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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内涵与路径 *

  凌胜利

〔提   要〕外交能力是主权国家有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是

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外交谋划

能力、外交机制建设能力、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要素。加强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外交能

力提出了新考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期许，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外交转型对外交

能力提出了新课题。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

阶段性等特点，对此要在理论创新、战略运筹、机制建设、统筹协调、

政策执行等方面不断加强，促进外交能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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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国际事务

的影响和塑造能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国

际责任明显增加，外交挑战日趋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外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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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1] 这无疑对

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促使中国外交持续变革与创新。如何

推动外交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日

益迫切、至关重要的课题。

一、外交能力的内涵

谈及外交能力的内涵，首先需要界定外交、外交政策和对外政策几个概

念。狭义上，外交一般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

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2] 不过，随着外交事务的不断拓展，外交已不再局

限于传统外交部门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由其他涉外领域和部门负责对外事

务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也往往被纳入广义外交，也即“大外交”的范畴。[3] 外

交政策是指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实施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外

交战略而制定的具体行动准则。对外政策的概念则更为宽泛，指的是一个国

家关于其各种对外关系的政策。[4] 鉴于当前中国已进入“大外交”时代，形

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外交能力应被理解为主权国家有

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也即关于“大外交”方面的能力。具体而言，

外交能力主要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外交谋划能力、外交机制建设能力、

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五个方面。

（一）外交理论创新能力

外交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理论创新，外交理论对于外交能力建设和外交实

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广义而言，外交理论创新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洞

[1]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2018 年 6 月 23 日电。

[2]　鲁毅等编：《外交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 页。

[3]　黄金祺：《外交外事知识和技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 页。

[4]　金正昆：《外交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4-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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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世界的认知能力、外交理论的构建能力和外交理论的国际传播能力。首先，

外交理论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洞悉国际形势，把握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核

心问题与发展趋势，如此才能形成具有先进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外交观念

和外交理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是客观认识当前时代。基于对世界形势的深刻认知，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

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与实践。当

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也是基于世界客观现

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认知。其次，外交理论构建要体现出更强的前瞻性

和适用性。以往中国的外交理论构建常常走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外交实践后面。

面对西方国家基于权力政治视角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政策主张

的质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亟须加强理论构建，向外界更好地解释中国行为

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最后，外交理论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最终体现在国际传播

能力上。好的外交理论不能孤芳自赏、曲高和寡，而是应该引起广泛的国际

反响和共鸣，才能更好地体现理论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影响。促进中国外交理

论的国际传播，增加中国外交理论的国际共鸣，并将之转化为国际共识与共

同行动，已成为外交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外交谋划能力

外交谋划能力包括战略环境研判、战略利益界定、战略目标制定、战略

资源动员和战略手段选择。外交谋划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战略大方向的选择，

进而影响外交方略的制定。一是战略环境研判。习近平强调，认识世界发展

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1] 准确研判外

交战略环境，才能更好实现“知己知彼”。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给战略

环境研判带来更大挑战，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认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国际环境的变革内涵，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顺

势而为至关重要。二是战略利益界定。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利

益会不断拓展，如何区分不同领域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需要在战略利益界

[1]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2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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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面形成比较清晰的框架和排序，从而为战略执行提供便利。三是战略目

标制定。对中国而言，其外交战略要与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在目标上保持高

度一致，要为国家不断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世界梦作出新贡献。[1]四是战略资源动员。

如何调动国内外资源来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在战略谋划阶段就进行大体估算，

避免战略透支或战略保守。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何让国内民众最大程度地

支持外交工作，也是外交战略资源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则需要

广交朋友，增加对国际制度的影响，不断增强国际动员能力。五是战略手段

选择。在外交战略谋划阶段，对于战略手段也有必要进行序列优化，兼顾类

型上的丰富和选择上的适宜。针对不同战略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局限于外交手

段，也可以包括经济、文化等手段。

（三）外交机制建设能力

外交机制建设能力是外交能力持续提升的保障。当前中国外交所需应对

的工作高度、深度和广度都在发生变化，对外交机制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

对内，外交机制建设能力主要包括顶层设计、机构设置和外交规范三个方面。

一是外交顶层设计。外交顶层设计是外交机制建设能力的核心，起到统领全

局的作用，能够确保外交机制的总体权力结构清晰、职能分配合理、政策渠

道畅通。外交工作千头万绪，随着涉外部门的日益增加，加强外交机制的顶

层设计也有助于理顺和协调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外交机制关系。二是涉外机

构设置。伴随外交工作所涉及领域的多样化和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相适

应的职能机构很有必要。近年来，中国新设立或调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机构，以更好满足新的涉外职能需要。

