[4]，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

办法。“两个大局”的论述同样体现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思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一切工

作要致力于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围绕和服务于这个战略全局，体现了鲜明的

目标导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是由一个个符合发展实际、

顺应人民期待的阶段性目标所组成。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是因为制定了符合国情的阶段

性目标，通过具体的政策行动逐个落实、梯次推进。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

党的十九大勾画了“两个时期”“两个阶段”现代化建设发展蓝图，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5]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了当今时代形势的新特点、新矛盾、新挑战，

这是对我国现实坐标的精准定位，中国需要面对这一变局，努力去化解这些

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6]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过

程中必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善于把握大势，找准问题的源头和规律。当前，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89 页。

[2]　特约评论员：“谈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学习时报》2019 年 12

月 25 日，第 1版。

[3]　李抒望：“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社科纵横》2019 年第 5 期，第

13-17 页。

[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 12月19日，

第 2版。

[5]　特约评论员：“谈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6]　黎滢：“辩证理解和把握两个大局”，《江西日报》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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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要坚持问题导向，

切实做好工作预案，随时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胸怀“两个大局”要做到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既要牢牢把

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又要时刻防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

来的挑战，有效应对各类风险，不断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奋进。

三、立足“两个大局”全方位推进对外工作

习近平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既是重大战略判断，也是指导对

外工作的方法论。这就要求对外工作坚持立足国内与放眼世界相统筹，既从

中国发展的新特点、新任务、新挑战的实际情况出发，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又要具有全球视野，明察当今国际形势新变化、新特征，正

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观大势、谋大事，提出许多重大

对外战略思想，推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措施 ,展示了中国外交新气象。

（一）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面对国内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中国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方面，大力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

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全方

位的开放新格局。

中国通过扩大开放不断构筑“两个大局”的经济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背景下，中国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暂时遇阻而放弃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而是更多的与各国各方面一起继续挖掘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中国进一步

完善营商环境，颁布实施了《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

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1]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

[1]　宋微：“读解《外商投资法》的四个角度”，人民网，2019 年 3 月 16 日，http://
finance.people.com.cn/n1/2019/0316/c1004-30978976.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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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举动，得到了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个市场主体的广泛认同，取得了较

高的满意度。[1] 在“自身硬”的坚实保障之下，中国有更大的底气不断夯实

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更大

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中国以自

身的开放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与亚太地区其他 14 个国家共同签订《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突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位。“一带一路”

倡议大幅提升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国开放空间从沿海、

沿江向内陆、沿边不断延伸，构筑起方位更加平衡、领域更加宽广、时空更

加开放、内外联动更加紧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2]“一带一路”实现了东西

两大方位、陆海两大区域、内外两大市场的有效统筹，拓展中国在亚非欧三

大洲、印太两大洋乃至全球范围的发展空间。[3] 中国积极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沿线国家落实，以共建健康、绿色、数字丝绸之路为

新契机，打造更为精细的“一带一路”合作。“一带一路”为国际贸易和投

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概括了中国外交今后努力的总目标，两

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则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破旧立新，走

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其核心内涵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应有之义。“相互尊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前提，

[1]　“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
www.gov.cn/xinwen/2019-11/26/content_545561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2]　罗建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人民网，2017年11月1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01/c40531-29619970.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9月 7日）

[3]　“新时代中国外交呈现内外联动大格局”，海外网，2019 年 1 月 15 日，http://
opinion.haiwainet.cn/n/2019/0115/c353596-31480033.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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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关系稳定性的来源，是国际伦理道德的核心要义，强调坚持国家不分

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摈弃传

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家内政。

“公平正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国际关系合法性的来源，强调捍卫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准则，共同协商，推动制

定平衡反映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国际规则。“合作共赢”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目标，

是国际关系义利并蓄的来源，强调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

输我赢、你失我得、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1]

中国不仅在理念上倡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且努力将其付诸实践,

推动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成就。一是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周边关系。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

中国周边外交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使自身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亲力亲为，优先安排周边访问，通过元首外交，不断

提升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中国不断深化与地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 创新区

域合作机制。通过举行亚洲文明对话等方式，不断夯实民意关系基础。

二是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大

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3]中俄坚持以“不

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宗旨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

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

目标，赋予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习近

平明确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的重大倡议，不断开

创中欧合作新局面。

三是积极与发展中国家探索构建新型关系。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始终

[1]　阮宗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 赢得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

第 2期，第 16-30 页。

[2]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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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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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习近平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

要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1] 近年来，

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阿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

的战略合作关系，中拉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

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五位一体

新格局。

四是积极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习近平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

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

的是更具包容性、更加以人为本的真正多边主义，反对“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将单边主义和小圈子对抗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之上。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气候变化治理、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切实承担国际

责任与义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最终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

全人类利益和价值具有共通性，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联，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牢牢把握自身

发展进步的命运同时，也将为人类进步的共同命运作出更大贡献。[3]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持久和平”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各国都要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完善和平机制和手段，

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普遍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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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17 页。

[2]　“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2012 年 12 月 6 日，第 1版。

[3]　王毅：“立志民族伟大复兴 胸怀人类前途命运”，《求是》2021 年第 14 期，第

32-37 页。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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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障，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繁荣”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

协调，实现联动增长，追求共赢。“开放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品格，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清洁美丽”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身关怀,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倡导绿色、

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中国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绩斐然。首先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

共同体。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郑重提出“携手建设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东盟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亚太

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

动例证。无论是共建自贸区合作、应对金融危机，还是抗疫合作，均体现了“荣

辱与共”的共识。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建立命运共同体，

努力推动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如积极推动中非、中拉和

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新型南南合作典范。[1]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

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 在气候治理方面，中国

积极促成巴黎大会达成历史性的《巴黎协定》，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基

加利修正案。在网络治理方面，呼吁“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

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3] 发起《全球

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数字安全国际规则提供一个蓝本。在应对传染病方面，

在自身做好新冠疫情防控的同时，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人道

[1]　葛传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愿景到现实的伟大实践”，《学习时报》2019

年 8 月 23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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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11 日，第 3版。

[3]　习近平：“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建立多边、民主、透明

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20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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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援助，积极参与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呼吁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

四、结语

“两个大局”浸润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有力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描绘

了人类前途命运的光明图景，改变了西方五百年来强权称霸的国际秩序基本

逻辑，塑造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将会在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期内促推中国发展和国际秩序变动。

“两个大局”是理解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立足点，辩证提炼了当代中

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深刻剖析了中国在国内国际环境共

同影响下的前进路径。“两个大局”既对客观世界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也推

动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科学指南。历史的车轮滚

滚向前，中国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解

答时代之问，以天下情怀为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外交胸怀“两

个大局”，常思“国之大者”，拼搏有为，善作善成，积极践行习近平外交

思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完稿日期：2021-9-10】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刘卿：“共赢共享，以天下情怀解答时代之问”，《光明日报》2021 年 1月 21 日，

第 12 版。



18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5 期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探析

    赵可金

〔提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助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确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拓

展全球发展格局、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战略布局，增强党对对外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顶层设计、战略运筹和底线思维，确立了清晰的中

国国际战略框架。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并非争夺全球霸权，而是在追求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系列国际战略思考，对于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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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对

外工作砥砺前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1]

[1]　闻言：“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

2020 年 1 月 6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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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战略性思考。[1] 这一战略思考的基

本精神是把中国定位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大国，但采取与已有大国不同的战

略路径，强调在办好中国大事、世界大事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

国外交之路。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并非是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也不是致力

于拓展地缘政治经济空间，而是在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全球发展格局，推动全

球治理变革，所有这些战略措施的背后都围绕一个目标，那就是不仅要让中

国人民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要追求天下大同。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

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对于推进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判断环境  明确战略目标

科学判断战略环境，是正确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

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内发展态势，尤其是本

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外交工作，心怀“国之大者”，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明确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核

心问题，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一）明确战略问题，统筹两个大局

从国际大局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站在

世界历史的高度对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战略

判断的依据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

[1]　闻言：“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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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力量对比，推动了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的

深刻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1]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巨大冲击。对此，

很多人判断会出现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甚至会回到“新冷战”。[2] 习近平对

此作出了明确回答，“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

而不是逆转了大变局。[3]“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

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

博弈的老框框内。”[4]

大变局的基本特征是乱变交织，整个世界都面临着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当今世界的新现实。对中国而言，外部战略最大的不

确定性因素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随着中美实力日益接近，两国竞争日趋激烈，

关于两国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也越发激烈。[5]两国在经贸、高科技、

台湾、涉港、涉疆、南海、人权、网络等一系列领域中的摩擦和争端不断叠

加升级，迅速向双边关系的众多领域乃至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扩散。以所谓“民

主国家联盟”（D-10）、“民主技术联盟”（T-12）、西方七国集团（G7）

等面目出现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小集团”甚嚣尘上。中美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

导致经济社会领域风险不断累积，中国必须在战略上做好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的充分准备。

从国内大局上看，中国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进入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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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42 页。

[2]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
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2 日）

[3]　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13 日，第 2版。

[4]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 3月 24日，

第 2版。

[5]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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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适应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在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中，日益进入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高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隐患

和复杂矛盾因素叠加集聚，甚至集中释放，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危及党的执

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习近平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

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

政治、军事风险等。”[1]“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

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2] 只有触及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底线，导致犯战略性、

颠覆性错误的重大风险，才是中国国际战略面临的主要威胁。增强忧患意识，

防范化解风险，是新时代国际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

习近平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

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能否抓住新型战略机遇期，关键是要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服务民族

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动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另一方面，积极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世界责任，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太平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断深刻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为我们

准确把握世界大势、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明确战略目标，办好两件大事

科学的战略目标，是一个国家国际战略的核心使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81页。

[2]　人民日报评论员：“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三论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8 日，第 1版。

[3]　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 11月 30日，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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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国际上不少人担心中国也会搞霸权主义，也会欺

负别人，“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不少人猜测中国会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1]

重蹈历史上“国强必霸”的道路，甚至可能会陷入大国争霸的“修昔底德陷

阱”。[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意味着“国强必霸”、胜者全拿。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3] 习近平指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

的陈旧逻辑。”[4]

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是要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也不是在国际社会称王称

霸，不是要当“世界警察”，更不是要取代谁，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不仅让中

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也追求天下大同。因此，习近平强调：“要争取世界各

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

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5] 因此，新时代的中

国对外工作，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更

好地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新时

代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在办好中国大事和办好世界大事的双重任务中，走

出一条大国战略的新路。

一是办好中国的大事，意味着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中国

外交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的大事最主要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2013 年 4 月 7 日，习近平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四届理事会成

[1]　John J. Mearsheime,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1, Vol.80, No.5, pp.46-61.

[2]　倪世雄：“未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与前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 年第 6 期，第 50-55 页；陈永：“反思‘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国际论坛》2015 年第 6 期，第 8-13 页；徐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

的三大风险”，《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4期，第 1-18 页。

[3]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月 27 日，第 2版。

[4]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 年 3月 30日，第 2版。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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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时指出：“中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内外方针政策都

要服从和服务于实现这个目标。”[1]2018 年 6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工作要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2] 围绕“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在推动实现国家统一梦想、实现共同富裕梦想、实现复兴强国

梦想上，不断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性成就。

二是办好世界的大事，意味着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

国外交的总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念的应有之义，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3] 党的十九大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也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4] 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全球性挑战问题上，中国努力做一个负责任、

敢担当的大国。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再次宣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各国齐

心协力，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为中国和世

界开辟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1]　吕岩松、陈伟光、章念生、杜尚泽：“习近平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人

民日报》2013 年 4 月 8 日，第 2版。

[2]　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代华章——四论贯彻落实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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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
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上网时间：2021年 9月 9日）

[4]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员网，2017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12371.cn/
special/zggcdzc/zggcdzcqw/。(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4 日 )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月 2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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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发展安全  设计战略布局

科学的战略布局，是正确国际战略的工作框架。长期以来，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我国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

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是不同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着帝国

主义列强孤立、封锁、遏制的严峻局势和国内反动势力“反攻大陆”的现实威胁，

中国决定的战略重点是主权优先，一切工作服务于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重返联合国，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正常外交关系，

中国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成为优先考虑

的事项，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是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

境，服务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富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把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放在首位，明确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把实现中国

在世界舞台上“强起来”作为战略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发展面临

很多有利条件，也面临复杂风险和挑战，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随着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重大风险是深刻的、复杂的、全方位的。“如

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1] 中国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将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

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2] 同时，对外工作要“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 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底线思维，

敢于发声亮剑，决不吞下伤害国家核心利益的苦果。不难看出，强调总体国

[1]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

2016 年第 1期，第 3-10 页。

[2]　马占成：“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 11月 30日，第1版。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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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观和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意味着中国在战略上日益把安全放到突

出位置，要求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从以发展为中心转变为安全与发展并重，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适

应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中国国际战略布局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呈现为

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大国外交布局。

（一）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积极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方针，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 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

益交汇点，不断完善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打造覆盖全

球的“朋友圈”。[2] 中国率先把全球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

致力于建立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的伙伴关系，已经同 180 个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4个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

战略伙伴关系达93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3]

大国是左右国际关系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强调：“大国关系事关

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4]“要积极运筹同主要大国

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5] 中俄关系是

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关系，要深入发展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利益，深入开展各领

域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保持中俄战略协作高水平运行。中美关系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合作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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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　“十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18）——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日报》2019 年 8 月 14日，第 6版。

[3]　杨洁篪：“赓续百年辉煌 开创时代篇章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党的外事工作取得光

辉成就”，《人民日报》2021年 7月 3日，第 7版。

[4]　赵成、饶爱民：“习近平会见‘元老会’代表团”，《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2日，

第 1版。

[5]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人民日报》2018 年 9月 4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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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1] 美国一些政客公开宣称以中国为主要战略

竞争对手，在许多问题上甩锅、抹黑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破坏中美关系，中国在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

美关系的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美方损害我国利益的言

行坚决斗争反制。欧洲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要加强同欧洲国家和欧盟

沟通合作，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

深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必须始终把周边置于外交全

局的首要位置。201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

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指出，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2]“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

联互通，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3] 在朝鲜半岛，中国坚定致力于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提

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双轨并进”和朝鲜暂停核导

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双暂停”倡议。在中日关系上，恪守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精神和四点原则共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

展。在东南亚，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

持东盟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南亚，中国愿意与南亚地区各国和睦相处，以“一带一路”为双翼，愿为

南亚发展添砖加瓦，与南亚国家一道实现腾飞。在中亚，中国高度重视与中

亚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框

架内的地区合作，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11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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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　“十五、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

战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1 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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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中国积极推动南南合作

与南北对话，始终坚持做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习近平强调：“要

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1] 中非历来

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坚持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针，致力

于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

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双方

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

关系，打造志同道合、安宁和谐、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虽相距遥远，但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要致力于建立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树立

南南合作的典范。

（二）拓展全球发展格局

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大力拓展

全球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要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2]

这是对经济全球化大势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指明了拓展中国全球发展的

重要途径和前进方向，那就是高举对外开放的旗帜，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

护主义，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

设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开创新时代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模式和国际合作新平台，努力实现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1]　闻言：“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人民日报》2018年 4月 11日，第3版。

[3]　闻言：“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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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目前，“一带一路”已从倡议变为现实，从“大写意”

步入“工笔画”。我国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

持续目标，致力于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140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1] 同时，坚持对外开

放战略，打开国门搞建设。习近平强调，“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2]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功举

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大型活动，全面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人为制造经济割裂和脱钩，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

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

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同时，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积极参与双多边区

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展现致

力于开放合作的坚定决心。此外，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定位，推动南南合作，

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

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问题，

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三）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以公

平正义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坚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强调国际上的事

情由大家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针对个别国家鼓吹“以

[1]　杨洁篪：“赓续百年辉煌 开创时代篇章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党的外事工作取得光

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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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集思广益 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人民日报》2020 年 8 月 25日，第 1版。



29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探析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主张，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坚决反

对搞“小圈子”。[1]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坚

定维护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决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伪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支

持联合国工作，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更平衡地反映

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

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内，中国主张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旗

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坚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推动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共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合作，深化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

的伙伴关系，共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

同体。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倡导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巩固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架构，推动金砖合作

走实走深。弘扬“上海精神”，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各领域合作，推

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着重要责任。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解决朝鲜半

岛核、伊朗核、南苏丹、阿富汗等热点问题，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出

兵国和出资国，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热点问题之道，归结起来就是

“和平性、正当性、建设性”三原则，即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坚

[1]　杨洁篪：“赓续百年辉煌 开创时代篇章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党的外事工作取得光

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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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1] 在非洲，

积极斡旋南苏丹的纠纷，不干涉非洲内部事务。在亚洲，斡旋推动阿富汗和谈、

缅甸国内和解。在中东，积极参与推动巴以和谈，和各方一起促成了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积极参与全球性新疆域的国际合作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

深海、极地、网络、外空等新疆域问题出现。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变革，完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疆域的治理规则，确保各

国权利共享、责任共担。[2]“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

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

技场。”[3] 一方面，中国推动既有国际规则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太空

等新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力度，加大对数字治理、教育交流、文明对话、生

态建设等领域合作机制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三、加大战略运筹  强化战略保障

战略谋划科学，政治领导得力，就会掌握外交主动权。2014 年 12 月，

习近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到战略思维，强调“要树

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

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4] 随着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中国的角色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今日之中国不仅是地区大国，

而且是世界大国，中国的一言一行都会产生世界影响力，受到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形形色色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明枪暗箭、风险挑战都与中国如影随形。

[1]　“王毅：中国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人民网，2015 年 3月 23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323/c1002-26737563.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5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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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页。

[3]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 年 1月 20 日，第 2版。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

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7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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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加强策略运筹、强化战略领导

是确保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一）保持战略定力

大要有大的样子。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如

何举旗定向攸关世界全局。面对机遇和挑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智

慧在于始终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所谓保持战略定力，就是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处变

不惊，保持战略自信，加强顶层设计，按照既定的战略方案和战略节奏开展

工作，不受各种外部影响因素的干扰。

大国讲战略，小国重策略。近年来，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舆论旋涡的中心，

成为国际舆论走向的“风暴眼”，“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债务

陷阱论”“锐实力论”等形形色色的言论指向中国，令中国处于有理讲不清、

讲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失语挨骂成为当今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

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掀起了对中国“污名化”“标签化”

和“政治化”的狂潮，大肆炒作“中国病毒论”“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

论”“中国赔偿论”以及“劣品出口论”等，攻击中国制度，唱衰中国经济。[1]

在涉疆议题上污蔑中国建造“新疆集中营”，在涉港议题上谩骂“香港国安

法侵犯香港自治、破坏香港民主”，在中美贸易争端上批评中国“偷窃美国

技术和知识产权”等。[2] 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形象自 2016 年开始逐年走低，而

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整体稳步上升。同时，在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领

域的认同度上，发展中国家受访者的对华印象也普遍好于发达国家受访者。[3]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八类抹黑

中国‘抗疫’的典型国际论调，批驳之 !”，中国人民大学网站，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s://
news.ruc.edu.cn/archives/271778。（上网时间：2021 年 9月 7日）

[2]　国务院港澳办：“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新华网，2021 年 8 月 8 日，http://www.xinhuanet.com/gangao/2021-08/08/c_1127742925.htm；

王超：“美国诬蔑中国政府参与黑客犯罪活动的流氓逻辑”，光明网，2021 年 7 月 23 日，

https://world.gmw.cn/2021-07/23/content_3502021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9月 7日）

[3]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2019）”，《人

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 年第 20 期，第 90-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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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国国际形象如此分化趋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战略较量根源。在

这些问题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不要因

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

的各种陷阱”，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1] 保持战略定力，决定

了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定要胸有原则，行有分寸，既不能随着战略对手

的节奏起舞，更不能乱了方寸，乱了阵脚。

保持战略定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最初来

自系统工程学，指自顶层到基层进行科学设计的系统化思维，习近平将这一

概念引入治国理政领域，意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总体设计、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变了原来“摸着石头过河”和“韬

光养晦”的战略姿态，加强顶层设计，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此，

中央先后召开建国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两次外事工作会议，将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大大强化了外交外事工

作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2] 尤其是针对外交和内政脱节的问题，强调中央

外事工作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

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抓好重点工作的推进、

检查、督办，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举办多场高

层次主场外交活动等，都是加强顶层设计的产物。

（二）加大策略运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科学的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筹，是把握战略主动

权的关键。保持战略定力与加大策略运筹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保持战略定

力意味着在重大原则立场上更加鲜明、更趋稳定，加大策略运筹则意味着适

应形势变化机动灵活，通权达变，两者相互呼应，协调配合，有利于对外工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

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年，第 204-205 页。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5月 16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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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保持张弛有度、进退有据。

加大策略运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战略上明

确以运筹大国关系和经略塑造周边为重点的同时，在策略上更加突出机动灵

活性。习近平十分强调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

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

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1] 在运筹大国关系上，

统筹考虑中俄美欧大国的战略互动，在重视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

关系框架同时，在一些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敢于斗争，管控分歧。在运

筹周边国家关系上，推动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和塑造周边的统一，在敏感争

端问题上运筹实现维稳与维权的统一，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运筹发

展中国家关系上，坚持义利兼顾、弘义融利，运筹双边关系与地区多边合作，

努力实现义利相兼，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上，

坚持原则立场，照顾各方利益，促进政治解决。所有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

策略运筹的方法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路。

当然，加强策略运筹也是有限度的，在一些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核

心利益问题上，应坚持底线思维，画设红线，守住底线。习近平指出：“各

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

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2]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应对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台湾问题、涉港问题、涉疆问题、中美经贸

摩擦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斗争上，中国敢于画出红线，明确底线，坚决斗争，

在复杂多变的大变局中保持张弛有度，进退有据，为中国国际战略提供了主

心骨和防火墙。

[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

2019 年 9 月 4 日，第 1版。

[2]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人民网，2019 年 1 月 7 日，http://theory.
people.com.cn/n1/2019/0107/c40531-3050732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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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战略领导

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何其他大国

和政治力量都靠不住，只有中国共产党靠得住，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靠

得住。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理论

建设、机制建设、法治建设和能力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政治保障。

一是加强理论建设。理论是行动的先导。2018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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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

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外

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尤其是

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胸怀“国之大者”，直面问题挑战，

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战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指导，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丰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

论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

二是加强机制建设。机制是战略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统一部

署对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进行了改革，切实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和统筹协调。在领导机制上，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统筹外交外事与涉海部门的资源力量，大大加强了顶层设计和

统一领导能力。在执行机制上，进一步理顺地方外事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

驻外机构体制机制、援外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2017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驻外机构领导

体制、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统筹协调政党、政府、人大、



35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探析

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活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

释放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治理效能，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充分发挥综

合积极效应。

三是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法治是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在多个场合强调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公民和企

业越来越多走出去，保证企业合规经营、维护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和安全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涉外法律服务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也在增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置身事外，要求各国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因此，建立和完善涉外法治，在驻外使领馆逐步探索设立相关制度和职位，

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为中国公民和法人在外活动提供法律指导和服务，

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维度。

四是加强能力建设。随着对外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参与主体多

元化、交往渠道多样化，要求建设一支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素质全球治理人

才队伍，尤其是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给中国对外工作战

线的海外安全和领事服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外交人员不仅要能站在中国看世界，还要能站在世界

看世界、看中国，增强世界眼光和全球胜任力。长期以来，我国外交人才主

要是外语专业出身，在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全球治理、涉外法治、国际谈

判等领域的知识基础和经验历练欠缺，要求大力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

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此外，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规模的扩大和互动频率的加快，外交事务的工作

量成倍增加，中国外交外事、海外安全保护和领事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跟不

上发展的需要，要求在国际战略预算、外交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含量提升等

领域加大投入，不断加强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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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思想指引行动，战略决定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框

架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确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全球发展格局、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战略布局，

保持战略定力，加大策略运筹，强化战略领导，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之路。

显然，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并非是要与某一超级大国开展一场争夺全球

霸权的“世纪豪赌”，也绝非要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所追求的是既办好

中国的大事，也办好世界的大事，在解决好中国人民关心的“国之大者”，

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同时，也致力于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是政

治修辞，而是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

更是由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乱变交织的基本性质决定。面对国内国际

形势的复杂变化，中国选择站在时代发展潮流之时与势正确的一边，这是中

国的战略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中国的战略决心和信心所在。

展望未来，中国将永远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完稿日期：2021-9-9】

【责任编辑：宁团辉】



3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国际认知与传播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国际认知与传播

         卢  静  赵彦云

〔提   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引发了海

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热烈讨论。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认知，

大致有四种观点：组织韧性说、人民中心观、贤能政治说、实践创新论，

主要体现出看事实、重行动，制度理性思维，寻求共通价值等认知偏好。

全面客观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工作。为此，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是前提，

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是基础，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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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点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优势。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

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此形势下，如何认识中国、

解读“中国奇迹”，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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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英国学者克里·布朗（Kerry Brown）指出，要真正认识中国，就要去

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真正的行动是在（共产党）这个实体中发

生的，我们需要知道现代中国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力量”。[1]

从 1921 年成立之初仅 50 余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超过 9500 万

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深陷内忧外患，

甚至面临亡国亡族的险境中，逐步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仅是中国之问，也是世界之问。全面

客观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是更好开展对外传播

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国际认知的主要观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仅是国内外各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热议的话题，也是人们在其百年奋斗历程中一直寻找答案的问题。中国共

产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一次次危机而变得更加成熟，带领中国不断创造经

济与社会发展奇迹，究其原因，国际社会大致有四种认知。

（一）组织韧性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是一个集社会组织、政党组织、政治组

织的属性和功能于一身，由中央、地方和基层构成的严密组织体系。该组织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韧性”。[2] 所谓“韧性”，是指组织体系“在经历变化

时具有的一种能够抵抗干扰并进行再组织，从而保持其本质上相同的功能、

结构、身份和反应的能力”。[3] 组织韧性可以使其快速调整并适应环境而得

[1]　Kerry Brown, 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London: I. B. Tauris, 2016, p.15.
[2]　Emily David, Gary Wang, “Assessing the Resilien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ject 2049 Institute, March 21, 2018, https://project2049.net/2018/03/21/assessing-the-resiliency-
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3]　Brian Walker, C. S. Holling, Stephen R. Carpenter and Ann Kinzi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 – 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Vol.9, No.2, 200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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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受住一次次危机考验，逆流而上发展得越来

越成熟，关键在于其组织韧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韧性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密的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党的中央、

地方和基层组织紧密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分工清晰、组织严密、协调有度的

制度体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这样描述，

“党在一切工作中制定政策，政府机构则加以执行”，但两者之间不是僵硬的“指

挥——命令式”关系，而是“党从上层发出指示，而且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内

部担任大多数主要行政职务，地区、省和基层党委在各级执行协调工作时，

又能进行监督”。[1] 党中央通过与地方政权和市场等相关利益方之间形成一

种动态的、微妙的平衡，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执行能力，[2] 也“保

证了一党制的稳定和生存”。[3]

第二，严明的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 9000 多万名党员的

大党，人多而不乱，体大而不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有严肃鲜明的组织纪

律。维护党纪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4] 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能够

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做到了“统一指挥，纪律严明”。[5] 并且，中国共产党对

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持久、

最深入的反腐败运动”[6] 就是一个突出体现。严明的组织纪律强有力地维护

了党中央权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统一、有战斗力的整体，在面临突如

[1]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48-349页。

[2]　Anna L. Ahlers, Thomas Heberer, Gunter Schubert, “Whither Loc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configur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1, No.1, 2016, pp.55-77.

