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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

  张  雪

〔提   要〕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

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

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

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

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

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

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

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

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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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了从游离者、跟随者到参与

者、塑造者的身份转变。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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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既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担当大国责

任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结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

成就和经验，准确研判当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成就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准确

把脉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一）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遵循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趋势导向的规律，不断在多边场合提出

独创性的倡议和主张，全面阐释了参与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一是倡导合作共赢，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1]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

各国经济融合是大趋势。各国应坚持协同联动，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2] 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

形式的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地位，在积极推动世界贸

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同时，并行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将“实

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主基调、主旋律，将 21 个自由贸

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并通过举办“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为各国

共享中国发展红利搭建新平台。

二是将“包容性增长”“发展治理”引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流视野。在

中国的倡导下，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提出的《G20 落实 2030 年可持

[1]　隆国强：《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作用》，《人民日报》2017 年 8 月

28 日，第 7版。

[2]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1/25/content_558247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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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上，中国向世界诠释了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

增长的主张，倡导坚持公平包容，让发展更加平衡，发展的机会更加均等，

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

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1] 此外，中国发起的“最不发达

国家及加入 WTO中国项目”、《G20支持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全

球基础社会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等，有力践行了“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主张。[2]

三是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新议题与新倡议。在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

方面，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 G20议程，[3] 与 28 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提出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主张。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发起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作为首个全

球数字经济合作倡议，建设性参与联合国、G20、金砖国家、东盟地区论坛等

多边平台的数据安全讨论，并发起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中国承诺与 G20 成员共同落实“暂缓最贫

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4]并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

子基金。[5]2021 年 9 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

展倡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

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

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6]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求是》2020 年第 24 期，http://www.
qstheory.cn/dukan/qs/2020-12/15/c_1126857192.htm。

[2]　《习近平：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网，2020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0/content_5560307.
ht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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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19 日，第 1版。

[5]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求是网，2021年 7月 16日，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7/16/c_1127663597.htm。

[6]　《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年 9月 22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6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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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提供新的模式与路径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全球

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1] 中国用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为解决全球经济治理的诸多问题提供了

新模式与新路径。

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促进全球发展平衡提供高质量的公

共产品。“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创和推动的全球治理创新机制。截至 2022年

2月，中国已与 148个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2] 依托该倡议，中国扎实推进了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

蒙内铁路、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为欠发达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融入全球化的新接口。“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全球化模式，也为促进共同发展探索新路子，符合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谋求

发展的共同愿望。[3]

持续为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探索打造新的模式。例如，中国创造性地提

出“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与案例》，通过中

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的方式，将中国的优

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共同

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与民生改善，从而实现“1+1+1>3”

的“三赢”效果。[4] 中国提出并发展了“金砖 +”模式，给更多发展中国家

甚至不发达国家提供了通过金砖机制反映自身诉求的机会。中国还打造南南

合作与发展学院、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国际公共产品，在 50 多个国家实施了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

[2]　严瑜：《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热点对话）》，人民网，2022 年

2 月 26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6/c1002-32360170.html。
[3]　《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侧记》，

中国一带一路网，2021 年 11 月 21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xgcdt/199884.htm。

[4]　《中方已与 14 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第三方市场合作受热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 年 9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6/
content_54277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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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个民生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技术和高端人才。[1]

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创新提供中国经验。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

设施建设、宏观政策调控、扶贫减贫、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为世界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模式借鉴和新的思路。中国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功经验在于：始终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始终

坚持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结合，始终坚持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

充而非颠覆，始终坚持循序渐进地实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身份转换。[2]

（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构与创新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规则治理。[3]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面临的

两大问题在于，部分领域的国际规则已经落后，新兴领域的相应规则尚未形

成。[4] 作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中国秉持“小智治事，大

智治制”的理念，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塑造。

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大幅

度削减进口关税，将平均关税由加入 WTO 时期的 15.3% 降至当前的 7.5%；持

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投资法》，全面实施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和创新环境；[5]

在 WTO部长级会议期间倡导并推动形成《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等。

积极与其他国家地区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s）、自由贸易协定（FTAs）、

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RTIAs）、经济伙伴协定（EPAs）等。包括倡导制定全