三是外交规范。面对国内外新环境，需要对相关涉外制度法律等外交规范进

行必要调整，以更好实现与国际接轨，并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同发展。

[1]　王毅：《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华章》，《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3 日，

第 7版。

[2]　孙吉胜：《理论、机制、能力：加强中国外交研究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5期，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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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涉外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对一些制度或涉外法律的修订

有利于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开展，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

利益。对外，外交机制建设能力还涉及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

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国际机制的作用更加显著，中国如何在国际机制中发挥

更大作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课题，这有赖于中国维护、改革和创建国际

机制能力的增强。

（四）外交协调能力

身处“大外交”时代，对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横向协调与纵向

统筹极为重要。在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中，要特别重视涉外部门的协调机制建

设。[1]从横向协调来看，当前对外工作不仅是外交部的职责，中宣部、中联部、

国家发改委、国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也或多

或少地承担一些对外工作职能。由于各部门的对外工作职能、权限、诉求等

不尽相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很有必要，避免政出多门、九龙治水。

从纵向统筹来看，随着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成为对外工作的主体，

加强外交统筹更显必要，以确保外交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减少外交执行偏差

带来的不利影响。纵向统筹既需要使各层级多主体积极发挥作用，也要确保

各主体间能够相互促进而非互相抵触。对地方政府、企业等从自身利益出发

各行其是导致对外政策碎片化，进而损害国家总体利益的行为，尤需特别警

惕。总之，外交工作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多领域多层次多部门，

推动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

（五）外交执行能力

外交政策要落到实处，离不开外交执行能力。狭义而言，外交执行能力

是指外交部门和外交人员有效贯彻国家意志、落实外交政策的能力。执行外

交政策既需要深刻理解政策内涵，也需要根据具体环境选择合适举措。外交

执行能力与外交运行机制、外交资源投入和外交人员素质密切相关。首先，

外交运行机制是外交执行的制度保障。对外交工作的职能分配、工作流程等

[1]　张清敏：《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创新》，《当代世界》2016 年第 10 期，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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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可以保证外交工作相对有序地开展。其次，外交资源

投入是外交执行的物质保障。“弱国无外交”，道出了国家实力与外交之间

的密切关系。外交资源的投入更是直接影响外交执行，不仅涉及外交人员开支，

也涉及对外援助、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诸多方面。最后，外交人员素质是外

交执行的人才保障。外交执行最终靠人，外交沟通与谈判是对外交人员的考验，

外交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对外交执行具有重要影响。[1]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理

想信念教育，提高外事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2] 传统上，外交人

员素质包括调研、谈判等多种能力。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空

前复杂，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建设一支既有家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

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素质职业化外交官队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组织保障，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3] 总之，外交执行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完善的外交运行制度有助于减少外交执行的偏差，外交资源的投入

有助于外交执行的顺利，而外交人员素质则影响外交执行的动态调整。

二、加强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时代发展要求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外交能力建设日益重视。习近平在 2018 年 6 月的中

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

革，加强驻外机构党的建设，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4]2019

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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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

交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涉及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中

[1]　Mark Leonard, “Diplomacy by Other Mean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9, 2009, https://
foreignpolicy.com/2009/11/09/diplomacy-by-other-means.