[3]　Steve Hess, “Decentralized Meritocracy: Resilience, Decay, and Adaptation in the CCP’s 
Threat-Management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4, No.1, 2017, pp.20-31.

[4]　[ 美 ]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曾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第 188 页。

[5]　Mark O’Neill, “China 1949: Graham Hutchings Asks, Why did the Communists W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0, 2021,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
books/article/3119794/china-1949-graham-hutchings-asks-why-did-communists.(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7日 )

[6]　Minxin Pei, “Assessing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Fight: Views from Five Scholars,”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24, No.2, 2017,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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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来的危机时既能迅速作出反应，又能保证政策的有力贯彻执行。

第三，规范的组织运行。党中央最高权力的平稳、有序交替是党组织运

行规范的集中体现。这种权力交接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序、

和平、深思熟虑和有规则约束的继承”，[1] 它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连

续性，新一届领导人会继承上一届领导人的政策和行动，并根据新情况、新

机遇进行补充完善，在动态过程中引导中国实现核心目标”。[2] 此外，中国

公务员的职业化与独立性也体现了规范的组织运行。“公务员中立的规范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遍认可，其职业生涯相对不受高层变动的影响”，“他

们能够升到高层，主要是因为管理技能、技术知识、教育背景和对党的忠诚，

而不是对某个人的忠诚”，[3] 这有效地预防和阻止了组织内部可能出现的派

系化和官僚化倾向 ,保护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之，严密的组织制度、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规范的组织运行，使中国共

产党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在逆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

（二）人民中心观

观念是一个组织的灵魂，也是其行动的先导。国际舆论普遍认同中国共

产党的人民中心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指出，

“立足于人民，为人民谋福祉”，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秘诀。[4]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从人民立场出

发，实现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恢复中国人民的正义和

尊严作为使命担当，并排除万难实现这一历史使命。[5]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1]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January 2003, p.7.

[2]　Kerry Brown, 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pp.91-92.
[3]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p.10-11.
[4]　“俄共主席：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重要秘诀是什么”，中国日报网，2021年 3月9日，

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103/08/WS604326d0a3101e7ce974295e.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4日）

[5]　Kerry Brown, China’s Dream: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Secret Sources 
of Its Power, Cambridge: Polity, 2018,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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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新政权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被外国列强操控、

殖民和占领的百年屈辱的结束”。[1] 从此，中国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进步，中国摆脱贫困的人口数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多。[2] 新加

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与世界各地的同行相比，

中国领导层在改善公民福祉方面的举措几乎比当今其他任何政府都要好”，[3]

中国共产党实质性地增进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力量。无论是革命战争时

期发动群众力量、采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完善

人民民主制度，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强的依靠，成为其强大生命

力之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在分析邓小平时表示，其基本原

则之一就是郑重对待人民的意见，坚持在“得到群众支持后，再作出重大政

策的突破”。[4]

践行人民中心观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美国未来学家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

支持，不是因为它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它为自己的国家

和人民带来巨大的进步”。[5] 同时，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使中国人民更加相信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和考验，处理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各种

问题。美国华裔学者范简（Jean Fan）指出，“政府会处理的”这一点得到

了中国公众的普遍认同，“在中国人对政府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

[1]　Mark Tischler, “China’s ‘Never Again’ Mentality,” The Diplomat, August 18,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chinas-never-again-mentality/.（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5 日）

[2]　Ryan Hass, “The Trajector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Reactive Assertiveness to 
Opportunistic Activis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4, 2017, https://www.brookings.
edu/articles/the-trajectory-of-chinese-foreign-policy-from-reactive-assertiveness-to-opportunistic-
activis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5 日）

[3]　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p.71.

[4]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0页。

[5]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魏平译，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年，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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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1]同时，“中国共产党保护其公民免受疾病、灾难、

犯罪和恐怖袭击的能力”也成为其“维持统治的核心支柱”，[2]“绝大多数

中国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感到自豪”。[3]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奉行人民中心观，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

线。对此，尼日利亚学者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高度评价说，

在过去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历史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4] 通过与人民群众保

持密切联系，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向往，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的福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三）贤能政治说

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国大地，深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影响。英国学者马

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它植根

于中国历史。[5] 中国共产党执政深受中国历史上贤能政治实践传统的影响。

贤能政治中的“贤”指高尚的道德品质，“能”指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加

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认为，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

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

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

[1]　Jean Fan,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Palladium Magazine, October 11, 
2019, https://palladiummag.com/2019/10/11/the-american-dream-is-alive-in-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5 日）

[2]　Jessica Chen Weiss and Jeremy L. Wallace, “Domestic Politics,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645.

[3]　Ann Scott Tyson, “Vilified Abroad, Popular at Hom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100,”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8, 2021,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
Pacific/2021/0218/Vilified-abroad-popular-at-home-China-s-Communist-Party-at-100.（上网时间：

2021 年 6月 2日）

[4]　Charles Onunaiju, “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December 29, 
2020,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20/12/china-and-the-end-of-poverty-implications-for-africa/.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4 日）

[5]　Martin Jacques, “Why We Need to Know All About China?,” BUZZ Expo China Summit, 
October 16,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ewnxIjo8w.（上网时间：2021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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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辨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如果领导人表现良好，人

们就会支持他。[1]

为选拔德才兼备的文官，中国很早就开始采取科举考试，是世界上第一

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2]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不仅考察学识和能

力，也包括政治观念和道德伦理。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直相信“思想

道德的力量能战胜物质困境”。[3]所以，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不一样，

该党与中国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基于德行、学识和资历，它将治国精英聚集

在一起，使其担负起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4] 英国学者彼得·诺

兰（Peter Nolan）指出，中国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颇深，尤其是中国古

代的官僚制度和哲学思想体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5] 基辛格

也曾感慨说，在当代中国领导人中，有许多人不论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

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其中，邓小平就是一个典型。[6] 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

被海外人士视为源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施仁政、重礼教、

行孝悌，且儒家思想高度重视社会公德，强调集体主义，儒家理想的政治是

建造一个和谐社会。儒家文化独特的思想力量和吸引力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

治国理政产生了重要影响。[7]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历史的政治尚贤传统中汲取力量，选拔品

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来治理国家，这种贤能政治实践也使中国共产党度过

一次次危机，变得更强大。

[1]　[加 ]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

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21 页。

[2]　[ 美 ]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 648 页。

[3]　[ 美 ]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74 页。

[4]　Enrique Fanjul,“100 años del Partido Comunista Chino,” https://blog.realinstitutoelcano.
org/100-anos-del-partido-comunista-chino/.（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2日）

[5]　Peter Nolan, “The CPC and The Ancien Régime,”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9, pp.17-26.

[6]　[ 美 ]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第 319 页。

[7]　Aleksandra Kubat, “Mortality as Legitimacy under Xi Jinp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47, 
No.3, December 2018, pp.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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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创新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

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对于这一点，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民主德国国

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高度评价道，实践“可以修正和

丰富人类的知识、组织僵化的教条主义，并且可以实时或实地重新定位人类

社会面临的各项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践不言而喻取得了可引以为

傲的成就”。[1]

中国共产党没有让意识形态捆绑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选择，而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激发发展活力。“1978 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

革，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务实战略”的反映，[2] 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国情出发，

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采取独特的“试验”方

法积极推进，通过在地方发起改革和试验，成功之后再上升为国家政策，并

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践反复地检验、适应、修改、再执行，确保政策制定过

程始终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3]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并非基于狂热意

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而是基于实用主义和自我反省的生存主义。[4] 中国共产

党还秉持开放心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实

践创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发展”。[5]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

先从苏共那里学习如何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而在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到农

[1]　[德 ]埃贡·克伦茨：《我看中国新时代》，王建政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

第 36页。

[2]　Ann Scott Tyson, “Vilified Abroad, Popular at Hom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100”.
[3]　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5-7.
[4]　Tom Fowdy, “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ts Its Centenary, Those Predicting Its 

Demise will Find Themselves Waiting A Long While Yet,” June 19, 2021, https://www.rt.com/op-
ed/526823-communist-party-china-centenary/.（上网时间：2021 年 7月 23 日）

[5]　“Martin Jacques on China: How Will the CPC Continue to Innovate?,” CGTN, December 
30, 2017, https://news.cgtn.com/news/3363444f34637a6333566d54/index.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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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后又自主探索如何在农村与农民打交道。[1]在苏联解体后，中国共产党则“把

苏联解体和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视为要坚决避免重蹈覆辙的

前车之鉴”。[2]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了国际社

会的高度肯定，人们在赞叹其成绩的同时也在追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国际社会对此有着多视角、多维度、多方面的观察和分析，这些观点虽然有

所不同，但事实上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二、国际认知的偏好及其对国际传播的启示

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可以看出，国际上的一些

有识之士致力于以科学、公允、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中国共产党，并探究

其成功秘诀。前文综述的各种国际认知观点，既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

关注重点和观察站位等，也体现出一些基本认知偏好。总的来看，主要表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看事实、重行动。事实胜于雄辩，承诺不如行动。中国共产党实

际是怎么做的，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绩，是国际社会的首要关注。为掌

握客观真实情况，有人通过亲身体验来感知，有人从新闻报道中获取信息，

有人从各种研究文献中找寻答案。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力及其实际

成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更多源于行动而不是体制”，“中国共产党实事

求是的作风和极强的行动力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关键”。[3] 美国时政评论家托

马斯·L·弗里德曼 (Thomas L. Friedman) 指出，中国共产党“看到问题就

[1]　Eyck Freymann, “Elizabeth J. Perry on the Secrets to the CCP’s Resilience,” The Wire 
China, February 7, 2021, 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1/02/07/elizabeth-perry-on-the-secrets-
to-the-ccps-resilience/.(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

[2]　Kerry Brown, “The Belt and Road: Security Dimens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6, 
No.3, 2018, p.219.

[3]　Elizabeth J. Perry and Sebastian Heilmann,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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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中国的）领导者没有三头六臂，但他们专注于真实的成功

指标”。[1]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让国际社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力，

也认识到行动背后反映出的价值理念。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感叹称，“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时，迅速采取措施，

发起了令世界瞩目的对抗病毒的激烈战争”，“果断封锁上千万人口的城市，

迅速调动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建造新的医院”。[2] 中国的抗疫行动真正证明了

在中国“人民的福祉优先于资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能力

做出不受资本利益支配的决定”。[3] 中国还及时向国际社会分享病毒相关数

据和抗疫经验，并在成功研制疫苗后主动提供援助，“满足多国的疫苗需求，

帮助填补巨大的供应缺口”，[4] 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此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连中国最坚定的批评者也对中国建造桥梁、铁路

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行动）能力表示敬畏，认为这是由指挥式的政治体系实

现的工程壮举”。[5] 面对更加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建议说，“如果中国渴望成为全球领导者，

仅仅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更积极地看待自己是不够的，而应该通过切实的行动

让其他国家信任自己”。[6]

[1]　Thomas L. Friedman, “China doesn’t Respect US Anymore — for Good Reas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23/opinion/china-america.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3日）

[2]　Graham Allison, Christopher Li, “I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Is China Foe—or Frie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7,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r-against-coronavirus-
china-foe%E2%80%94or-friend-138387.（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5 日）

[3]　Sara Flounders, “How Socialist Base Helps China Combat Coronavirus,” February 11, 
2020, https://www.workers.org/2020/02/46128/.（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4 日）

[4]　Jacob Mardell, “China’s Coronavirus Vaccines: For Many Countries, It’s Not Political, 
It’s the Only Choice,” February 20, 2021,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22175/
chinas-coronavirus-vaccines-many-countries-its-not-political-its.（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2日）

[5]　James T. Areddy,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s Infatuation with Infrastructu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at-the-u-s-can-learn-from-
chinas-infatuation-with-infrastructure-11617442201.（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12 日）

[6]　Doug Bandow, “China’s Wolf Warriors are Playing Tough but Losing Global PR Battle,” 
Cato Institute, July 22, 2021,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chinas-wolf-warriors-are-playing-
tough-losing-global-pr-battle.（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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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理性思维。崇尚理性主义和契约精神的西方观察者通常倾向

于从制度层面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政

治体制是“威权主义”，而根据西方经典理论，威权体制由于本身的“合法

性不足、过于依赖强制性、决策高度集中化、个人权力高于制度规范”等特征，

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但为什么中国的“威权体制”却显示出强大生命

力？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认为，中国“特殊的威权体制被

证明是具有韧性的”，它具有“自我再强化和再巩固（reconsolidated）的

能力”，他将这种韧性来源主要归结为制度因素。[1] 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完

善政治制度，“在不削弱政府的凝聚力和统一的前提下，将越来越多的职能

性权力下放给省级和地方当局”，[2]以激活地方工作活力和创新创造力。同时，

中国共产党还加强政治参与制度建设，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吸纳社会和市场

力量，以应对变化世界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事实上，“中国自 1978 年实行

对外开放以来，一直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改变其庞大的官僚机构”，[3]“减

少某些领域的重叠管辖，并通过合并成立新的组织机构简化政府决策过程，

以减少实现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潜在冲突”。[4] 中国共产党通过下放权力，加

强反腐败、司法等独立机构建设，促进公众参与和决策咨询等改革措施，正

在探索一条更安全的政治改革道路，以建立一个更有问责性、透明度、效率、

回应性和合法性的治理体系。[5]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坚强有力，

运转高效”。[6]

[1]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p.6-9.
[2]　Steve Hess, Authoritarian Landscapes: 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Resilience in Nondemocrac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81.
[3]　Yuen Yuen Ang, “Au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s Behind-the-Scenes 

Reform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3, May/June 2018, p.39.
[4]　Shaun Breslin, “China in 2018:Presidents, Politics, and Power,” Asian Survey, Vol.59, 

No.1, 2019, p.26.
[5]　Kenneth Lieberthal, Cheng Li and Yu Keping,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p.7.
[6]　[ 俄 ] 瓦列里·加尔布佐夫：“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当代世界》2021 年第 7期，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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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寻求共通价值。尽管有些海外人士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仍力求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探寻一些人类共通

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分析这些价值理念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中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中国虽然不符合西方民主理论所界定的“民主国家”标准，但中国共产

党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却在事实上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费正清指出，辛亥革

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并没有成功地建设一

个新中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人民的参与。[1] 美国学者狄忠蒲 (Bruce 

Dickson) 则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比较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在取得人民广泛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政权的，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坚实基础。[2] 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建

立了向广泛的专家、利益攸关方和公众征求意见的制度”，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人视为民主的政权。[3] 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始终将人

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是其人权观的体现。克里·布朗对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道，“它不仅关注物质需求，也关注精神需求，不

仅要创造一个富裕的国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

对于我们向海外介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上述国际社会的积极正

面认知能够发挥很好的传声筒作用，而国际社会探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的真诚愿望，也促使我们以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对外传播工作，让国

际社会更真实和全面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国际社会迫

[1]　[ 美 ]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208 页。

[2]　[美]布鲁斯·J·狄忠蒲：“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段’到‘三个代表’”，

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第 82-83 页。

[3]　Bruce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

[4]　Kerry Brown and 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 “Ideology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3, 2018, pp.32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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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想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此形

势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从国际认知偏

好中可以看出，为进一步做好对外传播工作，需要重视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打铁还须自身硬”，只

有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持续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

的治国理政能力，让中国人民拥有更大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才能更

好地在对外传播中树立中国共产党形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执政党

好不好，国家治理的怎么样，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

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对中国民众开展的一项长达 13 年（2003-2016）的民意调

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显著提升，从 2003 年的 86.1% 上升

到 2016 年的 93%，而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也从 44% 上升至 70%。[1] 

2020 年埃德尔曼信托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报告显示，通过

对世界 28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在本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调查中，中国排

名第一。[2]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持续提升治国理政能力，获得中国人民的更

多支持和更大信任，这是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前提。

其次，加强对外人文交流。传播的要义是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交

流、良性互动，对方是否有体验、有领悟、有反馈，并能化为行动，是传播

效果的重要体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可

靠的，也最具说服力。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红色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采访报道，向国内外展示其真实形象，有效解决了中国共

产党面临的形象危机，也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如今，

[1]　Edward Cunningham, Tony Saich and Jesse Turiel, “2020.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https://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final_policy_brief_7.6.2020.pdf.（上网时间：2021

年 7月 4日）

[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0,” https://cdn2.hubspot.net/hubfs/440941/Trust%20
Barometer%202020/2020%20Edelman%20Trust%20Barometer%20Global%20Report.pdf?utm_
campaign=Global:%20Trust%20Barometer%202020&utm_source=Website.（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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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克里·布朗强调指出，各国应不断提高对当代

中国国情的理解与认识，加强接触交流，寻求更多共识，国际社会“只有对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及其运作机制有更多了解，才能更清晰全面地把握

事实框架，避免误读”。[1]

最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故事不但要让人听得懂、听明白，而且

要使人愿意听，真正听进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国际认知反映出，

国际社会倾向于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来认识中国共产党，虽然其也

认识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些价值理念，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

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认识却严重不

足，这就需要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立足点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进入

加速调整期，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尤

其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媒体不断诋毁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

象。2020 年 10 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调查报告显

示，美英德澳日韩等 14 个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降至历史低点。[2] 

益普索（Ipsos）发布 2020 年国家品牌指数（Nation Brands Index，简称

NBI）也显示，中国国家品牌排名从 2019 年的第 23 位下降到 2020 年的第 35

位。[3] 在此形势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对此，有西

[1]　“百年大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百名外国政党政要看中共）”，《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3 日。

[2]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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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5 日）

[3]　Nicholas J. Cull and Simon Anholt, “The Reputational Reckoning for 2020: Bad News for 
China,”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December 2, 2020,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
reputational-reckoning-2020-bad-news-china.（上网时间：2021 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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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者也指出，“中国的故事是需要讲述的”，“五分之一人类的愿望和利

益不能被忽视”，而“中国共产党是对外讲述的核心”。[1] 要讲好中国共产

党故事，中国应通过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全面、生

动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传播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形成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

党精神。为此，尤其要把握以下三个立足点。

第一，立足于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实践历程。真实的才是可信的，可信的

故事才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可能带来实际影响，甚至对社会变革产生革命性

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

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2] 因此，讲好

中国共产党故事，首先应立足于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历程。

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实践历程，应是完整的而不是残缺的、是全面的而非

单维度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首先，真实的故事应是完整的，它不应

该被有意裁剪或删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是有

目共睹的，但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经历挫折甚至是失败，也必

然要付出相应代价甚至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亦是如此，这既是探

索实践的一般特征，也是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一般规律反映，

还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特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来

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其次，真实的故事应是全面的，需要多维度、多

站位的客观呈现。在历史维度，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变化要求不

断革新进步。在人民维度，中国共产党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

政党。在文化维度，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

而且将其不断发扬光大。在实践维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通过

务实行动实现自我革命和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此外，从不同的站位和立场

展现中国共产党也是全面认识的需要。最后，真实的故事应是立体生动的，

[1]　Kerry Brown, “Chinese Storytelling in the Xi Jinping Era,”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16, No.2-3, November 23, 2020, pp.327-33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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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呈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多维立体的生活，而绝不是

一种标签化、脸谱化、平面化的叙事，要讲述立体生动的中国共产党故事，

就需要我们去发掘和发现更多事实材料，尽力丰富故事内容。

第二，立足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好故事要有思想、有道

理，要做到以理服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就要讲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

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讲好中国共产

党故事，就要立足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建立在真理性和道义性的基础之上，

集中体现在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在于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

出了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力量，虽然“时代在变化，

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2] 马克思主义的人

民性，在于其坚持人民立场，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指出，“马

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

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

共同创造历史伟业”。[4]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服务于

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自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月 2日。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

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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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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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赋

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于它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

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以开放包容姿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具有的开放包容品质，成为其持久生命力和永葆先进性

的重要保障。

第三，立足于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好故事应该能引起人们的情感

共鸣，从而有助于消除对立情绪和心理隔阂。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

最终目标。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以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

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中国经常被一些西方人视为“洪

水猛兽”。加上西方长期主导国际舆论格局的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偏见。有西方观察家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喜欢

称中国为“共产主义国家”，但“这种称谓通常并非表达同情，而是含有贬义”，

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宣传下，‘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条负面的标签——意

味着某些陌生的、反民主的、不人道的、不自由的、压迫人权以及背离权益

和法律的东西；一句话：意味着独裁专制”。[1] 在此舆论环境下，要讲好中

国共产党故事，就要讲好共产主义故事，需立足于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

实现共产主义、为人类求解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实

践。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最美好社会，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社会理想符合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期盼和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中国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

义并非空想。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强烈国际主义情怀，一直将为世界求大同、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1]　[ 德 ] 埃贡·克伦茨：《我看中国新时代》，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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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

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也强调说，是否“执行道义上、政治上帮助第三

世界的方针政策”，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

要的标志”。[1]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执政党，努力做到“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平不断强调，为人

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高尚

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世界在寻求中国共产党成功秘

诀的同时，也更想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在此形势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

特殊意义。综观国际舆论，尽管其中不乏批评指责甚至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

的言论，但也有不少公允、客观、理性的声音，这促使我们以更大的责任去

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让国际

社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绩，也努力使其认识、

理解甚至认同这些成绩背后的思想观念的力量。

【完稿日期：2021-8-25】

【责任编辑：李  静】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 6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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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界逐步显现，一个基本标识是权力的下沉和分散。在此背景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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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在冷战之后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了霸权秩序之

下垂直治理的基本模式，在国际体系顶层建立国际制度，自上而下地全面管

理世界事务和应对全球性问题。近年来，霸权秩序日渐衰退，全球治理的垂

直模式越来越表现出不适应和不充分的特征，治理赤字不断积累攀升。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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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就是治理失灵的典型例证。当全球发生严重的公共卫

生安全危机、急需有效治理时，治理明显缺位，致使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肆虐。

全球化依然会向前发展，并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或行为而发生根本逆转。

而霸权秩序式微，则会引入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治理赤字累积和治理失灵

现象的叠加，也会使全球治理的动力和形态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是全球治理从霸权秩序下的垂直模式走向扁平，亦即在全球层面治理继续

存在的情况下，地区、次地区、小多边形式等，都会成为治理的新动力和新

形态，各问题领域的治理也会出现权力下移态势，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会承担或共同承担问题领域治理的领导角色，以应对不同的跨国性挑战。简

言之，全球治理趋向扁平。

一、霸权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垂直模式

霸权秩序是指一个实力超强的国家主导世界事务，发挥国际体系和国际

社会的治理功能。霸权国凭借超强的物质性和理念性权力，维持体系秩序及

其运转。根据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的阐释，霸权秩序至少要

具备三个特点：一是以霸权国权力为主导的等级国际体制，二是以霸权国理

念为原则的国际规则、规范和治理机制，三是霸权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维持秩

序所必须的公共产品。一些美国学者认为，20 世纪是美国霸权秩序的世纪，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美国国家实力为支撑、以自由主义理念为旗帜、以国

际制度为机制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被称为“美国霸权秩序”（American 

hegemonic order）。“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领导的

自由霸权秩序”（America-led liberal hegemonic order）等表述也是同样

的意思。[1]

实际上，真正的美国霸权是从冷战之后开始的，全球霸权秩序也在这一

[1]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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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建立起来，亦即所谓世界“单极时刻”。[1] 无论是在一战之后，还是在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权势存在都是有限的。[2] 一战之后，威尔逊总统和一

些政治精英已经有了走向世界的意识，但当时的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无法获得

主导世界的合法性权力，因此对于整个世界的治理自然无从说起。二战之后，

美国凭借实力走向全球，[3] 但其影响所及仍限于西半球，苏联控制的地区无

论在实力和主导理念方面，都是美国力不能及的外域，因此，当时美国实施

的只能是“半球治理”。冷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新自

由主义理念成为世界秩序的“元叙事”，这时的美国霸权秩序才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世界性秩序。[4]

虽然美国霸权秩序在冷战后开始显现，但美国精英从一战之后就开始了

对全球秩序的思考。1898 年美西战争时，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物质性综合实力

最强的国家，其在与欧洲强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标志美国作为国家走向世

界的可能和美国政治精英走出美洲的意愿。一战结束之际，以威尔逊为代表

的美国精英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世界性组织，声称要以国际组织和国际制

度代替实力均衡，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持久秩序。[5] 但由于当时美国国内孤

立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联盟在处理涉及权力和权利的重大国际问题

上，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对待国际体系中的现实主义主流和国家之间的权

力政治行为，[6] 因而导致了国联在治理问题上的失灵乃至最后的解体。

[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1990/1991, 
pp.23-33.