球第一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与金砖国家达

[1]　《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南南合作实现更大发展——王毅国务委员在南南

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 5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致辞》，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网站，2021 年 7 月 8 日，http://www.cidca.gov.cn/2021-07/08/c_1211233011.htm。

[2]　张久琴：《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导刊》2019 年第 16

期，第 36 页。

[3]　盛斌、王璐瑶：《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江海学刊》2017年第 1期，

第 84 页。

[4]　赵龙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引领作用》，《当代世界》2020

年第 11 期，第 18 页。

[5]　赵龙跃：《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70 年》，《社会科学文摘》

2019 年第 12 期，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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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与东盟、澳大利亚、日本等签署《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根据 WTO 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32.16 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10% 以上。[1]

此外，为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中国主动参与并推动新兴领域经

济治理规则的制定。例如，在中国的努力下，RCEP 的平台经济与电子商务规

则部分，列出了鼓励缔约方通过电子方式改善贸易管理与程序的条款，表明

中国成功在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纳入了电子商务 /数字贸易的规则。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高度关切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的困难，并致力于为包括发展中国

家在内的所有治理主体打造更好、更公平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中国积极推动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经济治理传统机构

的“增量”改革。包括公开发布《中国关于 WTO 改革的立场文件》，坚定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公平、开放、非歧视等核心价值；针对 WTO 全体协商一致决

策机制提出了务实的开放式诸边谈判机制；成功助推 IMF超 6% 的份额以及世

界银行中 3.13% 的投票权由发达国家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

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国际储蓄货币篮子，大幅提升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参与并主导部分新机制的构建，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增添新层次。

包括持续巩固 G20 作为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推动 G20 从危机

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倡导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与应急储

备安排，为新兴援助国开辟国际发展的新范式；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有效缓解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及融资困难问题，与现有多边开

发银行形成互补。截至 2022 年 3 月 3 日，AIIB 共批准 168 个项目，核准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

年 2 月 28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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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数额达336.3亿美元，[1]创始成员国也由创立之初的57个扩容至覆盖亚洲、

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 105 个。[2]

二、取得成就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重要贡

献，这既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依靠先进治理理念的指导，

从而使中国能够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抓住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

（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是根本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不断提升。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3]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充足的政策工

具释放内需潜力、改善供求关系，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逐步形成了供需协

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局面。“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多

个重要关口，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6 年的 74.6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2020 年

的近 101.6 万亿元人民币，[4] 稳居世界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0%。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呈现出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趋势。[5] 在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

[1]　“Project Summary,” AIIB, March 3, 2022, https://www.aiib.org/en/projects/summary/
index.html.

[2]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March 17, 2022, https://www.
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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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第 266 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

年 2月 28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21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国家统计

局网站，2021 年 7 月 15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7/t20210715_18194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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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在世界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的背景下，

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内需潜力稳住了外贸外资的基本盘，成为推动世

界经济恢复和稳定增长的“稳定之锚”和“动力之源”。[2] 经济体量、发展

影响的扩大使中国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内外政策联动是重要制度保障

经济实力能够成功转化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关键还在于

中国能够凝聚互动合力，统筹并不断强化国内、国际政策规则的联动，为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一方面不断通过宏观政策协调，

放大内部经济对全球经济系统产生的正面外溢效应，减少负面外部影响；另

一方面则积极与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主体交流互鉴，努力解决在制度、政策、

标准方面的不对称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以“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为目标，通过构建系统性的“边境”和“边境后”协同制度体系，进一步破

除了全球经贸合作要素在境内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2018 年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高水平对外

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要求，并在“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

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意味着中国将在现有基础

上继续提升国内国际政策联动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国内国际政策联动为中国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并有助于形成国内发展与国际协作

的良性互动。

（三）中国特色先进治理理念的有力指引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4] 在涉及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未来

走向问题上，各个治理主体在方案、方式上的不同，本质上反映的是治理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陈伟光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分析》，《改

革》2021 年第 7期，第 57 页。

[3]　《向制度型开放转型 扩大开放如何再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网，2019 年 1 月 7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1/07/content_5355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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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4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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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外化表达差异。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汇集各方伙伴、凝

聚各方力量，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竞

争力。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重要场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

经济全球化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基本内核。人类命运

共同体重要理念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出发，呼吁世界各国各民族一道建设

合作共赢、和谐共处的大家庭，展现出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

命运的深刻思考。[1]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指导，中国坚持以平等、

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取向，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