[2]　[ 加 ]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7 年。

[3]　Stephen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6th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4]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 年第 2期，第 1-15 页。

[5]　根据卡尔的考证，首先提出国际联盟的人士之一是圣皮埃尔，认为国家是理性的，理

性是可以战胜战争冲动的。国际联盟的倡导者认为：“《国际联盟》就是将自由民主社会的理
念移植到世界事务中去。这种理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参见[英]E.H.卡尔：
《二十年危机 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40 页。

[6]　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理想主义是很难行得通的。
卡尔批判了国联时期的乌托邦主义，认为利益和权力是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不但认可
马基雅维利的反乌托邦思想，也批判了威尔逊、汤因比和塞西尔将自身国家利益与普世利益等同
起来的观点。[英 ]E.H. 卡尔：《二十年危机 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 129-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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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在战争期间，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

政治精英依然从整个世界视角考虑治理问题，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计划，并

且不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向苏联妥协，换取其对联合国设想的支持。联合国

在建立理念和原则上，一方面继承了威尔逊的国联设想，另一方面也吸取了

国联失败的教训，重点考虑大国的权力和权利问题，最终成立了以安理会为

核心机构的联合国，同时成立了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

秘书处等机构，进而建立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等专门机构，全面管理世界事务。

无论在具体实施中效果如何，美国政治精英思考的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是

一种世界性秩序，这种秩序中的治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垂直模式。所谓垂直

模式，是指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以全球层面治

理体系为基本依据。[1] 这里所说的治理体系，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内容：即霸

权国治理思想、制度性权力和物质性实力。治理思想是治理模式的核心，所

有具体的制度和组织形态都是依据治理思想而设计的。制度性权力是霸权治

理的直接能力，指霸权国在制度条件下主导决策的能力，包含框定问题、设

置议程、实施执行等具体内容。[2] 物质性实力则是保证霸权秩序的基础，也

是前两个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支撑。思想、制度和实力构成了垂直治理模式

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无论是哪一个要素的缺位，都会直接影响霸权秩序的稳

定和有效性。

以世界经济治理为例，二战之后世界经济领域的治理是比较典型的垂直

治理。首先，世界经济治理的主导理念是自由主义思想，这是美国的主流经

济思想。其次，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制度和组织形态反映了霸权国的制度性权

力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前身为关税贸易总协定 GATT）这三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标

志着世界经济领域垂直治理体制的确立。在框定问题、设置议程和实施决策

[1]　冷战时期，苏联阵营的治理也是一种垂直模式，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和管理。所以
冷战时期的国际治理，实际上是两个平行的垂直体系，并且两个治理体系之间是互斥和对抗的。

[2]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39-75; Stefano Guzzini, Power,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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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美国的主导性可以通过在这些组织的表决权反映出来。最后，二战之

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没有实现全球性覆盖（主要是因为苏联没有加入美

国领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且成立了一个并行的经济组织“经互会”与美对抗），

但美国实力所及之处就是这一体系的运作范畴，并为冷战后全球经济体系奠

定了基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苏对抗不复存在，美国的综合实力与国

际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其他大国都有了明显的差距，因而冷战结束也被称为“美

国的单极时刻”，世界秩序是“美国治下和平”。“单极时刻”还被引申解

读为更加持久的“单极时代”，美国现实主义学者威廉·沃尔夫斯（William 

Wohlforth）就认为世界进入了稳定的单极秩序。[1] 综合而言，这些观点都是

以美国的超强实力为论证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美国综合实力支撑下，向

全球范围拓展了自由经济理念，巩固了世界经济治理的核心制度形式和制度

规范。

垂直治理模式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领导世界的帝权体制。彼得·卡

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认为，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国帝权

（American imperium）为重要标识的，美国对整个世界秩序的设计也是围绕

着美国治下的世界这一主题展开的。[2] 这并不是说美国实施的是与过去罗马

帝国或大英帝国完全相同的秩序思想和治理方式。比如，英国依靠殖民式占

领发挥帝权和实施治理，在日不落帝国治理的地域，包括体制机制和法律体

系在内的一切大都是按照英国自身的治理模式建立的。而美国更多地是依靠

非领土帝权的治理形态，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实施霸权治理。无论是所谓“不

列颠治下和平”，还是“美利坚治下和平”，乃至追溯到“罗马治下和平”，

都包含了帝权的意识，其核心就是一统天下的治理理念和体制形式，也就是

美国政治精英所谓的“美国领导世界”。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被视为“历史

的终结”，宣告了美国代表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经济体制取得了最终的胜

利，也为美国领导世界奠定了合法性基础。[3] 任何新兴的国家，尤其是大国，

[1]　[ 加 ]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 22 页。

[2]　[美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

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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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被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之中，也会在垂直治理体系中遵约守规，形

成以帝权为基本内涵的霸权治理。这是垂直治理模式的基本结构形态。

第二，自上而下的治理运作。作为治理核心的国际制度指的是国际体系

层面的制度，顶层制度派生行为规则，行为规则维持秩序稳定，体系成员的

责任和义务则是在交往活动中遵守行为规则。一旦出现成员之间的纠纷，则

需要提交体系层面制度机制进行裁决。比如世界贸易领域的治理，是由世界

贸易组织根据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思想，制定各种规则，然后由世界贸易

组织的成员国在贸易交往中予以遵守和执行。在出现争端时，也需交由世界

贸易组织依据规则进行裁决。迈克尔·巴奈特（Michael Barnett）和玛莎·芬

尼莫尔 (Martha Finnemore)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证研究表明，规则是国

际组织的基石，国际组织的权力来自制定规则、传播规范和促使国际行为体

遵守规则和规范的活动。[1] 因此，国际制度的核心是主导性知识派生而成的

规则，从现行世界经济治理的制度及其组织形式来看，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

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于成员国而言，最根本的责任

和义务是执行国际组织的规则和遵循国际组织的规范。这是垂直治理的基本

运作机制。

第三，排异性的治理实践。任何其他途径的治理形式一般会被视为与垂

直治理相违背甚至是破坏全球层面治理的模式，因此不会受到霸权国和霸权

秩序自身规范的鼓励和支持。美国作为霸权国，更会用“一种垂直关系将地

区核心国家与美国、地区与次地区、美国与各个地区联系起来”。[2] 因此，

美国在对待地区一体化与合作治理问题上一直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冷战时期，

美国虽然支持欧洲地区一体化，但主要出于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政治安全需

求。对于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和一体化努力，美国则一直持不鼓励、不支持的

态度。[3]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并不支持东盟区域合作进程，

认为这样的地区主义会削弱霸权主导下的垂直式治理。直到在中国、俄罗斯、

[1]　[美]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

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9 页。

[2]　[美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 1-2页。

[3]　同上，第 5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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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日本等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为了避免被排斥于东

亚之外，才宣布加入这一条约，参与到这一地区进程之中。对其他所谓的小

多边形式或是双边协调治理模式，霸权国一般不会予以鼓励和支持。非霸权

国主导的治理实践和治理进程，比如金砖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治

理实践，也很难得到霸权国支持，甚至受到排挤和打压。这不仅反映了美国

对其他形态制度性安排的排斥，更反映了霸权秩序中垂直治理思想的权力观

念和排他意识。因此，排异性治理实践是垂直治理的内在逻辑。

简言之，霸权国权力和实施权力的意愿促成霸权秩序的形成，霸权秩序

进而使垂直治理模式成为可能，而垂直治理模式也会最大限度地发挥霸权国

的权力和支撑霸权国的领导力。在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实施了半

球霸权范围内的垂直治理；在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里，美国霸权延伸到全球，

也力推垂直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和实施。这既是所谓的“单极时刻”，

也是“自由制度主义主导世界”的霸权治理阶段，即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说的自由制度主义主导世界秩序的年代。[1]

二、霸权式微与多元世界的出现

美国霸权秩序式微已是不少学者的共识。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美国霸权秩序已经终结。美国自身的内向转变、新保守主义

思潮的强势兴起、西方之外其他大国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导致美国霸

权秩序终结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单边主义和霸权狂妄对美国霸

权秩序和支撑霸权秩序的多边制度的毁灭性打击。[2] 彼得·卡赞斯坦和乔纳

森·克什尼尔 (Jonathan Kirshner) 认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将会依

然存在，但美国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秩序已经落幕。[3]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1]　Robert Keohane, “Twen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2, 2012, pp.125-138.

[2]　[ 加 ]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 21-31 页 .

[3]　Peter Katzenstein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Downfall of the American Order: 
Liberalism’s E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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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ck）认为，霸权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后霸权时代呈现的是一个多节世界

（multi-nodal world），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形成世界网络中的

“节”和“点”。[1] 总而言之，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新自由主义价

值观作为元叙事的普世意义受到挑战，故而失去了统管世界事务、向世界提

供足够公共产品的能力。因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结束。

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沃马克认为，美国霸权从 2008 年开始表现出明

显的衰退迹象；阿查亚认为，2014 年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终结时间。但此类对

时间节点的判断似乎言之稍早，因为没有一个标志性事件明确显示美国霸权

的终结。此前，尽管乔治·W·布什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尤其是在联

合国未授权且大部分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受到包括美国

精英和许多盟国的反对，批评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双重标准，[2] 

但总体上因美国实力依然超强，且其后奥巴马高调支持多边主义，至少在舆

论和声势上对布什的单边主义行径有所抵消，使得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得到一

定修复。总体而言，冷战之后，由于主要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霸权进入鼎

盛时期。美国实力与任何一个其他大国相比都表现出明显优势，新自由主义

理念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话语，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在体系层面形成了霸权

秩序的主导运行机制。[3]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应是美国霸权秩序的最后一次领导力显示。肇始于

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导致西方国家乃至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面临

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全球性问题，在美国倡议下，原为部长级的二十国

集团机制升格为二十国领导人峰会，2009 年在美国匹茨堡召开首次会议，形

成了经济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匹茨堡峰会标志着由七国集团向二十国

集团转化、亦即由西方治理向超越西方治理的转变，二十国集团首次将新兴

[1]　[ 美 ] 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世界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81-207 页。

[2]　Bruce Jones et al,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3]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 No.1, 2009, p.7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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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纳入世界经济治理的中心团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决策过程中，

几乎所有大国都表示支持并采取了合作的行为。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成功组

织过这种由世界主要大国全都参与和支持的集体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2008 年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霸权退场的开始。美国综

合国力相比其他大国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其所主导的全球层面国际制度，在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跨国性威胁和挑战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低效，全球治理赤

字持续叠加，全球治理失灵现象不断出现。[1] 在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公共

卫生等重要治理领域，没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得到了积极的应对和有效的解决，

且诸多挑战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即便是在美国最为关注的反恐领域也是如

此。同时，作为美国霸权秩序支撑性理念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受到

不同思想思潮的冲击。新保守主义、现实主义、民粹主义等，都表现出强劲

发展势头，矛头直指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2] 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治理

方式，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济迅速发展，东盟更为灵活包容的软制度、

软治理方式等，也显示了世界思潮多元化和实践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因此，

霸权秩序所需要的三要素——权力、制度、理念，都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包含新保守主义、

强现实主义、极端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的内外政策，使美国霸权秩序和支撑

霸权秩序的权力要素从其自身和内部开始消解。

世界开始进入后霸权的多元时代这一说法，主要是从世界秩序的核心内

容考量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进而迅速蔓延至全球，是美国霸权退场的

标志性事件。在世界遇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际，在国际

社会最需要治理的时刻，出现了领导意愿和领导力的双重缺位；在国际制度

最需要发挥协调作用的时候，却表现出无能为力和效率低下的情景；在世界

最需要通力合作、共同抗疫的时候，出现了反智的集体行动逻辑悖论和严重

的不合作现象。所以，在这场危机中，霸权秩序的必要条件——领导力、制

[1]　吴志成、刘培东：“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

第 4期，第 20-41 页。

[2]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刘丰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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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效能、合作行动无一显现，更遑论发挥有效作用。霸权退场意味着霸权国

没有能力统合性地主导世界事务，没有意愿提供世界急需的公共产品，也没

有可能支撑霸权主导的合法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也是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秩

序的结束。世界秩序不再、也不能依赖于一个霸权国或是几个超强国家，任

何一个大国全面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个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

境况也难以出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依然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其他国家，包括现有的大国，都很难全面地与之并驾齐驱。但是，将美国霸

权秩序的衰退与美国国家的衰退等同，是一种逻辑谬误。美国霸权的衰退是

指美国已经不能凭一己之力全面支撑一种霸权秩序，不能掌控国际制度的运

作，不能有效影响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行为，不能塑造世界的文化取向和价值

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家实力与美国霸权秩序虽然是相关的两个术

语，但绝非意义完全相同的概念，更不构成因果关系。美国霸权的退场不是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终结，而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谢幕。进而，美国

霸权的退场也意味着世界霸权秩序的结束。同理，这也不是说大国在国际事

务中没有权力和责任了，大国的权力和责任依然存在，且显然大于其他国家，

甚至比过去更加重要，但大国垄断世界政治进程的权力难以形成，主导世界

事务的合法性广受质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立和维持一种世界秩序，霸权作为一种秩序已经失

去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国霸权秩序衰退，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秩序也退场了。

霸权退场意味着世界真正开始进入多元世界。多元世界的基本标识是世

界权力的分散和下沉。在霸权秩序中，世界物质性权力的等级分明，霸权国

是超强国家，是唯一可以统合性主导世界事务和全面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

多元世界的权力分布不是更加集中，而是更加分散。霸权等级渐次消解，多

极力量中心的格局也正在形成。仅从物质性实力角度看，虽然美国依然是综

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并且在可见的未来依然如此，但中国、美国、欧盟正在

成为世界权力的三个中心，基本形成中美欧相对稳定的三足鼎立态势。其他

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如俄罗斯、印度、日本、东盟等，也都在各自的地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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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国家虽然依旧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

行为体，但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增强。全球化使国际组织、多国公司、

跨国社会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在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突出的领域，国际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

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在框定问题和议程设置方面都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强势

的话语权和影响国际社会行动的能力。

多元世界的国际制度形态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立体多面的国际制

度将成为多元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霸权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安排集中在

全球层面，美国主要关注的也是全球层面的制度性安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制度确立和制度管理。美国政治精英在一战后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原初设计、

二战后对国际制度设计的继承和改进，都反映了国际体系顶层设计的意识和

实践，也反映了世界性霸权国家的世界观、秩序观和思维取向。冷战结束后，

这种以国际体系顶层安排为主导的全球性制度安排更多地开始在世界范围内

付诸实施。在权力分散后的后霸权世界，制度性安排会向多层面和多领域发

展。全球层面的顶层制度会呈现更多的合作与竞争、协商与辩论、妥协与斗争，

很难再以某一个霸权国家的权力为基本依据，也很难有一个国家具有制度性

权力的绝对优势。其他层面的制度安排也会更为主动、灵活，并以更具特色

的方式，因事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行动。

多元世界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思潮思想的多元表象和呈现。在霸权秩序

中，霸权国的思想理念往往发挥主导性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扩展至

全球，自由宪政思想被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思想和行为导向，许多制度设计

也以该思想理念为基础，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是以自由主义为理念支

撑和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当今世界，思想理念的多维度和多样性已十分明

显，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的多样化前所未有。对于治理模式、发展道路、

体制机制等重要问题，多元态势日趋明显。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仍将

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

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欧盟更接近于第三条道路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其经

济和社会发展方式都与美国明显不同。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理念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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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不是完全遵循某一种模式或模仿某一种道路，而是趋于采取一种更

为理性的折中主义和本土化形式。即便从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相关度很高的知

识体系来看，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开始崛起，对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提

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解释。[1] 有学者还提出，如果国际关系理论不是

产生于西方，而是产生于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那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思考世界，世界秩序又会是什么样

子？ [2] 这类问题本身就是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的质疑和挑战。

有观点认为，霸权的终结意味着世界的失序和混乱，意味着强无政府状

态的蔓延，甚至意味着体系性战争。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霸权稳定论认为，

世界只有存在一个单一的霸权国或领导国，全面管理国际事务，行使统一治

理，国际体系才会稳定。[3]这是一种结构决定论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失之偏颇。

霸权的退场可能会引发复杂情景甚至是某些乱象，比如国际体系的权力重构、

国家间竞争加剧、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必然失序和

国际关系的必然倒退。一个多元的世界意味着能动性的多元多样，只要行动

者的能动性朝着进步和进化的方向发展，多元多样反而会使世界更加充满动

力，富有启发和创新的思想会更加活跃，地区合作进程和地区间合作动力会

更加强劲，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会进一步发展。世界的发展进步不会、也不可

能依赖于任何一个“善意霸权”，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和国际行为体的积极

[1]　Qin Yaqing,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2]　Barry Buzan and Amitav Acharya, Re-imag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Orders 
i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Ind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3]　霸权稳定论先是出现在世界经济领域，代表学者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认为世

界经济之所以出现1929年的大萧条，是因为英国已经无力领导、而美国又不愿意承担领导责任，

于是，没有一个单一领导国的世界经济乱象四起。现实主义理论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奥根斯基、

库格勒等将霸权观引入国际政治领域，认为没有一个世界权力中心和一个单一世界领导国的

秩序是不稳定的秩序，任何崛起国的挑战都容易引发体系性战争。伊肯伯里将这种思想发展

为包含理念、制度、权力全方位“善意霸权”，亦即世界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自由主义利

维坦”。参见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obert Gilpin, Jean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 F. K. Organsiki and Jecek Kugler, The War Leg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John Ikenberry, The Liberal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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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创造性能动力。这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趋势。

三、多元世界与全球治理的扁平趋势

霸权秩序下的全球治理更多地呈现为垂直治理体系，多元世界的全球治

理则会趋向扁平。从垂直走向扁平是一个过程，是由一种治理形态向另一种

治理形态的转变，其间会有起伏波折，甚至动荡，但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扁

平式治理将会是后霸权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形态。

霸权秩序的衰退并不意味全球化的结束。尽管当前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思潮和行为司空见惯，但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发展到

当前阶段的客观存在。世界经济处于高度相互依存的状态，这种依存的内涵

不同于一战之前的列强经济相互依存（当时的相互依存程度很高，但更多是

一种分体单元或分立主体的相互依存，亦即在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经济体系的

条件下，国家之间作为分体的主体性存在和这些独立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

冷战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的体系，使国际体系中的行

动者成为主体共在和主体间互涵的存在。[1] 在这种条件下，独立分体的存在

从本体意义上已经难以实现。同时，这个经济体系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容纳

性和韧性，不会由于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崩盘。全

球化已经将国际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与之全面“脱钩”都难

以实现。另外，在社会层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汇现象，不但增进了各国

的相互了解，也增强了彼此互学互鉴的意识。即便是在新冠疫情阻碍了人员

物理性流动的极端情况下，现代科技也使网上交流持续不断。进而，全球化

带来的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形成的挑战是对全世界共同的威胁。

地球村不仅仅是一个意念性比喻，而是当今的具体景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

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符号，而是世界的客观现实。

全球化既提升了世界的整体福祉，也带来了全球性问题。时任联合国联

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组织的高级别名人小组报告《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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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的责任》指出，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重大挑战，包括经济

危机、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1]全球性问题首先是跨国性挑战，

无国界、无种族、无信仰区别、无政治界限，威胁对象是整个人类。全球性

问题也是紧迫性问题，一旦暴发，即时即刻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新冠肺炎疫

情和恐怖主义都是如此。全球性问题还是关联性问题，将国际国内事务密切

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负责任的行为会降低威胁程度，不负责任的行为则会

加大威胁程度。更重要的是全球性挑战关涉共同安全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

成员协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自身多么强大，都无法

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

后霸权时代的全球化会呈现不同于前三十年的态势，全球治理的模式也

会随着霸权的衰退而发生重要变化。全球化时代并没有过去，全球化的基本

走势依然持续，重要的变化是驾驭全球化方式的变化，即由霸权秩序下全球

治理的垂直式模式转变为多元世界中的扁平式治理。扁平式治理，主要指在

后霸权世界会出现一个多元的复合治理网络，使得全球治理的总体趋向由垂

直走向扁平。它更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是基于地方性实践的治理模式。

这个复合治理网络有三个典型特征，即多层面、多领域和多主体。

首先是多层面，指全球、跨地区、地区、次地区、小多边形式等不同层

面的治理实践将同时展开，尤其是在全球层面治理停滞不前时，这些不同层

面的治理活动将更加活跃。地区层面治理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欧盟、东盟等

地区组织和地区合作进程已显示出重要的治理意义，各自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均表现出适应性和生命力。欧盟整体上采用了法治为先的治理实践，从一开

始就遵循规则治理或是契约治理的理念和设计，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来规范

欧盟成员行动，提高成员相互之间的行动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信

息对称，以此克服集体行动难题，实现合作治理的目标。[2] 东盟则更多地反

[1]　United Nations, A More Secured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New York: 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2004.

[2]　Robert Keohane and Stanley Hoffmann, eds., 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 Decision-
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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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东方文化的智慧，采用关系治理的路径，以更加灵活和具有韧性的软制

度方式，促进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和谐，增强身份认同，凝聚团体共识，实现

地区治理的愿景。[1] 虽然二者的治理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但都遵循着治理

的根本目的、推动为治理而开展的合作。同时，欧盟和东盟的治理方式与霸

权秩序下的垂直治理有着重要差异。虽然这两个地区都有相对强大的成员，

比如欧盟的德国和法国、东盟的印度尼西亚，但总体上是一种无霸权治理，

更多显现民主协商式的治理，其权力结构和运行较之于霸权治理已经扁平了

许多。

其次是多领域。全球化时代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涉及

跨国性挑战和全球性问题。当前比较突出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

贫富差距、经济发展、世界贸易、恐怖主义、核不扩散等。在垂直治理实践中，

这些领域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好，反而经长期积累愈演愈烈。在世界贸易领域，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谈判进程越来越困难。2001 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距离完成

仍然遥遥无期，甚至被认为已经失败。完全依赖全球层面国际制度进行贸易

领域的治理已经使国际社会失望。正因如此，一些地区采取了地区层面合作

行动，国家之间出现了诸多的小多边形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垂直治

理模式再次使国际社会大失所望，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几乎完全缺位，作为这

一领域专门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合作困难重重，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治

理基本上由国家单独承担。由此可见，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领导者不一

定是大国，小国甚至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肩负领导者的身份、发挥领导者的

作用。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太空、极地、深海、数字网络等新疆域的问题

将继续涌现。在这些领域问题的治理中，谁能够表现出充足的治理能力和协

调能力，谁就可能成为领域治理的领导者。

最后是多主体。国家依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导行为体，但已经不

是垄断行为体或唯一行为体。除了国家之外，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国际

组织、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将成为全球治理复杂网络系统

中的节点，更多地参与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治理为

[1]　[新加坡 ]马凯硕、孙合记：《东盟奇迹》，翟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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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的前十名中，有五个是个人

或国际组织，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 美 国 全 国 慈 善 信 托 基 金（National Philanthropic 

Trust）。其中盖茨基金会捐款 4.5 亿美元，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两

个国家。[1] 多主体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弥补了

垂直治理的严重不足和低效，也将全球治理推向更加扁平。

全球治理的扁平化形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全球治理扁平化趋向已经显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国

际社会迄今为止达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治理成果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1]　转引自庞中英：“全球治理研究的未来：比较与反思”，《学术月刊》2020 年第 12

期，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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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RCEP），这是一个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性经济合作进程，东盟 10 国、

中日韩澳新等国家已经加入，表现出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和经济治

理共识，也是没有霸权国主导和不采取垂直治理体系的典型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扁平化过程将使多边主义更具竞争性。[1] 竞争

性多边主义可以表现为制度间竞争，即在多种多边制度安排共存的情况下，

多边制度之间产生竞争关系。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地区性多边贸易安排之间、

地区性贸易安排与全球性贸易安排之间等 , 都可能出现竞争性关系。严重的

制度间竞争会导致制度碎片化并因之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使原本促成合作

的多边制度成为导致冲突的一种原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也可以表现为大国竞

争的一种形式，反映大国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比如大国为了加强战略竞争

能力，针对多边制度展开主导权和影响力的竞争。无论是制度间竞争，还是

大国针对多边制度主导权和影响力的竞争，都会在治理体系由垂直向扁平发

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以 RCEP 为例，竞合关系将出现在整个实施过程

中，竞争态势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激烈。

在全球治理扁平化过程中，最需要关注和防范的是排他性多边安排。在

垂直治理体系中，霸权国的排异意识和行动会有意无意地避免排他性多边行

动，以霸权国统领全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尽可能把世界各国，尤其是重要

国家纳入治理体系之中，以实现帝权的一统性和制度的一致性。但在后霸权

时代，霸权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及合法性实施统一的垂直式治理。在这种

情况下，排他性多边安排会作为扁平治理一种形态出现，尤其是在原霸权国

可以发挥影响力的范畴之内。冷战时期，美国设计的多边治理制度针对苏联

即是排他性的，苏联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形成了实力两极、制度二元的分裂

型和对抗性半球治理世界。今天，这种局面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

也难以完全排除，国际社会应以最大的努力防止对抗性半球治理世界秩序的

形成和发展。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是走向包容性多边主义还是退向排他性

[1]　[ 美 ] 罗伯特·基欧汉：“竞争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20-26 页；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年第 12 期，第 60-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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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安排，是关系到世界走向命运共同体还是分裂性对抗体的根本问题。

四、结语

全球治理趋向扁平，意味着一种没有霸权的治理。地区、次地区多边治

理实践的发展会更具活力，问题领域治理实践会更具效力。全球治理趋向扁平，

不意味着全球层面治理的消解。全球层面治理会在一种权力下沉和分散的条

件下，构成全球复合治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更多的协商、谈判、合作、

竞争。全球治理趋向扁平，也不意味着大国能力和责任的消失，大国依然是

全球治理复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能力和责任都是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要素。

同时，全球治理在由垂直向扁平的发展过程中，竞争因素会更加突出，

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制度间竞争，也会出现大国针对制度的竞争。这类竞争

总体上属于软竞争范畴，不会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全面分裂，有时还会成为一

种讨价还价的缓冲平台，甚至对多边制度本身产生正面外部性效应。但是，

制度间竞争和大国针对制度展开的竞争，一旦走向排他性多边主义的极端形

态，甚至成为强意识形态结盟，将会撕裂世界。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治理在趋向扁平的发展中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形成

全球、区域、次区域治理相互牵动、不同治理领域相互关联、多种治理主体

之间相互影响的立体复杂态势。这不仅与垂直治理有着很大的差异，也会逐

渐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常态。对全球治理形成新的认知，通过复杂网络系统应

对全球性挑战，势必成为新时期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完稿日期：202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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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时代中国海洋观及其对国际海洋治理的影响

新时代中国海洋观及其对

国际海洋治理的影响

    胡德坤  晋  玉

〔提   要〕 新时代中国海洋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借鉴中外海洋历史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国际海洋

政治演变规律，认真总结新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情怀。新海洋观高度重视海洋在国家发展全

局中的重要作用，坚持陆海统筹的思想，妥善处理海上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弘扬人海和谐的理念，倡导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海洋观的提出为中

国海上维权和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同时也为国际海洋秩

序重构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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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理

性认识，是人们对海洋与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总体看法。[1] 海洋

观对一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发展及海权建设有重大影响。进入新时代，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借鉴中外海洋历史发展经验，

[1]　李剑：“新时代呼唤新的国家海洋观”，《解放军报》2017 年 4月 25 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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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新时代中国海洋观。梳理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内涵，剖析其形成的理

论与实践渊源，探讨其对国际海洋治理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更好地推进海洋强国战略

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新海洋观的内涵

新海洋观是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指导思想，其与中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和平、

合作、互利、共赢等进步理念。

（一）高度重视海洋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作用。海洋孕育了生命、联

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围绕新形势下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发表一系列

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3 年 7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全面指出海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1 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

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

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

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2] 同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考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时再次强调海洋的重要性，“海洋

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安危”。[3]2015 年发表的《中国

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也强调，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4] 党的

[1]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

2019 年 4 月 24 日，第 1版。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 年 8 月 1 日，第 1版。

[3]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增添原

动力”，《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2 日，第 1版。

[4]　“《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5年 5月 26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5/Document/1435161/143516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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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建设

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 因此，

他提出，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

不断取得新成就。[2]

（二）强调陆海统筹。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大国，但传统海洋观重陆轻海。

近代以来，国家安全威胁多来自海上，海权受到一定重视。但近代中国积

贫积弱，面临内忧外患，维护海洋主权力不从心，一度出现“陆防”与“海

防”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

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3] 坚持陆海统筹这一重要思想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都一再被重申。陆海统筹观念从根本上转变以陆看

海、以陆定海的传统观念，强化多层次、大空间、海陆资源综合利用的现代

海洋经济发展意识，既提升海洋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又增强海洋意识、

海洋文明等软实力。[4]

（三）平衡海上维权与维稳。保持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统筹维权与维稳

两个大局是新海洋观的重要内容。在处理周边海洋争端问题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坚

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

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5] 但与此同时，面对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权行为及域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2]　同上。

[3]　同上。

[4]　王宏：“海洋强国建设助推实现中国梦”，《人民日报》2017年 11月 20日，第7版。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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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家利用涉海问题挑衅我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我们爱好

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

利益。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

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

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1] 海军力量是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的坚强后盾。习近平高度重视海军在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方面的

作用，并指出，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中国军队始终高举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营造平等互信、

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主张各国海军应该加强海上对话交流，深

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

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2]《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提出，建设

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

洋权益。[3] 中国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

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

（四）倡导人海和谐，重视海洋生态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做到“人海和谐”。[4]

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我国海洋生态

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

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

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5] 习近平主席郑重向各国宣布，中国高度重视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2]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3]　“《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全文）”。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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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1] 李克强总理在中

希海洋合作论坛的讲话中倡议建设和谐之海，“各国都应坚持在开发海洋的

同时，善待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环境，让海洋永远成为人类可以依赖、可以

栖息、可以耕耘的美好家园。”[2]2021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陆海

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

权益维护。[3] 人海和谐观念是对传统海洋观的超越，使长期被忽视的海洋生

态保护问题上升到国家发展的优先议程。

（五）积极参与海洋国际合作。新海洋观强调海洋合作的必要性和中国

开展国际海洋合作的意愿。习近平指出，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

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4]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努

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所谓建设和平之海，就是同相关国家加强

沟通与合作，完善双边和多边机制，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通道安全，共

同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应对海洋灾害，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所

谓建设合作之海，就是同海洋国家一道，积极构建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

建设海上通道、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资源、探索海洋奥秘；所谓建设和

谐之海，就是各国都应坚持在开发海洋的同时，善待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环境，

让海洋永远成为人类可以依赖、可以栖息、可以耕耘的美好家园。[5]《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多次提到涉海国际合作，“以沿海经济带为支撑，深化与周边国家涉海合作”；

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深化与沿海国家在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科学研究

[1]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2]　李克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4 年 6 月 21 日，第 3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国政府网，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5 日）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5]　李克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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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上搜救等领域务实合作；参与北极务实合作，建设“冰上丝绸之路”。[1]

二、新海洋观的形成渊源

新海洋观是中国领导人充分吸取古今中外海洋事业发展经验教训，准确

把握国际海洋事务发展大势，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海洋建设思想的产物。

（一）充分借鉴中外历史经验教训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

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2] 这一论断是对世界海洋发展历史经验的高

度概括和总结。

从世界历史来看，自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 6 世纪的 1000 余年间，环地

中海区域相继出现了多个利用海洋发展而称霸的国家，如古希腊、古罗马，

初步显现了海洋对国家兴盛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世界强国基本都走上靠

海洋致富的道路，即控制海洋——繁荣商业——工业优势——经济强国。从

15世纪末至 17世纪中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依靠占有和控制海洋，

成为世界商业帝国。此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基本都是从走向大洋、

建立海权，逐渐成为称霸全球或地区的强国，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3]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海路向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

落后地区的扩张，虽然一方面打破了人类孤立封闭的状态，联通了世界，促

进了世界各地的交流和发展；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面海发展，首先重视的

是发展海军，普遍采用武力手段征服落后地区，血腥屠杀土著居民，强掳非

洲黑人到美洲为奴隶，用廉价商品交换当地珍贵的资源，用征服剥夺异国、

异民族来发展本国。就此而论，资本主义海洋强国的发展史都充满了血腥与

罪恶。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也给世界和平稳定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2006 年，第 180 页。

[3]　徐萍：“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6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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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巨大破坏。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我们在借鉴西方海洋发展经验的同时要摒

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习近平曾指出，我们绝不会走历史上一些大

国殖民掠夺的老路。那条路既与世界和平发展大势背道而驰，更不符合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我们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

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利用海洋，“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春秋时

期，齐国重视推进航海技术和商贸活动发展，“官山海”而齐国富。汉代不

但打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通海上丝绸之路，

曾多次派遣贸易船队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东海岸。唐朝开辟的航路远达波

斯湾、红海，更达东非沿岸，途经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宋代隔舱防水技术和

指南针在海舶的使用，远洋航运贸易能力迅速攀升。特别是宋高宗南渡时期，

财政十分拮据，把开放海洋作为国策，市舶收入成为南宋王朝一项重要的财

政来源。元朝建立以后更把发展海洋作为国策，海洋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明代前期，朝廷实施了较为积极的海洋政策，促成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

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虽然海洋经济曾在唐宋元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但强势的农耕文明阻碍了

海洋经济地位的根本提升，朝贡贸易也限制了统治阶级对其重要性的认知。

中国历代统治阶层“重农轻商”“重陆轻海”的观念弱化与延缓了中国人面

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能力与势头。海洋经济在中国封建时代主要集中在民间

和地方，并没有上升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明代中叶以后，世界

大航海时代来临，西方殖民者大力向海洋发展。明清政府却逐渐从海上退缩。

由于改朝换代和外部形势的变化，明清政府均曾实行“海禁”政策，规定“寸

板不许下海”。相关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

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数千金所造之洋船，系维朽

蠹于断港荒岸之间”。[1]

[1]　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州文集》卷三。转引自张炜、方堃主编：《中国

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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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从海上退缩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国家错失了发展机遇，并因海

防空虚、武备废弛而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1840—1919年间，日、英、法、

美、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 470 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达 84 次，出动

舰艇累计 1860 次。[1] 西方列强运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将中国变成了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

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

方向。”[2] 新时代海洋观正是深刻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

( 二 ) 准确把握国际海洋政治发展的潮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海洋政治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些新趋势对中

国海洋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一，国际海洋博弈总体是非战争方式。进入 21 世纪，尽管大国依然

重视海权建设，海上军备竞赛依然激烈，但大国间的有效核威慑抑制了热战

的发生，军事手段改变现状的难度与日俱增。伴随国际机制与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而非实战，威慑、海洋控制、力量

投送和海上安保将是未来海上力量的主要职能。[3]“围绕国家海洋权益的斗

争，日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对海洋的争夺和控制由过去的以军事目的

为主转变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主；由争夺有战略意义的海区和通道为主转变成

了以争夺岛屿主权、海域管辖权和海洋资源为主；由超级大国、海洋强国对

海洋的争夺转变成了沿海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国家海洋权益斗争的广

泛参与。”[4] 上述海洋权益斗争，虽然依然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更多

却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等渠道和平解决。从近年国际海洋政治实践看，尽管一

些国家曾因海洋权益或领土争端走向对峙，但几乎没有出现开火或伤亡事件，

[1]　张序三：《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年，第 1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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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第 2版。

[3]　胡波：“国际海洋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2期，第 96 页。

[4]　赵成国：“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要素”，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

三卷），海洋出版社，2002 年，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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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和平解决或管控海上矛盾和冲突是现实可行的。

第二，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成为国际潮流。海洋对于国家和全球经济

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全球海洋经济活动估计达 3 万亿至 6 万亿美元，为世界

经济做出重要贡献。90% 的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95% 的全球电信

传输是通过海底电缆实现的；全球 43 亿人超过 15% 的动物蛋白摄入来自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超过 30% 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是在海上开采的；沿海旅游业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和全球就业的6%至 7%。[1] 在开发利用海洋过程中，

各国之间存在发展水平差距大、能力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在资金、技术、市场、

人才等方面展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2] 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密切相关的是

海上非传统安全挑战带来的威胁。在全球化时代，海洋自然灾害、海盗和海

上有组织犯罪等威胁复杂多元，没有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国际合作应对是大

势所趋。

第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海洋是人类生态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海洋作为地球的呼吸系统，存

储和吸收世界 30% 的二氧化碳，而海洋浮游植物生产地球生存所需氧气的

50%。海洋调节气候和温度 ,使地球适合不同形式的生命体生存。海洋对社会

福祉至关重要。在大约 150 个沿海国家和岛国中，超过 40% 的世界人口，或

31 亿人，居住在距离海洋不到 100 公里的区域。[3] 无论一个国家是内陆国家

还是沿海国家，它都通过河流、湖泊和溪流与海洋直接联系。气候变化 ( 包

括海洋酸化 )、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造成的不利影响日益严重，正在危及世

界部分海域。而海洋是流动的整体，部分海域的生态环境恶化将不断向其他

海域扩展。国际社会已充分认识到海洋环境的恶化，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防

治。在“里约+20”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海洋占据了中心位置。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了 2030

[1]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网站，https://www.
un.org/zh/chronicle/article/21035。（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5 日）

[2]　徐萍：“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第 8页。

[3]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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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其中的“目标 14”聚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

可持续发展”，包含防止和减少海洋污染、防止海洋酸化、管制过度捕捞、

保护沿海和海洋区域等七个具体目标和三个执行手段。这些具体目标和执行

手段强化并重申了现有国际海洋议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包括 1992 年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会议、2002 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里约 +20”峰会）和 1994 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7

年 6 月，联合国首次海洋大会在纽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

强调，联合国第 14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路线图。他在

开幕致辞中就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1]

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顺应国际海洋事务发展潮流。新海洋观准确捕捉

了国际海洋政治的上述发展特点，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

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三）新中国海洋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和海洋事业发展。从毛泽

东时期“重海洋防务”，到邓小平时期“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到江泽民时期“全

面制定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再到胡锦涛时期“大力实施海洋开发战略”，

新中国海洋事业经历了从“生存”到“发展”，[2]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的演进。

建国初期，海洋事业百废待兴，海洋安全难以保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

发展利益，新中国采取了三大措施发展海洋事业：第一，建立一支海上力量。

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9 年 12 月发布命令正式组建海军。20 世纪 50 年代，中

[1]　首先，要结束经济发展和维护海洋生态健康之间的对立局面，牢记对于海洋资源的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次，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基础上促进国家和国际

层面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和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大海洋保护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管

理渔业，减少污染，清理海洋塑料垃圾等。第三，需要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巴

黎协定》以及《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体现的政治意愿转化落实到资金筹集中，为海洋

维护和治理提供经济支持。第四，需要利用大数据、现代信息分析手段等对海洋生态环境进

行实时监测，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支持。第五，各方应积极共享海洋环境治理的成功实践经验。

[2]　贾宇、张小奕：“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海洋战略思想初探”，《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8 年第 3期，第 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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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军发展为三大舰队，即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毛泽东同志十

分重视新中国海军建设，他在为《人民海军报》创刊号题词时写道：“我们

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

的可能的侵略。”[1]1953 年 2 月，毛泽东在海军“长江”号军舰上发表讲话

时指出，“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

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海军。”[2]第二，设立涉海管理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设立多个涉海管理机构，分别管理海洋渔业、海港、海关。

1964 年 2 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海洋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海军代管，后

又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强化了中国的海洋管理。第三，构建发展海洋产业。

中央政府将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作为海洋产业的三大支柱，

大力扶植和支持。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港口管理、造船、海洋

油气等行业发展。

改革开放后，海洋事业进一步得到重视。1979年 8月，邓小平指出，“当

前世界各国争相把科技重点、经济发展的重点、威慑战略的重点转向海洋，

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中国要富强，必须面向世界，必须走向海洋。”[3]在经济上，

邓小平提出了“开放沿海地区、开发近海资源、开拓远海公土”，借助海洋

发展国家经济的海洋经济战略。为实现上述目标，他批准“查清中国海、进

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重要部署。在海上安全方面，邓小平提出“近海防御”

战略思想。他指出，海防力量一定“要搞大一点，要加强，要有一点力量才

行”[4]；“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

东西”[5]。在海洋领土争端方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新思路。

1991 年 1 月，全国首次海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制订了《九十年代我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 67页。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3 页。

[3]　“邓小平 1979 年 8 月 2 日视察 105 导弹驱逐舰时的讲话”，《中国海洋报》1997

年 4 月 25 日。

[4]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 年，第 57 页。

[5]　张炜：《国家海上安全》，海潮出版社，2008 年，第 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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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提出了“中国的希望在海洋”的观念，[1] 明确了

这一时期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

出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1996 年 3 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了“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开发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环境”的要求。[3] 同年，

国家海洋局发布了《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对 21 世纪我国海洋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战略部署和具体安排，成为我国进军海洋的政策指南。[4]2002 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5]2003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发

布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

标。[6]2006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的第二十六章第一节提出了要强化海洋意识，

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开发海洋资源，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

洋经济发展。[7]

进入 21 世纪后，胡锦涛同志以构建和谐海洋为发展理念，提出了大力发

展海洋经济的目标；他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周边邻国的海洋争端，指出：“推

[1]　“宋健在首次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迎接海洋开发时代的挑战”，《人民日报》

1991 年 1 月 9 日，第 1版。

[2]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 年 10 月 12日）”，中国政府网，

2007 年 8 月 29 日，http://www.gov.cn/test/2007-08/29/content_73051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6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人

民日报》1996 年 3 月 20 日，第 1-2 版。

[4]　“《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出台”，《人民日报》1996 年 3月 28 日，第 5版。

[5]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年 11月 8日）”，科技部网站，2006 年 12月 22日，

http://www.most.gov.cn/jgdj/xxyd/zlzx/200905/t20090518_6974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8 日）

[6]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03 年 5 月

9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156.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8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06

年 3 月 16 日，http://www.gov.cn/ztzl/2006-03/16/content_228841_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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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

在海军建设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

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2]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大力“发

展海洋产业”。[3]2008年2月，国务院批复通过《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对我国未来 5 至 15 年的海洋事业发展做了明确规划，具体涉及到海洋经济发

展、海洋综合管理以及海洋公共服务事业等若干方面，力求实现建设海洋强

国这一目标。[4]胡锦涛同志还提出建设和谐海洋的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5]

新海洋观是对新中国多年来海洋发展思想与实践的总结，并结合国内国

际形势变化而进一步升华。

三、新海洋观推动国际海洋治理

在新海洋观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支持发展中国家海洋能力建设，发挥了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作用，

为推动国际海洋秩序向更加公正、和平、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一）新海洋观为国际海洋治理指明了方向

新海洋观高举和平、合作、人海和谐的旗帜，反映了国际社会建设持

[1]　“胡锦涛会见 29 国海军代表团团长表示：共同应对威胁 建设和谐海洋”，《南方

日报》2009 年 4 月 24 日，第 1版。

[2]　“胡锦涛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

原则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解放军报》2006年 12月 28日，第 1版。

[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4版。

[4]　“国务院批准并印发《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08 年 2 月

22日，http://www.gov.cn/gzdt/2008-02/22/content_897673.htm。（上网时间：2021年 2月 10日）

[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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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普遍愿望，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海洋观的集中体现。在

201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

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1] 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世界各国走互利互赢的海洋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

种海上共同威胁和风险挑战，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海洋的和平安宁与发展繁

荣”。[2] 这一理念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出发，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海洋

理论的一次突破，超越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自享有的简单狭隘的海洋权

益主张，体现了对全球海洋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深切关切，是中国为维护世

界海洋和平、推动世界海洋发展、参与国际海洋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3]

无论是新海洋观还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均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国际

社会长远利益，理应成为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指针。

（二）中国在新海洋观指引下积极参与引领国际海洋治理

在新海洋观指导下，中国积极从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率先发布《中国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与

本国的海洋事业发展相结合。在国际层面，中国已与近50个国家在海洋环保、

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蓝碳、海洋酸化、海洋垃圾治理等方面开展交流

与合作，并签署了30余个双边合作协议，承建8个国际组织在华机构和平台。

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从规则层面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习近平曾指出，“要

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4]，“要秉持和平、

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

[1]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2]　刘巍：“海洋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亚太安全与海

洋研究》2021 年第 4期，第 32 页。

[3]　同上，第 45 页。

[4]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新华网，2016年9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8/c_1119641652.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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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亦明确要求，“深度参

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

秩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 中国积极参与涉海问题相关国际谈判，

如联合国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问题国际协定磋商、联合国

全球海洋评估经常性程序报告进程、《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海底管理局

等机制框架下的谈判和磋商。2018 年 1 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北

极政策》白皮书，表示中国愿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

则，与各方一道，积极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挑战，共同认识北极、保护北极、

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3]

（三）新海洋观指导下的海洋维权举措捍卫和平海洋秩序

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指导下，中日达成了东海原则共识，中

国与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进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积极与邻国探

讨海上信任措施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防止海上争端升级或引发重大冲突。

在东海，中日签署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在南海，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磋商“南

海行为准则”。中国反对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海洋

权益的侵犯，抵制美国在海上搞抵近侦察等挑衅行为。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远

出印度洋在亚丁湾海域护航，有力打击了索马里海盗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印

度洋航道安全。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快速发展，中国海军遂行“近海防御、

远海护卫”的能力增强，有力维护了国际海洋的和平局面。

（四）新海洋观指导下的国际合作助推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海洋治

理和秩序构建

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海洋合作是中国既定的海洋政策。进入新时代，随

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中国进一步加大与各国的海洋

[1]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 年 1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上网时间：2021年 8月 20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3]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 年 1 月 26

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7868/37869/37871/Document/1618207/1618207.htm。（上网

时间：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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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提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

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

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1]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

“要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促进海洋经济、

环保、灾害管理、渔业等各领域合作，使海洋成为连接亚洲国家的和平、友好、

合作之海”。[2]2017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发布《“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指出“一带一路”海上合作“以共享蓝色空间，发展

蓝色经济为主线，加强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战略对接，全方位推动

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大通道，共同推动建立海上

合作平台，共同发展蓝色伙伴关系”。[3]

在新海洋观指导下，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海洋合作。在亚洲，中国与印尼、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柬埔寨、印度、韩国等签署

了双边海洋领域合作文件，建立了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海洋合作

中心、中国—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论坛等双边、多边合作平台。据统计，在《南

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 年—2015 年）框架下，国家海洋

局启动实施了 70 余个海洋科技合作项目，参与国家 19 个，不断推进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海洋与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目前，中国积极落实《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

年—2020 年）》。在非洲及小岛屿国家，中国与南非、桑给巴尔、瓦努阿图

等签署了双边海洋领域合作文件，向牙买加援建了首个联合海洋环境监测站。

同时，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向各国提供海上公共服务及产品。

近年来，国家海洋局组织建设覆盖“一带一路”的区域海洋观测网与保障服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2]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

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第 2版。

[3]　“两部门关于印发‘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1/17/content_524032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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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2017 年 6 月，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发的“西太海洋数据共享服务

系统”面向全球发布，有效提升了西太平洋区域海洋数据共享服务能力。中

国设立政府海洋奖学金和开展各类培训，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海洋领域人

才数千人。中国的上述努力，不仅有利于各国共享海洋开发红利，而且提升

了发展中国家海洋科技和海上天气预报等领域的能力，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

深海、极地等新疆域治理中的话语权，为国际海洋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和

均衡方向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结语

新海洋观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总结历史规律，

深刻把握国际海洋政治发展潮流，继承与发展新中国海洋建设思想，将历史

与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产物。新海洋观所呈现的价值追求代表

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此，其虽然有中国特色，但更属于全人类。在世界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新海洋观不仅是指导我国实现海洋强国