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

由各国共同分享。[2] 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奉行双赢、多赢、共赢

的新理念，扔掉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3] 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志同

道合者，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中国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

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代表权与发言权。[4] 这一呼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

推动各国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四）全球经济治理的系统性变革是客观需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凸显，以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贸易、投资中

的比重大幅上升，并逐渐开始触及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分配问题。[5] 但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能充分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美国等发达经

[1]　杨洁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求是》2016 年第 6期，第 60-62 页。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7 年 1月 19 日，www.xinhuanet.
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3 页。

[4]　《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人民网，2016 年 9月 18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918/c1002-28719448.html。
[5]　秦亚青主编：《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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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与此同时，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构长期偏重

效率优先、增长优先，导致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不断加剧，而这一问题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下将更加严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改革的目标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更加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全

球治理体系中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代表权和发言权，进而

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目标与全球发展潮流和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诉求一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挑战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传统地缘政治回归，全球发展失

衡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进一步

蔓延。全球经济治理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亟待

改革和完善。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

的问题和挑战。

（一）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牵制

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美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华防范遏制力度，在经

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利用贸易摩擦、供应链重构、高科技出口封锁等手段迟滞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利用新经贸规则钳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美西

方国家利用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优势，构筑更高标准、更小范围的经济

自由化安排，形成对中国的“规锁”, [1] 包括在双边或多边平台制定有利于

自己的新规则，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排他性条款，等等。例如，美国在与墨西哥、

加拿大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中规定了所谓“毒丸”条款，限

制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2]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欧日

[1]　David A. Wemer , “Adviser on Biden’s Foreign Policy: Start at Home and Repair Alliances,” 
Atlantic Council, August 21, 2020,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s-atlanticist/adviser-on-
bidens-foreign-policy-start-at-home-and-repair-alliances/.

[2]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 January 7, 2020,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
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agreement-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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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七次三方贸易部长会议，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技术转让等涉华议

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以实现对等和公平竞争为由，打压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

拜登政府上台后，致力于加强与欧日等盟友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新一轮

国际经贸规则改革。2021 年 3 月，七国集团（G7）举行了贸易部长级会议，

启动了“贸易路线”计划（Trade Track），强调“世界领先的民主贸易国家”

要加强合作。

拜登政府致力于拉拢盟友构建排华性民主科技联盟、全球供应链价值观

联盟，这些联盟不但旨在经济上孤立打压中国，同时也会在相关领域的规则

标准制定上限制中国优势的发挥，挤压中国的规则话语权。美国还针对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竞争性、替代性方案。例如，特朗普政府与日本、

澳大利亚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倡议，拜登政府提出“重

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酝酿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欧盟提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以及英国提出“清洁绿色倡议”（Clean 

Green Initiative），等等，都将与“一带一路”形成竞争之势。

（二）民粹主义裹挟下的逆全球化趋势日益严峻

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收入

分配机制的固有缺陷、经济增长低迷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给民粹主义、

孤立主义制造了土壤，很多发达国家错误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进而转向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在全球范围内明显抬头，

使得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加速了“去全球化”

进程，“隔离”而不是“互通”成为许多国家的基本选项，国际合作的脆弱

性凸显，竞争面上升，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各国纷纷反思自己

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政策内倾趋势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保障国内经

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并普遍开始采取孤立和保守的对外经济政

策。以2020年各国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为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统计，G20国家共实施了1829项贸易保护政策干预措施。其中，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高达1140项，是“新兴十一国”（E11）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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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1] 全球价值链的内卷化趋势明显，多边经贸秩序的脆弱性加剧，导致全

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大幅下降。据统计，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

流量下降至 1 万亿美元，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后 2009 年的数据低 20%，其中

发达经济体的 FDI 下滑高达 58%，在 67 个经济体出台的 152 项涉及对外投资

的政策中，限制性投资政策措施比 2019 年增加了 1倍，占当年出台投资措施

总数的 41%，创下了历史纪录。[2]

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强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俱

乐部化”，狭隘地将多边主义解释为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秩序。尤其是拜

登上台以来，美国更加重视通过构筑意识形态阵营重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有形与无形的边界，挤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诉求。