战略的强大思想武器，更是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推动全球海洋秩序向更加公正、

合理方向发展的“中国方案”和现实路径。中国在新海洋观指导下的实践已

然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表率，将在国际海洋治理进程中留下鲜明的足

迹。

【完稿日期：2021-8-30】

【责任编辑：宁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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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合作的话语消退与重新激活 *

    吴  琳

〔提   要〕 随着东盟主导机制受到瓶颈制约，“印太”概念的战略化

推动竞争性话语不断走强，以及大国制度竞争对传统合作模式的削弱，

亚洲区域合作的传统话语出现消退迹象。但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了新

的合作需求的生成和增长。合作话语消退与合作需求增长之间形成二元

张力，推动亚洲区域合作走向复合多元和竞合共生的新发展阶段。亚洲

区域合作的未来走向关系到中国的周边秩序塑造。话语建构是确保中国

区域合作理念“精准传播”和“区域化表达”的重要实现方式。中国应

基于合作话语消退带来的多种挑战和疫病大流行催生而来的新合作需求，

着手推动激活东盟主导、发展和平与规则秩序等合作，培育亚洲区域合

作新动能。

〔关 键 词〕亚洲区域合作、合作话语建构、新冠肺炎疫情、周边秩序

〔作者简介〕吴琳，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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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入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亚洲区域合作 [2] 站在了“新起点”上。从内

部看，区域合作进入平台期，需要本地区国家作出必要政策调整，展现出更

*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秩序转换与中国的亚洲区域合作新
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1DTR020）的阶段性成果。

[1]　“亚洲区域合作”是指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逐渐形成的多层次、多支点、多方位
的复合型地区合作网络。参见王缉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国际
安全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4-12 页；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期，第 6-25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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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政治智慧和更大的政治魄力。[1] 从外部看，在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主要大国力推“印太”战略、中美关系全方位恶化以及地区中小国家心态摇

摆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亚洲区域合作机制的合作动能受到抑制。与此同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的肆虐传播、生态环境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

后果显现，地区热点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广大地区国家对于合作

的新需求又在不断生成。在秩序转换的关键时期，亚洲正面临合作话语消退

与合作需求增长的二元张力。本文将分析亚洲区域合作话语消退的成因，二

元张力下的亚洲区域合作新形态，探讨中国重新激活亚洲区域合作的话语选

择和塑造路径。

一、亚洲区域合作话语消退的成因

所谓亚洲区域合作的“话语消退”，具体是指冷战结束以来逐渐被亚洲

国家广泛习得、接受和实践的区域合作主导性话语（包括东盟共同体、“东

盟方式”、东盟中心地位、东亚合作、亚太合作、APEC方式、亚太自由贸易区、

“上海精神”、合作安全等），逐渐失去传统影响力的过程。近年来，亚洲

区域合作机制进入平台期。在“印太”概念 [2] 逐渐政治化和战略化、大国制

度竞争在地区层面日趋加剧等因素的催化作用下，亚洲区域合作话语进一步

受到冲击，竞争性话语不断走强。

（一）亚洲区域合作机制进入平台期

亚洲区域合作机制面临整体性瓶颈问题可追溯到 2010 年前后。随着中

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东盟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东盟对中国的战略

疑虑开始增加，这之后东盟对华信任减弱成为制约中国 - 东盟机制发展的主

要障碍之一。[3] 钓鱼岛争端、南海危机骤升等一系列重大事态进一步加剧了

[1]　“坚定信心，深化亚洲区域合作——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
会亚洲区域合作组织圆桌会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7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wjbxw_673019/t1448880.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3日）

[2]　对“印太”概念的梳理参见：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
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7期，第 14-22 页。

[3]　王玉主、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 - 东盟关系再认识”，《东南亚研究》

2017 年第 6期，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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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中国与南海声索国的分歧，使东盟与中日韩（10+3）、中日韩自贸区

建设的推进步履艰难。上海合作组织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面临新的发展

困境。受制于能力不足、内部分化和大国竞争等因素，东盟、南盟、太平洋

岛国论坛等次区域组织更难以担负驱动亚洲区域合作之大任。

（二）“印太”概念战略化推动竞争性话语走强

以“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1] 为核心的竞争性话语在主导国家“印

太”战略的建构下正不断走强，处于传统优势地位的地区合作话语被抑制，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海洋话语的对华竞争性走向公开化。2017 年 11 月，沉寂十年的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在日本推动下得以重启。美日澳三方在各自声明中均

表示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强调“自由航行与海上安全”、依据

国际海洋法解决海洋争端等。印度对此持谨慎态度，故其声明未提及上述内容。

这一时期四国在海洋秩序重构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话语。然而，2020 年

以后，随着印度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四国开始加快弥合分歧的步伐，这直

接促成了 2021 年 3 月首次四边对话领导人视频会议的召开，“东海和南海以

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新提法被写入会议联合声明。[2] 美国和日本率先

发起点名中国的竞争性海洋话语攻势。两国在外长防长“2+2”会谈和首脑会

晤的两份联合声明中，公开指责中国“破坏”地区现有秩序和海洋规则，重

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强调维护两国在台海“利益和自由”

的重要性。[3] 之后，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也纷纷加入。[4] 和平、合作的海

[1]　对 FOIP 概念的梳理参见：Jeffrey Reeves and Joanne Wallis, “A 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ngagement (Roundtable),” Asia Policy, 
Vol.15, No.4, October 2020。

[2]　The White House,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
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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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4]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Japan-Germany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2+2),”April 13, 2021,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1/04/aa9ac5d279ca488488a60a5983f032
0dfe9d99cd.html#1.（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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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话语被进一步边缘化。

第二，关键领域的话语建构意在排除中国。“弹性供应链”正成为印太

竞争性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印、澳、欧盟等都提出建立“高

科技韧性价值链”，其目的是要削弱中国在未来科技时代中的核心竞争力，

重构“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产业链。日本对此尤为积极。疫情期间，日本积

极游说东盟国家，还尝试在“10+3”的第二轨道机制下提出“重建印太弹性

供应链”的新议题，试探东盟对于将印太议程引入东亚合作机制的态度，但

遭到东盟国家反对。[1] 此外，“印太获得疫苗的公平机会”“优质基础设施

投资”“民主韧性”[2] 以及批判中国的“疫苗外交论”“胁迫外交论”“战

狼外交论”“网络攻击论”等印太话语 [3] 也都带有明显的制华、排华意涵。

第三，欧盟规范话语的介入进一步挤压传统地区话语的中心地位。欧盟

彰显和强化其印太角色的主要方式是软性介入，即通过强调其规范优越性，

主导地区合作话语走向。2020 年 9 月，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发布“印

太政策指针”，提出要“以欧洲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导向形成印太战略”。[4]2021

年 4月，欧盟公布首份“印太合作战略报告”，报告开篇便将“民主、人权、

法治和尊重国际法”的价值观奉为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基础。[5] 欧盟在优先

价值观上与美国并无本质区别，却与“加强东盟中心地位、开放、包容、尊

重主权、不干涉、补充现有合作框架、平等、互相尊重、互信、互利”[6] 等

[1]　作者参与了此次工作组会议，获取了第一手资料。

[2]　The White House,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3]　C. Raja Mohan, “Beijing, Dhaka and the Quad: How China’s New Diplomatic Swagger 

is Hitting India’s Neighbours,” May 18,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
chinese-envoy-beijing-dhaka-relationship-quad-point-7319220/; C. Raja Mohan, “Non-Alignment, 
Nationalism and the Quad,” April 13, 2021, Raisina Edit 2021, Observation Research Foundation.（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20 日）

[4]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 Germany-Europe-Asia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Together,” August 2020,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380514/f9784f7e3b3fa1bd7c5446d2
74a4169e/200901-indo-pazifik-leitlinien--1--data.pdf.（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5]　The European Council, “Indo-Pacific: Council Adopts Conclusions o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April 19,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4/19/indo-
pacific-council-adopts-conclusions-on-eu-strategy-for-cooperation/.（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6]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June 23, 
2019,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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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地区中心地位的规范话语存在明显差异。欧盟规范话语的介入与西方价

值观的强化对“东盟方式”及其他本土性亚洲价值观形成了冲击。

（三）大国制度竞争抑制原有合作动能

第一，美国挑起对华制度竞争，冲击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东

亚之所以会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东盟的

能动性，而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性质。[1]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克林顿政府确定了对华“接触”政策，认为可以通过“对话和交往”来解决

中美分歧。[2] 中美关系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稳定期。中美温和的竞争和建设

性的合作为东盟发挥“中间人”和“调解者”的角色提供了机会。但发端于

奥巴马、成形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全面对华竞争政策宣告了接触政策的“失

败”，导致东盟主导制度在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约束中国和调和中美矛盾的作

用有所下降。美国转而在东盟主导制度以外构筑“四边对话”，并拟吸纳地

区部分国家扩员；将停滞十余年的“湄公河下游倡议（LMI）”机制升级为美

国 -湄公河伙伴关系；联合盟友和伙伴打造“技术民主国家（T12）”“民主

合作伙伴俱乐部（D10）”等议题联盟；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就南海以及涉藏、

涉港和涉疆的人权问题发起对华“舆论战”和“外交战”，[3] 并力推“女性、

和平与安全（WPS）”“青年、和平与安全（YPS）”“包容性进程”等进入

地区话语。[4]受此影响，东盟不仅将面临认可度和重视程度下降的边缘化危机，

其在东盟主导制度内部的传统角色也存在失效的风险。

[1]　Evelyn Goh,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 Bargain in East Asia: ASEAN’s Limited 
‘Brokerage’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1, No.3, 2011, pp.373-401; 
Evelyn Goh, “ASEAN-Led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The Great Power Bargain Deficit,” 
in Gilbert Rozman, Joseph Chinyong Liow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sia’s Southern Tier: 
ASEAN, Australia, and India, Asan-Palgrave Macmillan Series, 2018, pp.45-61.

[2]　牛军：“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美国研究》2018 年

第 6期，第 16-17 页。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Blink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ugust 6,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
participation-in-the-asean-regional-forum-foreign-ministers-meeting/.（上网时间：2021年8月 18日）

[4]　2018年至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预防性外交讨论中提出将女性、
青年、非政府组织纳入和平建设的包容性进程。2020 年 12 月，美国在其主办的“东盟地区论
坛预防性外交和冲突缓解研讨会”的概念文件中强化了这一主张。笔者参与了该概念文件的
审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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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日重回东亚制度竞争的焦点，给业已达成的地区合作协议带来

诸多变数。中日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引擎，中日关系的动荡

直接影响地区合作进程的推进效果。在 21 世纪头十年里，由于日本担心中国

获得地区主导性影响，以“10+3”机制为发端、东亚峰会创立为博弈点，东

亚逐渐形成“守成的日本”和“上升的中国”在地区制度内竞逐的态势。[1]

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开始以东盟主导制度的积极参与者身份介

入地区事务，中美取代中日成为制度竞争的主体。[2]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对

东盟的轻视导致这一时期的制度竞争更多以一种美国主导的恶性竞争的方式

呈现，日本则趁此机会加强了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规则主导权；[3] 与此同时，

日本加紧与“东盟印太展望”对接，率先在 2020 年 11 月同东盟签署《关于

东盟印太展望合作的联合声明》。[4]这是东盟与外部大国签署的首份类似声明，

政治意义不言而喻。拜登政府重新强调盟友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则为日本

在技术竞争与创新、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领域借美制华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中日重回地区制度竞争的中心，将给“10+3”、《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朝核等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的合作议程带

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大国制度竞争加剧了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焦虑和战略投机，使维

持地区合作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东盟推出“印太展望”是一种战略进取，

更是大国制度竞争激化背景下的应激性反应，折射出东盟内部普遍存在的战

略焦虑。与东南亚国家略有不同，南亚小国的心态更接近于战略投机，这部

[1]　黄大慧、孙忆：“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与中日制度竞争”，《教学与研究》2017 年

第 6期，第 35-42 页；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第 12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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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36 页。

[3]　Elina Noor, “Positioning ASEAN in Cyberspace,” Asia Policy, Vol.15, No.2, April 2020;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cept Pap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SEAN Regional Forum Inter-
Sessional Meeting on Security of and i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RF ISM on ICTs Security),” 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8/55d.-
Concept-Paper-on-ARF-ISMs-on-ICT.pdf.（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4]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3rd ASEAN-Japan Summit on Cooperation o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November 12, 2020,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14942.pdf.（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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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源于南亚的战略文化，也与大国在南亚的竞争升级密切相关。这些国家对

美国和印度打中国牌，争取更多利益好处，在很多时候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与

合作，也加剧了中印不信任。[1] 地区中小国家对于大国制度竞争的担忧和投

机心理，将直接影响其对地区合作的稳定预期，使其更容易选择短期获益的“两

面下注”或“搭便车”策略，而不愿长期持续地开展地区合作。在不断变动

的秩序转换期，维持地区合作的持续动能将难度更大。

二、二元张力下亚洲区域合作的新态势

与亚洲区域合作话语消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正深刻影响

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地区合作需

求。其一，疫情促使地区国家和组织深刻认识到构建区域性卫生健康防线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其二，疫情推动亚洲国家萌发系统应对生态动荡的新共识。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副秘书长孔福克（Kung Phoak）指出，应把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及其疫后修复视作一个机会，探讨如何利用现有的伙伴关系和倡议，

采取更加集体和协调的反应，以减轻影响。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执行主任特

蕾莎也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需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和跨部门的行动。”[2] 其三，疫情还加速了地区国家发展观与安全观的协同

进化。疫情冲击之下，以“高消费、高浪费、高享受、高消耗”为驱动的西

方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实现“更有韧性、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3]

成为地区国家的新选择。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异军突起”则为亚洲

[1]　Constantino Xavier, “Across the Himalayas: China in India’s Neighborhood,” in Kanti 
Bajpai, Selina Ho and 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a-India Relations, 
Routledge, 2020, p.430.

[2]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s ‘One Health’ Approach: Cost of 
Preventing Pandemics is 2% of COVID-19 Damage,” November 30, 2020, https://asean.org/aseans-
one-health-approach-cost-preventing-pandemics-2-covid-19-damage/?highlight=East%20Asia%20
cooperation.（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9日）

[3]　“东盟正式发布《东盟全面复苏框架》”，中国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处网站，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11/20201103016495.s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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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地区主义”[1]的前景积聚了新能量。与发展观同步进化的还有安全观。

疫情更新安全观的最重要方面体现在对人类安全的强化上。这意味着新观念

和新方式未来有可能被引入亚洲区域合作之中，形成新的动力源泉。新的合

作需求增长与传统合作话语消退之间形成二元张力，推动亚洲区域合作走向

复合多元和竞合共生的新发展阶段。

（一）东盟中心地位面临重构

东亚地区以东盟为中心的同心圆架构将发生改变，东盟中心地位将被重

构。东盟的同心圆架构只是未来亚洲区域合作架构的组成部分，因为更多的

以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为核心的机制在涌现，它们与东盟为中心的传统

合作机制之间是一种交叠的关系，并不从属于东盟中心架构。美国、中国和

日本各自构成的区域合作网络，并不一定以同心圆形式存在，其形态的发展

将取决于这些大国的制度建构和政策互动。比如，美国当前是在“轴辐式”

同盟体系基础上，加上了“四边对话”和多个议题联盟。而中国一方面在东

盟主导架构下建立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LMC）等新机制，充实和强化东盟中

心，另一方面通过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新平台，

拓展了东盟主导架构的合作网络。在此背景下，东盟中心地位必然面临重构。

（二）地区主要合作机制在大国竞争中渐进发展

大国制度竞争成为常态，地区主要合作机制会在大国博弈和关系调整中

实现渐进式发展。正如中国认识到亚洲区域合作不可能排除美国，美国也清

楚不可能建构一个“去中国化”的印太。拜登政府的印太协调员库尔特 • 坎

贝尔（Kurt M. Campbell）认为，最优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及其伙伴使中国明

白一个激烈竞争但和平发展的地区是有好处的。[2] 对中国而言，良性竞争是

可接受的，合作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因此，可以断定，中美在地区主

要机制内的竞争会长期存在，围绕地区规则的制定和中国地区角色的扮演，

中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力量会在博弈中逐步找到新的共识点和均衡点，地

[1]　魏玲：“发展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67-91页。

[2]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 January 12,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united-states/2021-01-12/how-america-can-shore-asian-order.（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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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合作机制也会因此不断调整内部关系，在停滞、倒退和复原中找到渐进发

展的路径。

（三）次区域组织的集体身份将有所强化但受制于能力不足

次区域组织的集体身份意识将有所强化，但能力不足仍是制约其整体性

作用发挥的主要障碍。在大国竞争加剧、区域合作话语减退的压力之下，次

区域组织普遍启动了“应激性保护机制”。比如，东盟在 2019 年推出捍卫

其中心地位的《东盟印太展望》，在 2020 年启动“东盟身份年”。[1] 太平

洋岛国论坛则担心受到印太框架捆绑，[2] 不得不在“‘中国方案’（China 

alternative）和我们的传统伙伴”之间作出战略选择，[3] 因此提出了

“2050 年蓝色太平洋洲战略”（The 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优先解决本地区国家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该论坛秘书长梅格

•泰勒（Dame Meg Taylor）还多次呼吁大国应了解地区国家对于海平面上升、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重大问题的关切和需求，并通过区域主义采取行动。[4] 

但与此同时，它们的能力短板将持续影响其作用发挥。东盟对于 2021 年 6 月

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呼吁“停止向缅甸输送武器”决议的态

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决议草案的措辞原本更为强硬，除缅甸外的东盟九国联

合提出修改措辞。在正式投票时，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

投了赞成票，而文莱、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投了弃权票。[5] 这暴露出东盟在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 Year of ASEAN Identity Begins,” The 
ASEAN, No.1, May 2020, p.28, https://asean.org/storage/2017/09/The-ASEAN-Magazine-Issue-1-
May-2020.pdf.（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4 日）

[2]　Joanne Wallis and James Batley, “How Does the ‘Pacific’ Fit into the ‘Indo-Pacific’?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the Pacific Islands,”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6, No.1, 2020, pp.2-10.

[3]　Pacific Islands Forum, “Keynote Address by Dame Meg Taylor, Secretary General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February 8, 2019, https://
www.forumsec.org/2019/02/12/keynote-address-by-dame-meg-taylor-secretary-general-the-china-
alternative-changing-regional-order-in-the-pacific-islands/.（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4]　Pacific Islands Forum, “Keynote Address by Secretary General Meg Taylor to the 2018 State 
of the Pacific Conference,” September 8, 2018, https://www.forumsec.org/keynote-address-by-secretary-
general-meg-taylor-to-the-2018-state-of-the-pacific-conference.（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5]　Michelle Nichols, “United Nations Calls for Halt of Weapons to Myanmar,” Reuters, 
June 19,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n-chief-urges-general-assembly-act-
myanmar-2021-06-18/.（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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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缅甸问题“五点共识”上的能力不足和内部分歧。

（四）聚焦务实领域的非正式机制成为区域合作新主体

一系列务实、灵活、小多边的非正式机制和新型合作模式不断涌现，与

传统的正式地区机制共同构成亚洲区域合作架构的主体。中国是这一进程的

有力推动者。近年来，为推动阿富汗、“罗兴亚人”等地区热点解决，中国

先后创建了“中国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中阿巴）、“中国 - 缅甸 - 孟加

拉国”（中缅孟）、“中国 - 中亚五国”等小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具有

非正式、灵活、务实的共同特点，更容易在危机来临时快速行动。比如，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南亚的加速蔓延，中国启动“中阿巴+”合作，牵头举行了“中

国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 - 尼泊尔”（中阿巴尼）、“中国 - 巴基斯坦 - 尼泊

尔 - 斯里兰卡 - 孟加拉国”（中巴尼斯孟）、“中国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 -

尼泊尔 - 斯里兰卡 - 孟加拉国”（中阿巴尼斯孟）等一系列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视频会议。[1]相比正式机制，这类机制的合作往往更聚焦、行动力也更强。

此外，“云外交”、政党外交、地方外交、人文交流、“2+X”、第三方市场

合作等多边实践创新也为亚洲区域合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五）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加强催生新的竞合方式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均有所加强，推动亚洲区域合

作新的竞合博弈方式出现。疫情凸显了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同时也加速了国

家主义的回归。[2] 各国都会更加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增强公共治理体

系的韧性。与此同时，城市、私营部门、女性、青年、非政府组织、社交媒

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扮演新角色也是大势所趋。这些行为体不仅

[1] “王毅主持中阿巴尼四国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外交部网站，2020年
7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07/
xgxw_676213/t1801271.shtml；“王毅谈中阿巴尼四国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达成五
点重要共识”，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07/xgxw_676213/t1801277.shtml；“中巴尼斯孟五国副外长
视频会议达成多项共识”，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xgxw_676890/t1831269.shtml；“中阿巴尼斯
孟六国举行司局级抗疫合作工作组和减贫合作工作组视频会议”，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6日，
http://newyork.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844802.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3 日）

[2]　杨光斌：“从抗疫斗争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其比较优势”，《理论导报》2020
年第 7期，第 4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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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人文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在冲突斡旋、预防性外交等地区安全事务中

的话语权也在上升。比如，在美国、加拿大、泰国等国家的推动下，“女性

和平与安全”（WPS）这一联合国议程正逐步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新议题。[1]

又比如，2012 年东盟峰会批准成立的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AIPR）致力于

东盟冲突解决的实证研究和能力建设，作为知识网络中枢，该机构正发展与

东盟成员国、次区域组织、国际智库、联合国等的联系，建立与公民社会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网络。[2] 非国家行为体深度参与区域合作将推动合作机制

的革新、不同行为体博弈方式的变化以及新的竞合关系的产生。 

三、激活合作话语的路径选择

与“话语消退”相对应，亚洲区域合作的“话语激活”是指重新激发具

有韧性但受到抑制的亚洲区域合作主导性话语的重构力。对于中国而言，区

域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塑造新周边关系和区域秩序的重要方式。激活亚洲区域

合作的新话语，是中国塑造周边的必然之选。面对二元张力和复合多元的地

区合作新态势，中国应从区域整体构建出发，通过塑造地区重大议程话语—

—东盟主导话语、发展和平话语和规则秩序话语，来夯实地区共同利益，弱

化大国竞争的消极影响。

（一）支持东盟主导话语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重构符合中国的总体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加强

与东盟的利益融合和关系深化提供了契机，[3] 中国可通过主动塑造东盟主导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Kingdom of Thailand, “Thailand, Indonesia and Canada Co-
chaire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Workshop on the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WPS),” 
March 2, 2021, https://www.mfa.go.th/en/content/arfwps020364-2?cate=5d5bcb4e15e39c30600068
3e; ASEAN Regional Forum, “Joint Statement of Promoting the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at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ugust 2, 2019, https://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wp-content/
uploads/2019/08/ARF-WPS-Statement_FINAL-00000002.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2 日）

[2]　吴琳：“过程、制度与规范本土化——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安全合作中的扩散”，《世

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2期，第 75-77 页。

[3]　“李克强在第 23 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jh_682528/
t1832452.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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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制度功能、加速推进 RCEP、构建中国 -东盟主导下的“全健康”（One 

Health）[1] 治理模式，强化东盟主导话语在区域合作中的韧性和活力。

第一，主动塑造东盟主导机制的制度功能。面对来自美国不断升级的对

华制度竞争压力，中国应更加重视从制度功能的视角出发加强对东盟主导制

度的主动塑造，包括推动中美在东盟主导机制下建立新的博弈规则，在充分

沟通的前提下支持东盟在公共卫生、区域供应链、气候变化等务实领域发挥

议题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东盟规范韧性的同时辩证看待规则规范的发展和变

化，以及坚持“东盟方式”，更加积极、持续、有效地参与到地区机制不同

轨道的决策过程中。鉴于美对华制度竞争的战略环境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中

国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开展对美有限竞争的内在张

力难题。

第二，加速推进 RCEP。RCEP 由东盟发起，其进展直接关系到东盟的国

际声誉，因此加速推进 RCEP 本身就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维护；[2] 日本承诺将

FOIP 与“东盟印太展望”相对接，意味着东盟还将对日本协同推进《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 RCEP 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而依

托RCEP合作实现地区各国经济复苏，更是东盟重新确立地区威望的难得机遇。

当前，坚持东盟主导，服务经济复苏，发挥地区倡议网络塑造力，应是中国

推进 RCEP 的着力点。坚持东盟主导首要表现为东盟近期和中长期复苏需求的

优先性。第 37 届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及其实施计划明确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复苏视为东盟当前的首要任务，公共

卫生、社会保障、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是复苏战略的优先方

向。[3] 中国应抓住时机，对接中国在 RCEP 项下以负面清单形式对投资领域的

承诺，探讨帮助东盟恢复经济韧性的阶段性方案。尽管当前大部分 RCEP 成员

还未完成国内核准程序，但推动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亚思想库网络、

博鳌亚洲论坛等机构发挥积极的地区倡议作用，将有助于维持 RCEP 在地区讨

[1]　亦有译为“同一健康”。

[2]　王玉主：“RCEP 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5 期，

第 55-56 页。

[3]　“东盟正式发布《东盟全面复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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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热度和能见度。

第三，基于“全健康”视角构建中国 - 东盟主导下的公共卫生新治理模

式。东盟倡导“全健康”理念，侧重通过综合生态治理预防疫病大流行的出

现，是一种预防性的整体治理思路。[1] 其实质就是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

环境健康视为一个健康整体，通过跨学科、跨地域协作和交流的新策略，共

同促进人和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凸显出“全

健康”治理的势在必行。[2] 中国与东盟主导构建新治理模式具有理念和实践

基础，一是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诠释的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和谐相生；二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目标所

开展的全球合作行动。新治理模式的构建首先依赖于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当

前，亚洲地区的新冠话语正在政治、专家和社会三个场域中展开，竞争性话

语主要出现在政治场域。[3] 专家话语和社会话语正不同程度地受到竞争性政

治话语的影响。面对政治话语压力，中国应加强地区层面的专家话语建构，

推动筹建防治传染病专家储备库；探索创建“全健康”研究院；建立跨学科、

跨国界的国际交流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东盟秘书处、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ACB）等官

方机构和非官方学术共同体开展深度合作 [4]；建立“全健康”产业园，加强

健康产业对接与企业合作。

（二）弘扬发展和平话语

在西方国家推动发展问题“人权化”和“安全化”的竞争态势下，中国

应保持警惕，通过弘扬发展和平的话语，引导亚洲区域合作优先满足地区国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s ‘One Health’ Approach: Cost of 
Preventing Pandemics is 2% of COVID-19 Damage” .

[2]　黄祺：“陈国强院士：全球疫情大流行下思考‘全健康’”，《新民周刊》2020 年

第 10 期，第 26-29 页。

[3]　“习近平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5 月 21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fyyq_699171/t1877663.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5 日）

[4]　2020 年 11 月 19 日，ACB 与越南自然资源和环境部、东盟秘书处、OIE 和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WCS）合作举办研讨会，探讨预防疫情的“全健康”治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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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发展需求，并弱化人权和安全手段对发展合作的干预程度和复杂影响。

第一，审慎规避“2030 议程”的发展中国家“陷阱”。西方国家为削弱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领域的话语权，主导制定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1] 人权、发展与安全“三大支柱”

目标首次被置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议程中，为西方以人权和安全为借口主

导新的全球发展合作方向提供了依据。中国在塑造地区发展话语上具备优势，

借助“2030 议程”与地区国家推行发展合作兼具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在落实

和对接的过程中，要注意规避该议程的两个“陷阱”：一是突出强调环境、

技术等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高质量标准，二是将女性、青年、非政府组织

等议题人权化并与发展援助挂钩。广大发展中国家担忧这将导致原本属于发

展议程的资源被转而投向人道主义援助及建设和平领域。[2] 中国应广泛汇集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以“2021 中国 - 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为契机，

着力助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节能优化、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金融、扶

贫减贫、青年就业等领域的发展合作。

第二，深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维度。当前中国面临气候变化议程

大发展和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机遇，但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比如气候变化议题开始出现安全维度，西方国家炒作生态问题“安全化”，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如何看待中国的气候责任上出现认知落差，等等。[3] 为了

平衡权利与责任的关系，中国在现阶段应谨慎应对气候问题安全化议程，将

精力集中在发展维度，从全球合作本土化和国内经验国际化两个路径出发，

深耕地区气候合作，消除东盟等地区国家的认知误区。

一方面，全球合作本土化意味着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合作，也要

为全球性理念的地区实践作出贡献。2010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海牙正式提

[1]　张春：“西方在国际组织中维持话语主导权的几种常见策略——以联合国 2030 年

议程制定中的门槛管理为例”，《国际观察》2018 年第 3期，第 80-95 页。

[2]　毛瑞鹏：“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国际展望》2020 年

第 2期，第 50-51 页。

[3]　东盟国家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应在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包

括向其转让技术、提供资金等。这一新动向在 2021 年 6 月 18 日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主办的

东亚思想库网络“气候变化与东亚可持续发展”工作组会上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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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气候智慧型农业”，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向世

界各国推广。中国于 2014 年启动了“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

实现了技术、理念在国内的本土化。[1] 接下来，中国应面向东盟、太平洋岛

国论坛、南亚等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和组织，通过加大资金、技术、

经验等援助，在农业生产的低碳转型上发挥地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国内

经验国际化本身也是中国践行大国责任的过程。中国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理

念和实践体系日渐完备，“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绿色发展”“生

态扶贫”已融入国内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

种中国本土话语，体现了中国在治理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家治理路径，

即国家规划战略主导和有组织的社会生态转型。该话语与国际上的“生态福

利国家”存在共通之处，对于具有相似体制和取向的地区国家来说具有很强

吸引力。[2] 因此可通过政府间政策对接的方式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福利

国家两种话语的融合和转化。“绿色金融”“生态扶贫”等则是中国为解决

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的新手段和新路径，在将这些最佳实践经验进行国际传

播的过程中，民间组织、国际组织、多边金融平台 [3] 等可发挥独特作用。

第三，夯实“以发展促和平”的话语基础和实践条件。近来中国多次在

地区热点问题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中阐述这一新理念。简单来说，“以发

展促和平”是指将促进民生改善和就业、推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视为长治久

安的根本之策。据此逻辑，大力推进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帮助冲突后

国家融入区域发展，应是中国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的区域路径。[4] 夯实话

[1]　“2020 年气候智慧型农业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

项目取得丰硕成果”，农业农村部网站，2020 年 9 月 22 日，http://www.moa.gov.cn/xw/
bmdt/202009/t20200922_635277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2日）

[2]　上述观点来自郇庆治教授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组织的“环境建

设和平圆桌会”上的发言。

[3]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Strengthens Its 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ndards,” May 21, 2021,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21/AIIB-
Strengthens-Its-Commitment-to-Environmental-and-Social-Standards.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4]　“同向发力 共筑和平——在安理会‘加强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高级

别公开辩论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
wjbzhd/t186991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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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基础和实践条件，可一方面与“2030议程”话语联动，进一步研究阐释“以

发展谋和平、以发展促人权”[1] 的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另一方面做实中国

在周边建立的一系列非正式合作机制，并以阿富汗局势演变与和平重建为契

机，加强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阿富汗

区域经济合作会议、“亚洲之心”伊斯坦布尔进程等地区经济框架下的合作。[2]

（三）重塑规则秩序话语

“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实质上是美西方为围堵中国而设计的话语圈套。

“解套”的方法不是回避“规则”，而应从“一带一路”机制化、海洋地区

治理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三个路径切入，通过加大地区规则的供给力度，[3] 

维护地区秩序的稳定。

第一，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机制和规则。随着美国、印度等国先后宣

布各自庞大的国内基建计划，未来中美、中日、中印围绕基建的规则标准之

争将更加激烈。在此趋势下，中国需加快“一带一路”高质量转型，特别是

加强对外投资和援助的规则设置和机制化建设。在对接现行全球治理规则的

基础上，中国还应探索国际规则革新，包括引入共商、渐进与义利观的原则，

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与支持体系，[4]推动“一

带一路”倡议支持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沿着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以新安全观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地区海洋治理。美国以竞

争性海洋话语压制中国，暴露出中国在地区海洋治理领域的“短板”。但随着“南

海行为准则”（COC）磋商进程的明显加快，[5] 中国在南海规则治理上的政治

[1]　“团结起来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多边
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21 年 5月 7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74345.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8月 16 日）

[2]　“第四次中国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联合声明——关于深化三方合
作”，外交部网站，2021 年 6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
yz_676205/1206_676207/xgxw_676213/t188125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8日）

[3]　张相君：“论国际秩序规则供给的路径选择——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
际观察》2019 年第 5期，第 52-72 页。

[4]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期，第 51-70 页。

[5]　“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在不利条件下仍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驻东盟使团网站，2021 年 8 月 10 日，http://asean.chinamission.org.cn/chn/stxw/t1898586.
htm。（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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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得到了进一步验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地区国家的对华信任，为深

化海洋合作奠定基础。未来，中国应着眼于 COC的规范磋商，将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到磋商中，积极参与地

区海洋秩序的塑造。在海上安全与合作（海上风险管控、航道安全）、航行

安全（海上搜救、渡运安全）、海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海洋灾害应急管理、

沿海减灾、海洋溢油应急管理与处置）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地区规则制定中，

新安全观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大有可为。[1]

第三，引导地区热点问题的制度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解决有可能成为

未来中国激发区域合作新动能的重要抓手。面对竞争性和冲突性日益凸显的

地区环境，中国应围绕“谁的规则”和“何种规则”两个问题，探索危机管

控的制度化解决路径：第一步，基于冲突相关方的利益，推动达成危机管控

的基本原则，比如“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阿富汗和平和解原则；第二步，

根据冲突情势选择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制度方案，区域组织能为防止冲突升级

提供以地区规则为基础的解决方案，[2] 务实的非正式多边机制也可适时发挥

斡旋调解的作用；第三步，完善地区安全架构，建立健全冲突预防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亚洲区域合作作为一股新生浪潮，曾为冷战后的亚洲持续和平与经济腾

飞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地区原有的合作机制逐渐步入发展瓶颈期，

“印太”地缘重构和大国竞争加剧对现有地区架构形成冲击和挑战，这导致

亚洲区域合作的传统合作话语受到抑制，既有的合作动能难以延续。但亚洲

各国对区域合作的期待并没有因此减弱，相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1]　中国近年来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推动了海洋安全上述具体领域的合作。ASEAN 
Regional Forum, “ASEAN Regional Forum Work Plan for Maritime Security 2018-2020,” http://
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ARF-Maritime-Security-Work-
Plan-2018-2020.pdf.（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2]　“王毅谈缅甸局势”，外交部网站，2021 年 6 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88/xgxw_676794/t1881965.shtml。（ 上 网 时 间：

2021 年 6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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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区域合作需求不断被催生出来。在传统合作话语消减和新的合作需求增

长的二元张力下，亚洲区域合作呈现出一种复合多元和竞合共生的新态势，

重新激活区域合作动能面临机遇。

中国一直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塑造者和维护者。冷战后中国

在一种全新的形势和关系架构下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进行新周边关系和秩

序的构建，这个“新”主要体现在区域合作的实践上。区域合作不仅在功能

意义上成为中国周边秩序构建的主要抓手，而且开启了中国“在转强新形势

下的一种区域认知回归”[1]。未来亚洲区域合作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中国

的周边秩序塑造。

2019 年 7 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提出中国参与亚洲区域合作的三个

基本原则——要聚焦东亚与亚洲，不能影响本地区现有的合作机制和成果；

聚焦合作与共识，不能搞地缘对抗和博弈；聚焦开放与包容，不能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2] 可见，竞争、排他、谋求地区主导权不是中国的政策选择，在

现有区域合作架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特征和地区合作新需求，构建开放、

合作、共赢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才是中国的目标。着力推动塑造东盟主导话语、

发展和平话语和规则秩序话语，并进行“精准传播”和“区域化表达”[3]，

才是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韧性、重建区域合作信心、激活地区合作动能

的务实之举。

【完稿日期：2021-9-3】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第 20 页。

[2]　“王毅谈印太概念的看法”，外交部网站，2019 年 7 月 31 日，http://new.fmprc.gov.
cn/web/wjbzhd/t1685012.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18日）

[3]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日报
网，2021 年 6 月 1 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106/01/WS60b5e974a3101e7ce9752cfd.
html?ivk_sa=1023197a。（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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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未来

    潘晓明

〔提   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强化地区经济合作机

制，推动成员国法律规则融合，构建以东盟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贸易规

则体系，重塑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利益平衡，加速区域新经济格局的形成

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对

经贸合作的冲击不断上升，各国对贸易规则和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加剧，

亚太经济一体化面临多种因素干扰。成员国应加快推动协定的生效与实

施，逐步吸收更多发展中成员国参与，推动贸易规则升级来推进亚太经

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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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十国签署《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RCEP

的达成和即将生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亮点。该协定的签署不仅显示了成

员国对自由贸易的重要承诺，更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融合迈出重要一步。客

观评估 RCEP的作用，探讨亚太经济一体化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对落实及未来

升级 RCEP、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RCEP 有助于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RCEP 这一以东亚国家为核心力量推动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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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范围最广、最具影响力的超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Mega-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RCEP 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国家间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

行合作，推动各国市场开放，实现经济共赢发展，更在于推动亚太区域架构

中的经贸机制一体化，促进成员国间经贸规则融合，从而实现亚太区域经济

合作机制发生结构性转变。

（一）推动区域经贸机制一体化

在 RCEP签订前，东盟已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澳

新联合签署）达成了 4 个“东盟 +1”双边自贸安排，但中日和日韩之间并未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RCEP 以 15 国、六方区域多边自贸安排机制取代多个双

边自贸协定安排，不但重整和优化了亚太自贸协定安排的框架和结构，[1] 同

时也扩大了亚太自贸协定安排的覆盖范围。就机制水平而言，RCEP 建立了更

为完善的治理机制。该协定的第 18 章规定，设立部长会议、共同委员会以及

下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可持续发展和营商环境四个机构，并常设秘

书处，负责 RCEP 实施后的日常事务。此外，RCEP 还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

负责处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争议。这种更为明确的分工和有效的机制安

排，有助于推动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区域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深度

开放，从而促使成员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转变”。[2]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长期停滞的背景下，RCEP 可以弥补 WTO 多边贸易体制失效

带来的机制缺位及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实现“机制对冲”，[3] 为亚太国家

经济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

（二）推动区域经贸规则融合

RCEP 是发展中国家推动新规则制定、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典范，既坚

持贸易投资开放、实现经济融合的目标，同时兼顾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和利益

[1]　樊莹：“RCEP：重塑亚太经济合作与筑基新发展格局”，《当代世界》2021年第8期，
第 54页。

[2]　Peter A. Petri and Michael G. Plummer,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s,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roking Paper 20-9, June 2020, 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wp20-9.
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4 日）

[3]　Mie Ob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alism: Institutional Hedging in An 
Uncertain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8, No.2, 2019, pp.125-140,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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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1]RCEP 强调成员国的共同发展，以成员国一致同意的贸易规则规范贸

易和投资政策，以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消除多个自由贸易协议并存带来的

“面条碗效应”，实现成员国之间经贸规则的融通，提升成员国规则和标准

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同，RCEP 是以东盟为

核心、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自由协定，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包

容性。东盟主导的 RCEP 反映了广泛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维护了包括欠发达国

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CEP 明确规定了协定的目的，即考虑国家发展

差异，促进贸易和投资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给予欠发达国家“特殊和

差别待遇”和更多灵活性，并在服务贸易等关键领域提升欠发达国家参与等。

第二，开放性。成员国在关税减让上采取渐进式开放，可以根据自身产业发

展情况承诺开放时间表。同时，RCEP 未来可能参照东盟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进

一步升级，提升贸易和市场开放水平。[2]第三，平衡性。RCEP规则制定采取“平

衡”的手法，兼顾各方利益，以协定第 11 章“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为例，第

11.2 条强调技术创新的保护和技术传播的平衡，强调知识产权所有人和使用

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主张知识产权保护应服务社会经济福祉，这与发

达国家单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有所差别。

（三）加快区域经济利益的融合进程

RCEP 推动成员国之间削减货物贸易关税，将贸易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

扩大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准入范围，促进更大范围的市场准入，加快贸易和投

资在成员国之间流动。另外，推出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使更多中间品因在成

员国国内生产而享受优惠关税，减少区域供应链的运营成本，吸引更多域外

资本流入成员国。

RCEP 将有助于提升成员国之间的系统性经济利益。国际贸易协定对于成

员国的权利义务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RCEP 成员国应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所承

诺的义务。在发生争议时，争端解决机制督促各成员国切实有效履行义务，

强化成员国的权利保护。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

[1]　保建云：“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亚太共同体构建”，《人民论坛》2021 年第 13 期，
第 100 页。

[2]　“Peter Petri on How RCEP Strengthens Asia’s Economic Integration,” Asia Expert 
Forum, February 9, 2021, http://asiaexpertsforum.org/peter-petri-rcep-strengthens-asias-economic-
integration/.（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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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RCEP 重申自由贸易主张，继续推进成员国市场开放，以有效的机制

督促成员国履行义务。这不仅有利于各成员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更能够加

强各国经济利益的联系，减少经济政策摩擦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维护和推

动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亚太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亚太地区既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也是大国竞争的重点区域，

是各种利益摩擦和力量博弈的最前线。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之际，RCEP 的签署虽给地区经济整合注入强大动力和信心，但仍将面临

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与挑战。

（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风潮

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和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的动摇是百年大变局在经贸领域

的重要表征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其进一步凸显。2008 年世界金融危

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力图重振本国产业，但相

关措施并未随着危机后经济的好转而减少。[1]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单边贸易

保护主义推到更高的水平，日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也

纷纷效仿，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2] 拜登政府上台后，主

张“买美国货”以提升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福祉的政策，[3]其在本质上仍是“限

制进口、扩大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4]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速转向

[1]　Chad Bown, “Protectionism was Threaten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before Trump,” 
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vember 8, 2018, https://www.piie.com/blogs/
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protectionism-was-threatening-global-supply-chains-trump.（上网时

间：2021 年 8 月 12 日）

[2]　OECD, “Acquisition and Ownership-related Policies to Safeguard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Current and Emerging Trend, Observed Designs, and Policy Practice in 62 Countries,” 
Research Note by the OECD Secretariat, May 2020, p.11, https://www.oecd.org/investment/OECD-
Acquisition-ownership-policies-security-May2020.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4 日）

[3]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2 日）

[4]　Kori Schake, “Biden Brings More Class Warfare to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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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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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 这与相关经济体自身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相对实

力下降密切相关，其为保护自身产业、维持经济竞争优势，采取制造业“回流”

和产业保护政策限制对他国产品的进口。

发达国家持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干扰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传

统的“欧美设计、东亚生产组装、欧美消费”的全球和区域经济融合模式造

成冲击。在原有的世界经济融合模式中，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

生产位置，所获利润丰厚，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消费市场，为全球价值

链中各国协作生产的最终产品提供消费市场。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

作为区域价值链中重要的生产国，受益于这一分工协作模式，许多国家依赖

原材料出口和初级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创造自身经济发展的空间。然而，

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不断加码，其国家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提升，

全球价值链生产和销售分工协作的原有平衡正在被打破。亚太区域国家出口

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更多的准入限制和非关税壁垒，而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和产业保护，使亚太国家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亚

太国家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挑战，而以区域国

家协作分工为基础的区域经济融合模式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使各国管控措施不断升级，商品、服务、资本、

人员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受阻，全球经济受到消费端和生产端的双向

挤压。客观上，此次疫情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封闭性，各国政策内倾趋势更为

明显，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更盛，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凸显。在逆全

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亚太地区国家并未采取有效的贸易促进政

策加以应对，一些国家甚至转而奉行保护主义政策。截至2021年8月 12日，

RCEP 的 15 个成员国正在实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达 24718 个，与 2020 年 1 月

1日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数量（24748个）基本持平。[2] 如此大量的非关税壁垒

阻碍了亚太地区国家贸易反弹，区域经济融合踟蹰不前。

[1]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The New Age of Protectionism: Coronavirus 
‘Vaccine Wars’ could Herald a Broader Retreat from Free Market,” Foreign Affairs, April 5,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21-04-05/new-age-protectionism.（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1 日）

[2]　作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测算得出，参见 https://trains.unctad.org/Default.
aspx。（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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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博弈冲击

亚太区域内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变量。美国为遏

制中国快速崛起势头，积极在科技、贸易领域对中国打压。除自身对中国产

品加征关税、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外，美国还极力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拼凑所

谓“民主科技联盟”“民主供应链联盟”“新经贸规则联盟”围堵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借机劝说其他国家脱离中国产业链。以美国和日

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实现国家安全为由、推动本国跨国公司供应链调整

为手段，试图实现自身产业重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拜登政府推出促进供应

链本土化行政法令，[1] 加速制造业工作回流以重振美国经济。美国以国家安全

考量为由通过一系列法律，包括强化禁止核心技术出口的规定、强化对外投资

限制和外国投资准入限制，[2] 介入和推动疫情后企业供应链重组，强化美国在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科技和高端制造竞争优势。日本政府效仿美国，通过一系

列法律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力度，并通过政府基金鼓励日本公司加

快供应链转移，[3] 推出“成长战略计划”支持高科技发展。[4] 不仅如此，美日

高层峰会还明确加强两国在数字技术、生物科技、供应链以及贸易领域的协调

和合作，以维持两国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创新优势和竞争力。[5]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高新科技出口限制措施冲击区域价值链现有的分工布

[1]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
americas-supply-chains/.（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

[2]　Demetri Sevastopulo, “US Adds Chinese Supercomputing Companies to Export Blacklist,” 
Financial Times, April 9,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2d43d15b-12d5-4abf-96a1-3eee96a63a10; 
Evan Vucci, “Biden Broadens Trump’s Policy Restricting Investment in Chinese Firms,” Politico, 
June 3,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6/03/biden-restricting-investment-chinese-
firms-491784; Don McGahn, Schuyler Schouten and Chad Mizelle, “Rigorous CFIUS Reviews will 
Continue Under Biden: How to Prepare,”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4/rigorous-
cfius-reviews-will-continue-under-biden-how-to-prepare.（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4 日）

[3]　Naomi Tajitsu, Makiko Yamazaki and Ritsuko Shimazu, “Japan Wants Manufacturing Back 
from China, But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So,” Reuters, June 9, 2020, https://www.reuters.com/
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japan-production-a-idUSKBN23F2ZO.（上网时间：2021年 6月 25日）

[4]　“The Growth Strategic Action Plan,” Cabinet Secretariat of Japan, June 2, 2021, https://www.
cas.go.jp/jp/seisaku/seicho/seichosenryakukaigi/dai11/siryou1-1.pdf.（上网时间：2021 年 6月 25 日）

[5]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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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时间：2021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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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搅动区域价值链的运行和发展，增加了区域价值链运行的短期风险。从

长期来看，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布局战略受市场、东道国政策、生产结构 [1] 等

因素影响。区域价值链重构会在不同国家、产业和产品之间出现分化，呈现

出复杂的结果。[2]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处于亚太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国家面

临地缘政治上升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将不利于地区国家凝心聚

力推进一体化合作。

（三）规则标准之争

利用规则标准制定权来防范限制竞争对手是美西方国家长期惯用的伎

俩。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以

打造“下一代高标准贸易协定”排斥中国在亚太经贸合作中的地位。特朗普

政府退出 TPP 谈判，发起“蓝点网络计划”，试图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展开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与欧盟等盟友进行协调合作，共同推动新一

轮国际经贸规则改革，以应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2021 年 3 月，

“七国集团”（G7）举行贸易部长级会议，启动“贸易路线”计划（Trade 

Track），强调“世界领先的民主贸易国家”加强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体系更

加自由、公平和可持续。拜登政府考虑在印太地区国家间签订有关数字经济

的协定，加强其在印太盟友中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对抗

中国经济崛起之势。[3]

美国联合盟友对数字经贸规则和标准的“圈地运动”给亚太经济一体化

进程带来重要阻碍。数字科技标准和数字经贸规则林立将导致区域市场割裂。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脱钩”和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将带来不同的数字技术标

准和数字经贸规则并行存在的局面，进而造成区域市场的割裂，严重阻碍亚

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尽管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在协调国际

[1]　Mitsuru Obe, “Decoupling Denied: Japan Inc Lays Its Bet on China,”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d1e2f806-1958-4cd6-8047-e27901786f26.（上网时
间：2021 年 6 月 26 日）

[2]　“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 US Chamber 
of Commerce China Center, 2021, p.70, https://www.uschamber.com/report/understanding-us-china-
decoupling-macro-trends-and-industry-impacts.（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14 日）

[3]　Peter Martin, Eric Martin and Saleha Mohsin, “Biden Administration Weighs Digital 
Trade Deal to Counter China in Asia,” Bloomberg, July 13,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21-07-12/biden-team-weighs-digital-trade-deal-to-counter-china-in-asia.（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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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各国技术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世界范围内关税的大幅降低，

技术标准仍然是主要的非关税壁垒。不同的数字技术标准可能成为一些国家

贸易保护的工具，这些国家可以强调自身标准和规则合法性、合理性之名，

行对自身产业和高科技保护之实，阻碍跨境贸易的自由流动。

三、以 RCEP 为抓手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作为亚太区域超大自由贸易协定，RCEP 生效将对推动亚太经济融合发展

乃至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尽管亚太经济一体化前景仍不

明朗，但推动这一进程符合各方长远利益。RCEP 成员国应充分发挥协定的抓

手作用，坚定不移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朝纵深方向发展。

（一）加快推动 RCEP 在成员国生效实施

以往经验表明，区域国家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对区域经济复苏至关重

要。[1]RCEP 的生效实施能够有效推动东亚区域市场加速形成，[2] 在区域范围

创造有利的贸易投资环境，强化区域价值链的有效合作，帮助各国抓住疫情

后世界范围内需求恢复的发展机遇，[3] 对冲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和

风险，实现对外贸易反弹，带动各国经济复苏。

按照规定，在 3 个非东盟成员国和 6 个东盟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

准 RCEP 生效的 60 日后，RCEP 将正式生效。尽管成员国承诺在 2021 年年底

前通过，但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只有新加坡、中国、日本和泰国 4 个国

家批准了该协定。因此，成员国政府应作出政治决断，加快推动 RCEP 在本国

立法机构的批准程序，争取尽快实现其在全范围的生效和实施。

（二）逐步吸收更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

RCEP 应凝聚更多区域国家参与，将其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格局调整的

[1]　Fukunari Kimira et al. “Pandemic (COVID-19) Policy,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Emerging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34, No.1, pp.3-27.