（三）新兴经济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

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涌现新领域和新问题，但相应的治理规则更

新、重构却十分滞后且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

往往伴随着治理主导权的竞争，这个过程既包括大国间的权力博弈及其所带

来的利益重新分配，也包括参与国对制度的重新选择。这无疑增加了新兴领

域治理的复杂性与难度，使任何改变现状的尝试都面临“制度惯性”和“路

径依赖”等问题。[3] 以数字经济领域的治理为例，虽然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

撬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杠杆 , 但目前以 WTO 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协定文本并没

有正式触及全球数字贸易相关的问题，与数字贸易发展相匹配的国际监管环

境也尚未形成。[4] 一方面，在以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数据民

族主义冲击下，中美为代表的大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展开了

[1]　Simon J. Evenett, “Must an Effective Activist State Harm Trading Partners? Evidence from 
the G20 members during 2020,” Global Trade Alert, July 30, 2021, 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
reports/77.

[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Recovery,” June 21,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1_en.pdf#page=20.

[3]　韩召颖、吕贤：《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试和规则重构的分析》，《世

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 年第 1期，第 96 页。

[4]　Manfred Elsig, ed., “Introduction: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Scenarios,” in Gabriele 
Spilker, eds., The Shifting Landscape of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World Trade For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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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竞争。美国将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视为争夺其全球数字主导

权的新威胁，[1] 并发起了“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等措施，试图

切断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联系，阻止中国企业获取数据等关键要素。另一

方面，大国之间的阵营对峙与联盟重组也加剧了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博弈。[2]

目前，以企业为中心的美国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中国模式以及以个人为

中心的欧盟模式已经开始竞逐，[3]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也越发呈现俱乐部化趋

势。[4]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以及关键议题上的差异

和分歧，新兴经济体在涉及某些关键议题时，会因发达国家的介入而难以统

一立场，导致相关领域治理规则、机制的协调和更新难以达成共识。这些都

对中国创设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未来努力方向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变量，中国需准确把脉全球经济

治理的特点与发展，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5]

（一）继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

自身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中国不断向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力量的基石。改革

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1]　U.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Strategic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Exporting Political Illiberalism,” September 26, 2019, https://www.cfr.org/blog/
chinas-digital-silk-road-strategic%20%20technological-competition-and-exporting-political.

[2]　毛维准、刘一燊：《数据民族主义：驱动逻辑与政策影响》，《国际展望》2020 年

第 3期，第 36-37 页。

[3]　Kyle L. Evanoff, “Cyber Governance: More Spam than Substance?,” June 14, 2019,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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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1] 因此，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速度换挡节点”“结

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 其次，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

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

需体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最后，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要继续探索并努力维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平衡，在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受到负面冲击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构筑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坚定捍卫者，中国要继续支持和推进经济全球化

进程，相信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

步的必然结果。针对逆全球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

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开拓合作共赢

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深化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改革，积极构

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坚持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

尽管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缺陷，变革势在必行，但这

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旧交替过程，而是一个新旧交错、新中有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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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 年 3 月 1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
content_5592681.htm。

[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 年 11 月 5 日，http://
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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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新的过程。[1] 中国是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受益者，维护现有体系的

稳定发展，减少全球挑战及其应对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因此，中

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生产能力，以尽可能平稳、缓和的方式，

循序渐进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要继续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进一步参与并为全球经济治理传统机制的改革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与智慧，坚

决维护发展中成员的整体利益。也要继续努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新兴机制的

功能，推动 G20 更好地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进一步提升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的影响力。探索深化国际宏观政策沟通协调的新路径，并为打造更好的全

球经济治理平台，推动建立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新体系提供更多高质量的

国际公共产品。

（四）凝聚全球经济治理共识，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各个领域的利益分配格局，

进而导致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为此，中国需要继续坚持求同存

异，不断寻求各国利益与合作的“交集点”，扩大全球经济治理共识。首先，

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扩大与各治理主体达成共识或开展合作的领域，深

化合作的程度，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其次，要以最大的理性和最优的策

略判断并妥善处理好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国之间的分歧，推进大国

协调合作。尤其是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双方在经贸关系上有很深的基础，未

来也要继续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方面努力加强合作。最后，要继续强化

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创造南南合作新动力，与更多发展中国家一起在

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形成共同声音，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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