[2]　潘晓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下的东亚经济融合”，《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

第 133 页。

[3]　Roland Rajah, “Southeast Asia’s Post-Pandemic Recovery Outlook,”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15,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15/southeast-asias-post-
pandemic-recovery-outlook/.（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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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平台。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RCEP 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身发展利益、

影响区域经济格局提供了重要抓手。这一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

机制，不仅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亚太变局和大国博弈中的规则和机制影

响力，更能够在成员国家间形成合力，撬动区域经济格局朝着有利于发展中

成员国的演进和发展。

RCEP 在生效实施后应逐步考虑扩员问题，推动在更大区域范围实现区域

经济包容性发展。与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发展中

国家为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单边降低关税，甚至低于其在 WTO 承诺的关税

水平，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1]RCEP 应秉持开放

态度，吸纳更多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参与，使地区国家人民分享自由贸易带

来的利益和福祉，为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RCEP 的签定为包括拉丁

美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经济融合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 随着拉

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彼此已经形成错综交织的贸易协定网

络。RCEP 应吸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加入，为拉美各国

参与亚太区域经济融合、提升自身发展潜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同时推

进亚太区域实现更广泛的经济融合。

（三）主动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升级

2014 年，APEC 会议一致通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目前该愿

景尚在可行性研究阶段。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分别代表了亚太地区两种不同的自贸范式，二者对实现 FTAAP 具有重要参考

作用。尽管 CPTPP 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设立了远高于 RCEP 的标准，但

RCEP与 CPTPP并非简单的贸易规则制定权竞争关系，事实上二者是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互动对于亚太自贸区乃至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制

定都具有重要价值。[3] 

[1]　Robert Z. Lawrence, “The Unappreciated Trend Toward Unilate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21-6, March 2021, p.11, https://www.
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b21-6.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4 日）

[2]　Hiromi Iijima Cruz, “The RCEP: The New Trade Asian Block Facing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Observatorio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o, February 22, 2021, http://www.obela.org/en-
analisis/the-rcep-the-new-trade-asian-block-facing-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2 日） 

[3]　沈铭辉、郭明英：“大变局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特征、影响与机
遇”，《当代世界》2021年第 1期，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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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成员国中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

西亚是CPTPP的成员，韩国、泰国及中国均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意愿。由此可见，

三分之二的 RCEP 成员愿意接受 CPTPP 规则，说明 RCEP 成员国推动区域贸易

规则不断升级具有良好的基础。当然，RCEP 规则升级并不必然以 CPTPP 规则

为标杆，而是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形势发展变化及成员国实际发展水平确定升

级的目标。例如，RCEP 设专章对电子商务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对包括数据的

自由跨境流动、隐私保护等基本问题的立场，但有关规定仍属于原则性规定，

对电子商务以外的数字经济形态未做详细规定。亚太国家可利用 RCEP 规则磋

商机制，加快数字经济领域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对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

等新议题提出新方案，推动区域数字经济规则不断发展和完善，进而推动区

域电子商务市场的融合发展。

此外，亚太区域国家应推动提升成员国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regulatory coherence）。随着区域价值链的深入，区域各国不同的规则

和标准降低了价值链生产的效率，加剧了区域市场的割裂。成员国应在 RCEP

框架下继续推动各国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的协调机制建设，提升各国规则和标

准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加强各国进行相关的政策协调和沟通，进一步推动

区域范围内规则标准的融合，为区域共同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提供基础。

四、结语

RCEP 是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对地区国家构建开

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经济秩序，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RCEP 的生效有助于实现贸易增长和疫情后经济复苏，惠及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一和 RCEP 的坚定

支持者，应积极推动 RCEP 尽快生效，同时不断推进自身对外开放水平，为亚

太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携手地区国家共创亚太美好的未来。

【完稿日期：2021-8-30】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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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非合作

    马汉智

〔提   要〕 启动大陆自贸区建设是非洲国家根据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

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多边贸易体系受阻的背

景下，建设自贸区彰显了非洲坚持的开放发展的理念。相比其他区域贸

易安排，非洲大陆自贸区缔结包含最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商务议定书，

采取“增量式”贸易协定的方式，承载着非洲实现完全一体化的政治目标。

自贸区建设有助于提升非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弥补非洲产业链供应链

短板、改善非洲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但是本土制造能力不足、

贸易便利化水平低、基础设施匮乏、集体行动困境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建

设亟待解决的难题。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使中非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前景更广阔，同时也使中国与非洲国家或次区域

经济组织的双边合作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可能性增高、经贸合作面临的

国际压力加重，中非双方应未雨绸缪，共同推动中非互利合作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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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 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 AfCFTA）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标志着非洲自贸区正

式启动。[1] AfCFTA的法律基础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以下简称《协

[1]　虽然非盟宣布正式启动 AfCFTA，但第二、三阶段的谈判依然在进行中。非盟边启动
边谈判 AfCFTA，一方面是考虑到自身经济一体化起点低，因此通过已达成的协议，推动取得
早期收获，促推达成更多合作内容。另一方面，加强内部贸易也是非洲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
经济冲击的重要抓手。



119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非合作

定》）。《协定》是一个框架协议，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

投资和竞争政策以及争端解决。目前，第一阶段的谈判已基本完成，[1] 签订

了《货物贸易议定书》、《服务贸易议定书》和《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议定书》。

第二、第三阶段的谈判计划在 2021 年底前完成。建设 AfCFTA 将是未来数年

主导非洲国家发展转型和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议程。全面把握 AfCFTA

的特点、非洲建设 AfCFTA 面临的制约及其可能给中非合作带来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有助于中非相向而行，拓展和深化已有合作，构建更加牢固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

一、AfCFTA 具有鲜明的“非洲特色”

非盟 55 个成员中，除厄立特里亚外，54 个国家签署了《协定》。[2] 截

止到 2021 年 7 月底，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在内的 40 个非洲国家已批

准了《协定》。[3]目前，AfCFTA的所有执行和谈判机构均已根据《协定》建立。

《协定》立足于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实际，在充分吸收世界贸易组织（WTO）和

其他区域贸易协定规则基础上形成，具有以下特点：

（一）缔结 AfCFTA 电子商务议定书体现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几乎所有签署生效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都包括电子商务相关规

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国 - 墨西哥 -

加拿大协定》(USMCA)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但在

全球已生效的 312 个区域贸易协定中，非洲只有 6 个国家参与了 3 个涉及电

子商务的区域贸易协定。[4] 目前，非洲内部的区域贸易协定尚未涉及电子商

[1]　第一阶段的某些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如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表和关于五个优
先服务部门——商业服务、金融服务、通讯服务、旅游业和运输服务自由化的的具体承诺表。

[2]　签署是一国对文本初步认可的行为。签署并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但表明

该国打算在国内审查并考虑批准该文本，且该国有义务避免采取破坏文本目的和宗旨的行为。

[3]　AfCFTA Secretariat, “AfCFTA Press Briefing,” July 9, 2021, https://www.uneca.org/
sites/default/files/keymessageanddocuments/PressBriefing-july9-2021.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4]　Karishma Banga et al., “E-commerce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Firms and the AfCFTA,” February 2021, https://cdn.odi.org/media/documents/e-commerce_
in_preferential_trade_agreements_report.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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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无疑，非洲是全球电子商务领域的“后进生”。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反

对在 WTO 中引入电子商务规则，理由是电子商务的定义尚不明确。另外，非

洲国家认为自己的中小微企业尚未准备好与全球科技巨头竞争，且电子商务

谈判可能是通往更深层次自由化议程的一步，将对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产生

负面影响。[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凸显，非

洲国家普遍意识到在 AfCFTA 框架内达成一项电子商务议定书已迫在眉睫。

2020 年 2 月，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通过决定，在《协定》关于知识

产权、投资和竞争政策的第二阶段谈判结束之后，立即开始有关电子商务的

第三阶段谈判，缔结一项“非洲大陆自贸区电子商务议定书”。[2] 非盟敦促

成员国确保非洲能够达成和执行 AfCFTA 电子商务议定书，使非洲在电子商务

交易的数据和产品等方面拥有充分权力（full authority），并促进在国家、

次区域和大陆各级层面建立电子商务平台。[3]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成员

国最多的区域贸易集团，AfCFTA 若能根据非洲大陆最新发展趋势和现有法律

模式达成电子商务议定书，将对 WTO 电子商务规则的谈判及未来全球贸易秩

序产生深远影响。

（二）采取“渐进式”或“增量式”贸易协议的形式

相比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灵活性和特殊及差别待遇”“可变几何”

（variable geometry）[4] 等原则是《协定》的突出特色。其《一般规定》第

五条明确提出“灵活性和特殊及差别待遇”“可变几何”是 AfCFTA 遵循的重

[1]　WTO, “The Work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Statement by the African Group,” 
December 6, 2017, https://www.tralac.org/images/Resources/MC11/mc11-work-programme-on-
electronic-commerce-statement-by-the-african-group-6-december-2017.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2]　目前已经建立了谈判常设委员会，在广泛征求意见阶段。

[3]　African Union, “Decision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February 9-10, 2020, https://www.tralac.org/documents/resources/cfta/3176-au-assembly-decision-
on-the-afcfta-february-2020/file.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8 日）

[4]　在非洲的贸易一体化条约中，“可变几何”原则赋予成员国（特别是最贫穷的成员国）：
（一）政策灵活性和自主权，以便成员国以较慢的速度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二）更加
公平分配的机制，例如补偿因执行自由化承诺和政策而遭受损失的成员国，避免区域贸易自
由化的收益集中在某几个国家；（三）确保成员国在产业分配及银行信贷和投资分配方面的
优惠。参见 James Thuo Gathii, Africa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s Leg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5。



121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非合作

要原则。《货物贸易议定书》承认缔约国之间发展水平不同，认为有必要向

有特殊需要的缔约国提供灵活性、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技术援助。《服务贸

易议定书》的序言部分也承认“认识到（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

岛屿国家和脆弱经济体因其特殊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贸易和金融需要而面

临的严重困难”。《服务贸易议定书》第七条指出，应考虑到缔约国面临的挑战，

并“根据具体情况，提供诸如过渡期等灵活措施，以适应特殊的经济形势和

发展、贸易及金融要求”。上述关于“灵活性和特殊及差别待遇”的规定超

越了主要以经济为基础的衡量标准，将工业化水平、农业部门规模、资源禀赋、

港口距离和冲突状况等纳入其中，为AfCFTA成员国提供“差异化机会”和“有

针对性的支持”。[1] 研究指出，AfCFTA 将“灵活性和特殊及差别待遇”从一

种“补充性贸易手段”转变成一种“主要的”贸易工具，[2] 这种新方法可能

最终取代“赢者通吃”的旧贸易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以惠及所有成员

国的贸易规则体系。AfCFTA 的“增量式”贸易安排还体现在《协定》对“可

变几何”原则的遵循上。“可变几何”原则使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先事

项和能力逐步作出承诺、有序推进。研究指出，“可变几何”原则加快了非

洲一体化倡议的进程，使不同的国家能够以自己的速度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

项目。[3]“灵活性和特殊及差别待遇”“可变几何”原则等充分体现了非洲

国家从实际出发、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循序渐进推动 AfCFTA

建设的智慧。

（三）承载着实现非洲完全一体化的特殊使命

AfCFTA 不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也是非盟促进非洲一体化、最终实现

非洲统一的旗舰项目。非盟《2063 年议程》提出，要实现“基于泛非主义理

想和非洲复兴愿景的政治上团结、一体化的非洲”的发展愿景。[4] 为实现这

[1]　Katrin Kuhlmann and Akinyi Lisa Agutu,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Toward a New Legal Model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1, No.4, 2020, p.772.

[2]　Ibid., p.754.
[3]　James Thuo Gathii, Africa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s Legal Regimes, pp.34-64.
[4]　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The Africa We Want,” September 2015, https://au.int/sites/

default/files/documents/36204-doc-agenda2063_popular_version_en.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0 日）



12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5 期

一愿望，非盟将 AfCFTA 作为实现《2063 年议程》的重要抓手，使 AfCFTA 成

为一种杠杆、一个平台，以团结为基础，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AfCFTA 不

仅要实现发展，更重要的是追求非洲的统一发展，因而肩负着促进非洲一体

化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正如非盟副主席托马斯·奎西·夸蒂（H.E. Kwesi 

Quartey）所指出的，非洲的强大植根于有效执行有助于非洲大陆发展的项目，

特别是有助于巩固非洲一体化和统一的项目。[1]AfCFTA是一种“泛非贸易方式”

（Pan African approach to trade）。非盟的目的是利用 AfCFTA 建设非洲

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2]，使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二、AfCFTA 的潜在收益

根据一般经济规律，更大的市场规模、更低的关税将会催生或增加潜在

的“得自贸易的收益”。非洲市场的碎片化导致规模不经济的代价高昂，拉

低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潜力。AfCFTA 建设有望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改善非洲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一）提升非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扩大非洲内部贸易。非盟《2063 年议程》明确指出，建立非洲大陆自贸

区就是要加快非洲内部贸易增长，使贸易成为非洲增长和发展的引擎。[3] 内

部贸易不足制约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 年非洲

经济发展报告》显示，非洲各国之间商品贸易额仅占非洲大陆商品贸易总额

的 15.2%，而这一比例在欧洲是 67.1%，在亚洲是 61.1%，在美洲是 47.4%，

非洲内部贸易水平远低于世界其他区域。[4] 内部贸易占比低既限制了非洲制

[1]　African Union,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Gathers Strong Impetus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March 17, 2018,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180317/african-continental-
free-trade-area-gathers-strong-impetus-boost-economic.（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5 日）

[2]　Franklin Obeng-Odoom,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79, No.1, 2020, p.180.

[3]　Africa Union, “Flagship Projects of Agenda 2063,” https://au.int/en/agenda2063/flagship-
projects.（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1 日）

[4]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9 - Made in Africa - Rules of 
Origin for Enhanced Intra-African Trade,” October 29, 2019,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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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的发展，也使非洲经济容易受到全球市场冲击。AfCFTA 的启动将增加非

洲内部贸易占比。据估，AfCFTA 将创造一个超过 13亿人口的单一大陆市场，

年总产出将达到 2.2 万亿美元。仅向大陆自贸易区过渡阶段就可为非洲带来

161 亿美元的收益，并使非洲内部贸易增长 33%。[1]AfCFTA 的实施还将使非

洲 300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6800 万人摆脱中等贫困，非洲实际收益可能会

增加 7%，即增长 4500 亿美元。[2] 这有助于非洲市场培育庞大的消费主体，

反过来进一步推动非洲内部贸易增加。

增强非洲最终产品的供给能力。“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畸形贸

易结构导致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趋同，各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较

弱，“非洲制造”始终无法形成气候。随着 AfCFTA 的实施，关税减免和非关

税壁垒逐渐消除将极大地降低企业成本，刺激非洲内部的跨境贸易和投资，

并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转向工业和制成品的生产。这一过程将促进中

间产品和资本货物 [3]（capital goods）的区内贸易，非洲企业在将原材料转

化为成品的过程中增加其附加值。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AfCFTA 实施之后，

到2035年非洲总出口额将比基准增长近29%，区内整体出口将增长81%以上，

而对非洲以外国家出口将增长 19%；其中，制造业出口增长最多，同期总出

口额将增长 62%，区内制造业出口将增长 110%，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出

口将增长 46%。[4]

提高非洲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建设自贸区具有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

产效率、提升生产专业化水平、促进良性竞争、使技术转让更普遍等潜在优势。

因此，建设AfCFTA为非洲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 AfCFTA 内，受益于更大的市场以及在优惠贸易安排推动下扩大生产规模和

[1]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9- Made in Africa - Rules of 
Origin for Enhanced Intra-African Trade,” p.xiii.

[2]　The World Bank,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July 28, 202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4139/9781464 
815591.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0 日）

[3]　又称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也称生产者货物（Producer Goods）。经济学上将
不用于直接消费而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的物品叫作资本货物，与人类直接消费以满足某
种欲望的物品即消费者货物 (Consumer Goods) 相对照。

[4]　The World Bank,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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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出口进行学习的可能性，非洲企业在区域市场上生存和扩张的几率会增

加。[1] 由于 AfCFTA 的实施大幅降低了非洲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在非洲

市场上立足的本土企业将以自身的竞争力跻身全球市场，使非洲在全球产业

链中的提质升级成为可能。

（二）弥补非洲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非洲的产业链供应链呈现高度脆弱性。由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参与国际

分工，非洲经济的好坏常常要“看别人的脸色”。非洲对外贸易格局基本被

欧洲（欧盟）、东亚（中国）和美国“三分天下”。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

欧洲是非洲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关键一环。2015 年，非洲国家出口创造的全球

总增加值为 4985.9 亿美元，总增加值的 62.8%（即 3130 亿美元）与对欧盟

国家（包括英国）的出口相关。[2] 从非洲的角度看，欧洲是其参与全球产业

链最重要的枢纽。非洲对欧洲产业链的依赖既体现在非洲对其直接出口上，

也体现在第三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上。例如，疫情使欧洲国家宏观经济受阻，

其对非洲进口需求下降，导致非洲处于不利地位；同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也导致欧洲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下降，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对欧洲出口的

商品中，非洲是其中间产品的重要供应商，欧洲的需求下降导致这些国家或

地区从非洲的进口减少。

建设 AfCFTA 是非洲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随着

内部制造业的发展，非洲生产的原材料将更多用于区内制成品生产，从而缓

解非洲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非洲制造”消费的原材料越多，非洲向国际市

场供给的原材料就越稀缺，从而有利于改善非洲资源出口国的不利地位。另

一方面，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助推非洲产业链、供应链、研发链成为外

商投资高地，拓展非洲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垂直分工体系，最终使

非洲主导的产业价值链成为可能。新冠肺炎疫情是非洲决心推进产业链供应

链本土化的重要动因。疫情迫使非洲重新审视产业链可持续性等重大问题，

[1]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9 - Made in Africa - Rules of 
Origin for Enhanced Intra-African Trade,” p.39.

[2]　Karishma Banga et al., “Africa Trade and Covid-19:The Supply Chain Dimension,” 
August 2020, https://cdn.odi.org/media/documents/Africa_trade_and_Covid19_the_supply_chain_
dimension.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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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非洲重新平衡其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转向距离更近的本土供应商，

促进非洲区域内价值链发展。正如加纳总统阿库福 - 阿多（Akufo-Addo）所

说的那样，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凸显了 AfCFTA 的重要性，疫情导致的全球供

应链被破坏凸显了非洲国家之间更紧密整合的必要性。[1] 联合国也指出，为

了减少非洲大陆对进口药品的依赖，非洲应该加速实现“药品制造计划”，

解决缺乏高质量、负担得起的医疗产品的问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一个

促进药品贸易的机会，从长远来看可为加强非洲医疗体系作出贡献。[2]

（三）加强非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共同声音

非盟多次强调“非洲国家一个声音的重要性”，要求“所有成员国在所

有议题上与第三方进行贸易谈判时都要以一个声音表达立场”，以免“致命

地损害非洲贸易一体化进程并破坏《阿布贾条约》的愿景和范围”。[3]《协定》

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如果存在与地区性协议冲突或不一致的地方，应以《协

定》的规定为准，除非该协议另有规定”。[4]AfCFTA 对“共同声音”的关注

与非洲自身长期被“割裂”密切相关。美欧等大国时常采取“分而治之”的

办法与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谈判，侵蚀其整体利益。以欧盟与非洲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EPA）谈判为例，欧盟分别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等次区域组织进行谈判，而不是将非洲

作为一个集体进行谈判。这种策略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批评，后者普遍认

为这种谈判方式会导致非洲各次区域组织之间“竞相降价”。[5] 更重要的是，

它在非洲国家内部制造隔阂，阻滞其一体化进程。随着 AfCFTA 的实施，非

[1]　World Economic Forum, “6 Reasons Why Africa’s New Free Trade Area is a Global 
Game Changer,” February 9, 202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2/afcfta-africa-free-
trade-global-game-changer/.（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9 日）

[2]　United Nations, “Policy Brief: Impact of COVID-19 in Africa,” May 20, 2020, https://
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covid-19_impact_on_africa_may_2020.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0 日）

[3]　“非洲大陆自贸区历史、现状和未来系列之十——《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与非洲
其他地区性协议以及与第三方建立自贸关系问题”，商务部网站，2020 年 8 月 17 日， http://
africanunion.mofcom.gov.cn/article/jd/qt/202008/20200802992945.shtml。（上网时间：2021年4月25日）

[4]　朱伟东、王琼、史晓曦编译：《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法律文件汇编》，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第 13 页。

[5]　马汉智：“欧美新自由主义对非洲发展政策及其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0 年第 6期，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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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将更多地以“一个立场、一种声音”参与国际经济谈判，这无疑将增大非

洲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正如非盟委员会贸易与工业委员穆昌加（Albert 

Muchanga）指出，AfCFTA 的实施将促使非洲在全球舞台上统一发声，提升非

洲的全球影响力。[1] 例如，在 WTO 框架下，以 AfCFTA 为代表的非洲现在可作

为单一的贸易集团参与谈判，从而确保非洲在 WTO 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面临的挑战

尽管 AfCFTA 建设存在潜在利好，但将其转化为现实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整个非洲大陆范围内，协调如此多的国家和次区域组织，重新安排统一的

贸易投资框架，难度可想而知。但更根本的挑战还在于非洲缺乏助推内部贸

易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一）区内国家制造能力有限

本土制造能力不足限制 AfCFTA 收益。尽管自贸区具有推动非洲内部制

造业发展的潜在可能，但将可能变为现实需要非盟、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和非

洲国家为本土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如出台新政策帮助增强国内企业的

能力以及培育产业集群），使优惠贸易安排的效用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贸易政策不能代替产业政策。如果 AfCFTA 的成员国无法生产出物美价廉

的制成品，区内国家很可能放弃优惠贸易安排，寻求与区外第三方进行贸易，

尤其考虑到当前非洲与美国、欧洲等普遍存在的优惠贸易安排。因此，减免

关税或消减非关税壁垒只是增加区内贸易的第一步。

“非洲制造”短时间内无法满足非洲的强大需求。非洲制造业长期羸弱，

在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非洲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

占比仅为1.6%。[2]非洲的生产和消费长期严重脱节的事实一时难以根本扭转。

非洲主要生产供应国际市场的石油、矿产品等初级商品，由于非洲本土的工

[1]　“AfCFTA Creates Unified Voice for Africa on Global Stage: AU Trade Commissioner,” 
Xinhuanet, August 21,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21/c_138324307.htm.（ 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3 日）

[2]　“普华永道发布非洲制造业报告”，商务部网站，2019 年 4 月 3 日，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904/20190402849623.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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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差，这些商品占当地消费比率很低。近年来，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汽车、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服装和时尚配饰、手机等成为非洲消费市场

的宠儿。囿于非洲落后的制造能力，当地民众只能通过大规模进口满足需求。

随着 AfCFTA 的实施，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有望催生一大批立足非洲本土市

场的企业。但自贸区内实现贸易便利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吸引国际资本进

行产业布局形成规模产能也需要时间。因此，AfCFTA 的实施难以产生立竿见

影的效果，而将随着时间推移彰显其生命力。

（二）贸易便利化水平低

贸易成本高是阻碍非洲内部贸易扩大的重要原因。《协定》在对关税进

行大幅削减后，制约非洲国家间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非洲贸易中的

机制性和技术性障碍。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一个装有汽车零部件的集装箱

由刚果（金）海关清关大约需要三个半星期。[1] 尽管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已经

建立了一站式边境检查站，以期缩短两国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但很快出现

了以货物差异标准为形式的新的延误，凸显了非关税壁垒的变化性。联合国

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非洲大陆平均关税水平为 8.7%，但非关税壁垒等阻碍

因素的存在使非洲大陆的贸易成本增加约 28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假设将非洲的贸易物流质量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提高约 19%）, 非洲内部贸

易将增加 12%。[3]

《协定》及AfCFTA的相关实施机制对推进非洲贸易便利化作出明确安排，

但根本改善依然任重道远。为提高进出口和过境的效率，加速缔约国境内货

物的流动、清关和放行，非盟成员国在《协定》中加入了“贸易便利化”的附件。[4]

[1]　Kingsley Ighobor, “AfCFTA: Africa Readying for Free Trade Come January 2021,” 
November 30, 2020,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november-december-2020/afcfta-
africa-readying-free-trade-come-january-2021.（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0 日）

[2]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9 - Made in Africa - Rules of 
Origin for Enhanced Intra-African Trade,” p.31.

[3]　IMF, “Sub-Saharan Africa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Recovery amid Elevated 
Uncertainty,” April 2019, pp.46-47.

[4]　《协定》“贸易便利化”附件规定：各缔约国应尽可能让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以非
歧视和易于获取的方式迅速获得进口、出口和过境所需的程序和实际步骤等信息；各缔约国
均应设立和维持一个或多个咨询点，以回答各利益攸关方的合理咨询；缔约国均应在货物进
口到其境内之前，在合理期限内向提出书面申请的申请人发出预裁定；强调入境前处理，加
快货物放行；各缔约国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可使用电子支付；采用或维持海关管理风险管理制度；
各缔约国采用或保持清关后审计；确定和公布平均放行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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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AfCFTA 的五项实施工具，即原产地规则、在线谈判论坛、监测

和消除非关税壁垒、数字支付系统和非洲贸易观察站（African Trade 

Observatory）都在努力降低内部贸易成本。[1] 上述规定和实施机制对非洲推

进贸易便利化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区内各国基础设施状况不佳，

技术标准体系、监管制度和文化语言不一致，再加上多个一体化组织交叉并

存带来的规则不确定性，非洲贸易便利化合作也面临较严重的实质性障碍。[2]

纵观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近年来只有肯尼亚、加纳、卢旺达等少数国家在

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较大突破，整体形势堪忧。另外，实施贸易便利化

措施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实质性的政策改革。在疫情蔓延背景下，这些改革

需要各国领导人在政治上作出艰难选择。[3]     

（三）基础设施严重短缺

非洲基础设施水平低。在非洲，只有 38% 的人口能用上电，互联网的普

及率不到 10%，只有四分之一的公路网是铺设过的。糟糕的公路、铁路和港

口设施使非洲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成本增加 30% 至 40%。[4]2010 年以来，加

纳、埃塞俄比亚等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非洲国家，频频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

导致工厂停工和外资撤出等严重后果。[5] 非洲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发展缓慢，

也是因为彼此交通不便。尽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各项共同市场协议

已经签订几十年，落后的交通条件仍阻碍着市场准入。对于 AfCFTA 而言，

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是其成功的两大支柱。[6] 为改善基础设施赤字，2012 年非

[1]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Legal Texts and Policy Documents,” 
Tralac website, January 23, 2015, https://www.tralac.org/resources/our-resources/6730-
continentalfree-trade-area-cfta.html#legal-texts.（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

[2]　田伊霖、武芳：“非洲地区贸易便利化：现状评估及对策分析”，《国际经济合作》
2018 年第 2期，第 24 页。

[3]　姚桂梅：“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非经贸合作：影响与对策”，《当代世界》2021 年

第 3期，第 61 页。

[4]　Ibrahim Mayaki, “Wh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 Matters,” August 18, 2021,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web-features/why-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africa-matters.（ 上

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2 日）

[5]　马汉智：“美国‘电力非洲倡议’新进展”，《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5期，第47页。

[6]　PIDA,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Remain Key Pillars of AfCFTA,” January 21, 
2021, https://www.au-pida.org/news/infrastructure-and-industrialisation-remain-key-pillars-of-afcfta/.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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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非洲开发银行制定和通过《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Programm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 PIDA）。PIDA 整合了 2012—2040

年间非洲各类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成为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基

建指南。该计划涵盖能源、交通、信息通讯和跨境水资源四大领域，设定了

建成高速公路 3.72 万公里、铁路 3.02 万公里、输电线路 1.65 万公里和 13

亿吨港口运输能力的目标。[1]

基础设施缺乏对 AfCFTA 的制约具有长期性。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所

需资金严重不足。非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变得更加积极有为，正努力撬动

私人市场，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据非洲开发银行测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缺口每年高达 680 亿至 1080 亿美元，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剧了非洲国

家的债务负担，使得一些已经触碰债务“天花板”的国家无力再为大型基础

设施建设的融资提供主权担保，资金的掣肘无疑将延缓一些大型基建项目，

从而影响域内贸易运输的效率与成本。[2] 另一方面，与非洲自贸区密切相关

的 PIDA 项目涉及面广、统筹协调难度大。PIDA 既涉及非盟委员会和“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在整个非洲大陆框架内的协调，也包括在非

洲 8 个次区域经济共同体一级的协调，还包括非洲各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协

调，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执行力。而领导力缺失正是非洲以往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3] 这一点至今尚未根本改善。2019 年对 PIDA

第一阶段进行的中期审查显示，PIDA 项目（143 个项目）中只有 35% 的项目

正在建设中或已经投入运营。[4]

（四）集体行动的困境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南非、尼日利亚、埃及等地区大国对于

AfCFTA 的支持力度直接关系到自贸区能否成功，但这些国家对 AfCFTA 的态

[1]　黄云卿、徐泽来：“非洲一体化与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中国国情国力》2018
年第 6期，第 31 页。

[2]　姚桂梅：“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非经贸合作：影响与对策”，第 61 页。

[3]　African Union, “Program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Africa (PIDA),” https://au.int/en/
ie/pida.（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

[4]　Robert Tama Lisin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frica’s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and Lesson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Vol.12, No.4, 2020,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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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实施准备情况让人担忧。非盟合作伙伴“非洲冠军”联合咨询机构发布《非

洲自贸区元年报告》称，非洲各国对 AfCFTA 总体平均承诺水平 [1] 为 44.48%,

整体实施准备水平 [2] 为 49.15%。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均不在综合表现前十

的国家之列，也均不在承诺水平前十行列。其中，尼日利亚对 AfCFTA 的承诺

水平仅为20.9%，位列倒数。[3] 承诺水平反映出各国推进AfCFTA的真实意愿，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渴望利用非洲大陆自贸区带来的市场和机会，而大国似乎

顾虑重重。目前，南非、埃及、尼日利亚均未向公众正式发布 AfCFTA 国家实

施战略。

再以尼日利亚为例，内部利益分化给尼政府执行《协定》蒙上阴影。尼

消费者、贸易商以及金融服务、电信服务行业等有望从 AfCFTA 中受益，因此

广泛支持尼日利亚参与 AfCFTA。相反，由于长期受益于尼严格的贸易制度提

供的保护，[4] 尼制造业部门对 AfCFTA 持怀疑态度，反对政府签署和批准《协

定》。尼制造业部门起初游说反对 AfCFTA，并敦促政府确保尼庞大的国内市

场不能成为外国产品的“倾销地”，从而伤害本地制造业。[5] 虽然尼政府最

终签署和批准了《协定》，但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既得利益集团使外界对尼

日利亚执行 AfCFTA 的承诺产生怀疑。

四、中非合作的新机遇与挑战

AfCFTA 的启动将给中非合作带来深远影响。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使

中非已有合作领域的市场前景更广阔，也使一些需要以统一大市场存在为基

础的合作领域迎来全新机遇。比如，中非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因为非洲市

场扩容而使项目的经济可持续性更有保障。再比如，中国与非洲的产业园区

[1]　承诺水平包括对 AfCFTA 条约的承诺、对人员自由流动的承诺两个主要指标。

[2]　实施准备包括贸易便利化、信贷便利化两个主要指标。

[3]　AfroChampions, “AfCFTA Year Zero Report,” May 2020, pp.1-32.
[4]　尼日利亚近年来多次颁布进口禁令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如禁止进口纺织品、塑料

制品以及自行车、厨房用具等产品。

[5]　Philomena Apiko, Sean Woolfrey and Bruce Byier, “The Promis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Manage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287，December 2020,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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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因为非洲内部屏障被打破，产业园的区域或国别布局、园区内企业的规

模及产业布局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具体到行业，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将

使中非在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迎来更多、更大的合作机会。

第一，AfCFTA 有望为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提供新可能。非洲迫切需要数字

经济赋能 AfCFTA 建设。一方面，实现非洲大陆自贸区内的贸易便利化，数字

经济不可或缺。改善数字连接对于促进非洲内部贸易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以

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数据跨境流动为交换手段、以电子支付为结算方式成

为贸易新常态的背景下。[1]非盟《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指出，

到 2030年，在非洲建立一个安全的数字单一市场，确保人员、服务和资本的

自由流动，个人和企业可以无缝接入并参与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在线活动。[2]

另一方面，“非洲制造”大发展离不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通过赋能非洲制

造业，既能使生产端与需求端无缝衔接，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还能为非洲

企业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与服务链的各个节点，提高产业

链供应链效率。

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加强与非洲在建设“数字 AfCFTA”方面的合作。《中

非合作论坛 - 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提出，“（中非双方）分享

信息通信发展经验，共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鼓励企业在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互联网、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3]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表示，中非将加强数字合作，帮助非洲抓住信息革命机遇，共同打造“数

字非洲”。[4] 在 2021 年 8 月 24 日举行的“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上，

外交部部长助理邓励代表中方宣布了“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有关设想。[5]

[1]　“非洲大陆自贸区历史、现状和未来系列之十五——非洲自贸区关于电子商务和数
字经济的谈判”，中国驻非盟使团经济商务处网站，2020 年 10 月 19 日，http://africanunion.
mofcom.gov.cn/article/jd/qt/202010/2020100300901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0 日）

[2]　African Un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2020-2030), ” https://
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8507-doc-dts-english.pdf.（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0 日）

[3]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外交部网站，2018年 9月 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59206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18 日）

[4]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结束访问非洲五国之际接受媒体采访”，中国政府网，
2021年 1月 11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1-01/11/content_5578679.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3 月 15 日）

[5]　“中国将同非洲制定实施‘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外交部网站，2021年8月24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901528.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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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同意愿，中国拥有全球范围内领先的数字生产力，是中非数字经济合

作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国有以各种新业态为代表的发达的数字经济，为推动

非洲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要素支持。中国强大的数字生产力供

给和非洲强烈的数字化发展需求高度吻合。

中非在“数字经济 + 制造业”、电子支付、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使用、

单一窗口建设、数字单一市场等领域将迎来全新合作机遇。以“数字经济 +

制造业”为例，推动数字经济与“非洲制造”的深度融合有望成为中非数字

经济领域合作的的主攻方向和关键突破口。围绕“数字经济 + 制造业”，中

非可在数字经济治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供给、数

字经济技术应用及创新、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加大合作，帮助非洲

更好实现数字经济红利。

第二，AfCFTA 建设或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新动能。统一大市场建

设使非洲对跨境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有了更大需求。长期以来，非盟及非洲

各国虽高度重视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由于资金短缺、协调不力等

多重原因，进展缓慢。自贸区的建设使非洲大陆内人员、货物的大规模自由

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被破除，因而提高跨境跨区域基础建设水平可以进一步加

强非洲内部贸易，吸引更多投资，打通非洲区域贸易和全球贸易的价值链，

帮助非洲融入全球贸易和供应网络。根据非盟《2063 年议程》，建设一体

化高铁网络、刚果英戈大坝、非洲单一航空运输市场、泛非电子网络等是其

旗舰项目。目前，PIDA 第二阶段（2020—2030）优先项目的实施计划已制

定，其中跨国跨区域项目是重头戏。PIDA 第三阶段（2030—2040）将建设高

质量的全天候非洲道路网络——泛非公路网（The Trans-African Highway 

Network），全长 57300 公里，由 10 段高速公路组成。

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为深化中非基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是非洲基

建的最大承建方和融资国，在非洲市场具备资金和技术的双重优势。在非洲

基建市场上，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四成 [1]，市场份额本身能够持续

转化为成本优势。中国铁路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等硬件的现代化程度高，各

[1]　武芳：“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为契机 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对外经贸实务》

2021 年第 5期，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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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设备设施技术性能和可靠性处于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中国企业建设质量

高、成本低、项目交付速度快，在基建领域具有毋庸置疑的比较优势。因此，

非洲各国普遍希望同中国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0 年来，中国帮助非洲修建超过 6000 公里铁路、6000 公里公路，建设近 20

个港口和 80 多个大型电力设施。[1]2020 年，在疫情背景下，中国在非洲承

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21.4%，达 679 亿美元。[2] 这一逆势增长反映了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巨大潜能。另外，尽管非洲建设大规模跨境交通基础设

施的需求迫切，中国与非洲的基建合作基本局限于单个国家项目，大型区域

交通网络参与较少。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客观上推动中国企业全方位参与非

洲跨境跨区域交通网络的规划、投资、建设以及运营。

中非可在建设非洲单一航空运输市场以及大型集成电力系统等方面加大合

作。《服务贸易议定书》特别指出，单一的非洲航空运输市场对促进内部贸易

和非洲大陆自贸区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疫情背景下，非洲各国航空业普遍

损失惨重，中非可扩大与非洲本土航空公司的投融资合作，参与建设机场等配

套设施，推动非洲单一运输市场建设。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非洲大规模集成

电力系统严重缺乏，但美西方将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离网的微电网和家庭电网项

目，这种离网的小型发电装置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非洲生产和现代社会用电需

求。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推进，非洲工业化进程加快，非洲国家、次区域

以及大陆层面对大型集成电力系统的需求增大，这为中国企业参与非洲跨境跨

区域输配电系统建设、开发大型水电项目创造了新可能。[3]

第三，AfCFTA 建设或为中非金融服务合作拓展新领域。自贸区建设使非

洲发展金融服务业的愿望更迫切。非洲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

顺畅的市场流通、便利的营商环境，上述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巨额的资金保障。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提出的，金融服务业在贸易协定中发挥着主导

[1]　“波澜壮阔二十年、奋楫破浪创新篇——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中非合作论坛成
立 20 周年纪念招待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2 日，http://new.fmprc.gov.cn/
web/wjbzhd/t1831808.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7 日）

[2]　“2020 年中非经贸合作综述”，商务部网站，2021 年 4 月 12 日，http://xyf.mofcom.
gov.cn/article/tj/zh/202104/20210403051448.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5 日）

[3]　马汉智：“美国‘电力非洲倡议’新进展”，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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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1] 但是非洲大陆金融市场具有资本化程度低、流动性不足、金融工具

数量少和期限短等特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严重滞后。[2] 非洲迫切需要发展

金融服务业，扩展融资渠道。目前，中非金融仍是浅层次的合作，合作方式

以中国方面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或开发性金融为主。金融服务业是 AfCFTA 最优

先的开放领域之一，非洲各国正积极推进本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中非金

融服务的合作将不断拓展、深化。

加强中非金融服务合作具有扎实基础。金融服务合作是中非务实合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十大合作计

划”以及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的“八大行动”，金融合作都是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进入非洲，中资银行以及中国金融机构不断

拓展与非洲金融机构的全面互利合作。中国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已覆盖非

洲 50 多个国家。中非金融合作一方面为中非产能合作提供了巨大支持，为推

动非洲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非

金融合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非洲大陆

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非洲各国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愿望加强，

中非深化金融服务合作的空间巨大。

AfCFTA 建设为中非拓展金融服务合作注入新动力。首先，中非可考虑

合作建设泛非金融机构（Afric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物流和跨境

支付是自贸区的核心和关键。目前，非洲已经启动泛非支付平台和结算系

统 (PAPSS) 建设。若将非洲大陆内交易额以每年 5万亿肯先令计，PAPSS 每

年将为非洲大陆节省 5000 亿肯先令的换汇费用。[3] 中国可考虑通过加大对

PAPSS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持 PAPSS 标准能力建设、合作培养相关技术人

才等方式支持非洲建设自己的金融机构。其次，中非资本市场合作迎契机。

[1]　Mouhamed Kebe, “The Liberaliz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Africa,” April 17, 2019, 
https://www.dlapiper.com/en/belgium/insights/publications/2019/04/africa-connected-issue-2/the-
liberalization-of-financial-services-in-africa/.（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

[2]　朴英姬：“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进展、效应与推进路径”，《西亚非洲》2020 年
第 3期，第 114 页。

[3]　“非洲进出口银行数字支付平台将促进非洲贸易发展”，商务部网站，2019 年 7 月
25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907/20190702884851.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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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为中非资本市场合作创造了可能。中国可考虑支持非

洲国家及其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同时符合

条件的中国金融机构可以到非洲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中国企业

将在非洲发行债券得到的融资用于非洲自贸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后，

扩大中非金融机构间合作正当时。中国应逐步完善在非洲的金融网络布局，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赴非洲设立更多分支机构，同非方组建合资银行，以多种

方式扩大对非投融资合作。

AfCFTA 在给中非合作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使中非合作可能面临的挑战

增多、增强。

第一，中国与非洲国家或次区域组织双边合作压力加大。一方面，

AfCFTA 的启动将使中国与非洲国家或次区域的双边自贸合作被置于非洲经济

一体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潜在压力加大。研究指出，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

实施后，大多数非洲国家倾向于依托非盟与中国进行自贸区谈判，联合起来

的非洲有可能抬高价码，各国复杂多样的需求将使集体谈判旷日持久。预计

中国与单个非洲国家或区域组织的自贸区谈判较之前将更为艰难。[1] 美国与

肯尼亚的自贸区谈判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盟及东非共同体（EAC）

并不支持成员国单独与域外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担心损害非洲整体利益。

EAC 贸易官员甚至强烈批评和坚决反对肯尼亚与美国进行自贸区谈判，认为

其行为违反《东非共同体关税同盟议定书》。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直接投

资的出口平台型 [2] 倾向可能引起部分非洲国家的不满。[3]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

的：A 国由中国资本投资生产的商品大量进入 B 国市场，从而引起 B 国对中

国不满。事实上，尼日利亚在签署《协定》上的犹豫同担心区外国家在埃塞

俄比亚等非洲基础条件较好国家投资生产的商品大量进入尼市场有一定联系。

第二，中非间经贸摩擦可能性增大。一方面，“中国制造”与“非洲制造”

[1]　姚桂梅：“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非经贸合作：影响与对策”，第 63 页。

[2]　出口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指的是跨国公司在权衡贸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选择
生产成本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并将产品销售到东道国周边国家。

[3]　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倾向于出口平台型特征。其中，
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直接投资的出口平台型特征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强烈，这一区域本身所具
有的较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为出口平台型投资创造了条件。参见刘清杰、刘倩、任德孝：“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倾向于出口平台型吗”，《财贸经济》2019年第6期，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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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潜在竞争关系。非洲制造业的提升 , 必然导致“中国制造”在非洲市场

面临的压力增大。短期内，“非洲制造”相比“中国制造”难以形成全面优势。

长期看，自贸区内关税减免以及非洲廉价的劳动力等因素将使“非洲制造”

相比“中国制造”在非洲更有优势，不排除中非间贸易摩擦趋升。另一方面，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顺差可能会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而扩大。中国在对非

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引起非洲国家不满，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自非洲的

农产品进口。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AfCFTA 可能进一步加大非洲对华贸易逆

差。从其对中非贸易的预测来看，2035 年，与基线情景相比，非洲自华进口

的增量将是对华出口增量的 2.1 倍之多，非洲对华贸易逆差将进一步扩大。

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非贸易特别是农产品贸易的合作与促进机制不完善，

贸易促进平台不完善，中国进口非洲产品支持力度不足。[1] 如果任由非洲对

华贸易逆差持续，中非间的贸易摩擦或持续加大。

第三，中非经贸合作面临的国际压力加重。一方面，中国对非经贸合作

面临更多竞争对手。AfCFTA 建设使全球主要大国竞相加大对非投入，未来中

国企业面临的对非合作竞争势必加剧。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工程承包等诸多

领域，中国将面临更多国际竞争。2021 年 6 月在英国康沃尔郡举行的七国集

团（G7）首脑峰会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伙伴关系，计划投入40多万亿美元，

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需求。[2] 拜登称该倡议比中国“一带一路”更公平，

可更好地满足各国基建需求。未来数年，中国和美西方在对非经贸合作领域

的竞争将比以往更激烈。另一方面，美西方对中国对非政策的抹黑、干扰力

度加大。近年来，中非友好合作持续高位运行引发美西方高度警惕，认为中

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上升对美西方在非利益构成挑战，持续构陷中国给非洲造

成“债务陷阱”、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等。AfCFTA 建设整体提升了

非洲市场的战略经济价值，各大国纷纷将强化与非洲经贸合作放在突出地位。

[1]　武芳：“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为契机 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第 8页。

[2]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
partnership/.（上网时间：2021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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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西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干扰、阻滞中非合作。拜登

最新贸易计划指出，美国将寻求与伙伴和盟友合作，解决中国在钢铁、铝、

光纤、太阳能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导致全球市场扭曲的问题。产能合作是中非

合作的重要项目，如美国纠集西方国家向中国发难，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将

面临巨大压力。另外，在 AfCFTA 背景下，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无序竞争等

已有问题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或被国际舆论炒作，引发对中国不利舆情，破

坏中非合作氛围。

五、结语

基于非洲追求一体化的强烈夙愿以及非洲各国改善自身边缘地位的坚定

决心，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的前景以及可能的收益值得期待。加之非洲庞大

的消费市场、巨大的人口红利以及逐渐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非洲有理由成

为世界经济新的重要力量。

面对 AfCFTA 建设给中非合作带来的全新机遇和挑战，中非双方应相向

而行，推动中非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探索成立中

非自贸区谈判领导小组，就建立中非自贸区可能遇到的困难、推进的路径、

收益的分配等开展先期论证，为深化合作创造条件。二是就推动中非经贸合

作转型升级开展务实对话，如就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背景下中非产能合作的

重点领域等达成战略共识，探索解决中非贸易不平衡问题等。

对于中国而言，一是应利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 - 非洲经贸博

览会等平台，为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多可能。二是从建设 AfCFTA 的

角度分析拓展中非合作项目的可行性，提前布局。三是高度重视非洲的诉求，

尊重其合作自主性，从非洲需要出发，推动中非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四是积

极寻求通过扩大“第三方市场合作”参与 AfCFTA 建设，实现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

【完稿日期：2021-8-30】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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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orough Grasp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LIU Qing & LIU Chang

Xi Jin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re a scientific judgmen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ends. “Two Overall Situations” examines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a grand perspective and outlines a 

uniqu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 the historic period in which the timeframes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converge. It contains profound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reflects the broad strategic vision and insightful strategic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wo Overall Situations” will help us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global coordinat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fundamental philosophy for us to study and judg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enly 

grasp the overriding trend, maintain a strategic resolve, as well as effectively respond to 

various complex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enhance all diplomatic initiatives.

An Analysi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ZHAO Keji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2012,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ve implemented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rategy within a wider context of the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clarified the strategic goals of boosting the great 



139

Abstracts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stablished 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building global partnerships, expanding 

global development paradigms, and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strengthened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over external affairs, enhanced top-level desig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worst-

case scenario thinking, and established a clea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hina. Apparently, the goal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s not to contend for global 

hegemony but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le pursuing a better life for its peopl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flections are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China’s external 

work in the new era.

 

Global Governance Tends to Flatten 

QIN Yaqing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despite setbacks, and global governance remains 

a major dem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with the decline of hegemonic 

order, the shape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is changing. The hegemonic 

order prefers vertical governance, in which an institution is established at the top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manage global affairs in a top-down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hegemonic powers. With the gradual decline of hegemony, a pluralistic 

world continues to emerge, and a basic sign i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his 

context, global governance tends to flatten. That means a post-hegemonic world will 

see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element compound governance network featu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multiple areas and multiple subjects, which will constantly pull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vertical to flat. Though flat governance can unleash greater 

dynamism and demonstrate greater flexibilit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guard agains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xclusive multilateral arrangements splitting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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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aritime Outlook in the New Era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HU Dekun & JIN Yu 

Keeping in mind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full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marine histor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olitics, and carefully summarizing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New China’s marine undertaking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put forward China’s marine outlook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and global vision. The 

new marine outlook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ssential role of seas and oceans in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both 

on land and at sea, properly handl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afeguarding maritime rights 

and maintaining maritime stability,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kind 

and the sea, and advocates the building of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new marine outlook provide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China’s maritime rights 

prote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cean governance,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order,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我院举办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研讨会”

7 月 28 日，我院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

念研讨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通过视频方式分别致

开幕辞。徐步院长主持开幕式。

本次研讨会主题为“中国与东盟关系 30 年：历程与经验”。来自中国外交

部、东盟秘书处、中国 - 东盟中心、东盟十国驻华使馆、中国与东盟重要智库

和知名高校的 100 余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开深入研讨，系统梳理

过去 30 年来中国 - 东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双边关系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前

景和路径。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举办中法合作研讨会

8 月 29 日，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和法国桥智库联合举办“中法合作：

共同价值、共同愿景、共同行动”研讨会。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翟隽作主旨发言，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Joel Ruet）致辞。来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太和智库和法国桥智库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

第 30 届中韩双边研讨会顺利召开

9 月 9 日，我院与韩国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举行线上视频研讨会，徐

步院长和韩方吴姈姝所长致辞。两国代表围绕中韩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及朝鲜半岛

无核化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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