[2]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2018 年 6 月 23 日电。

[3]　王春英：《中国外交官职业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交评论》2021 年第 2期，

第 37 页。

[4]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2018 年 6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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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深入推进涉外体制机制建设、加强涉外法治工作

等方面。[1]2019 年 12 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2019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

交研讨会上表示，着力推进外交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 2020 年中国外交的六大

任务之一，需要不断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

法治建设，推动外交外事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2021 年 12

月，外交部党委撰文强调外交能力，“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体系、

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学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着力

提升驾驭复杂国际形势和开展大国外交的能力，推动对外工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3]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考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国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革对外交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和平与发

展成为时代主流的趋势没有改变，外交作用更加凸显。当今世界，国家之间

采取战争方式来处理彼此间分歧与矛盾越来越不合时宜，外交在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二，国际交往不断加深，外交作用

更加广泛。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在政治、经济、安全、

人文、环境等诸多领域，各国利益相互交织，互动领域持续拓展，不同领域

外交日益增加。第三，全球治理愈发迫切，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全球性问题

层出不穷，使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推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各种

国际组织和机制被相继创建，首脑外交、多边外交等成为各国协调的重要方式，

外交活动前所未有地大幅增加。第四，大国博弈日趋复杂，外交能力更显重要。

当前国际格局演变大体呈现“东升西降”趋势，大国博弈也更加复杂。美国

基于对中国实力增强的认知，不断塑造和炒作“中国威胁”，继续将中国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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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2019 年 11 月 5 日电。

[2]　《王毅出席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外交部网站，2019年 12月 13日，

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t1724253.shtml。
[3]　外交部党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 开创新时代外交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

2021 年 12 月 7 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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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通过加强联盟和多方联合的方式，不断限制中

国发展。[1] 在此背景下，外交“纵横捭阖”的作用愈发显著。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中国外交面临的考验更趋复杂，也使中国加强外

交能力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考验，中国外交将

继续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期许。面对国际环境的复

杂变化，世界主要大国都谋求在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也因此

更加重视外交能力建设。美国拜登政府 2021 年执政后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

战略纲要》提出以外交为首要手段重塑美国的持久优势。[3] 国务卿布林肯更

是明确将外交作为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首选方式。[4] 俄罗斯 2016 年公布

的《外交政策构想》强调了总统、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等多部门

协调对外交政策实施的重要性。[5] 英国政府在其 2021 年发布的外交政策文件

中，提出依靠全球外交网络来保持英国全球影响力，并在外交能力上实现创

新。[6] 日本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曾于 2020 年表示，日本应该增强包括人力资

源、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在内的综合外交能力。[7]

[1]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
strategic-guidance.

[2]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在 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2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t1839713.shtml。

[3]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4]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vember 30, 2016,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official_
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B6BZ29/content/id/2542248.

[6]　UK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March 16, 2021, https://www.
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
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7]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oreign Policy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MOTEGI to the 201st Session of the Diet,” January 20, 2020, https://www.mofa.go.jp/fp/pp/
page3e_001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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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事务纷繁复杂，中国身影随处可见，国际影响显著增强，国际

社会迫切希望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这也对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期许。

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构想，是中国给世界未来发

展趋势提出的重要思路，显著体现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建立平等

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

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近年

来不断加强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倡导新型国际关

系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这一系列愿景的实现显然离不开中国

外交能力的持续提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离不开

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是共赢而非竞争关系。[2]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国

外交需要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基础上做好各项工作。[3] 王毅国务委员曾指出：“中国的外交就是要

为这个最大的内政来服务，就是要为中国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更加稳定、良

好、友善的外部环境，就是要为助力这个目标的实现营造和开创更多外部资

源。”[4]2021 年 12 月，王毅再次强调外交战线要努力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

[1]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5 年

9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2]　《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9 日，第 1版。

[3]　《王毅谈 2021 年中国外交工作重点》，新华网，2021 年 1 月 2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1-01/02/c_1126937966.htm。

[4]　王毅：《中国外交要承担起五大使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6年 2月 29日，

http://www.scio.gov.cn/zhzc/35353/35354/Document/1507509/1507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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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1]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国外交更加有所作为。一是更好地服

务国内发展。当前中国外交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疫情给社会经济建设

造成巨大冲击，外部阻遏中国发展因素有所增加，外交工作面临更大挑战，

但服务国内发展的首要目标并未改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国内改革发展。[2] 二是更有效地维护海外利益。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外交成

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三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中

国在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上的独特性使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偏见和误解。中

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让更多国家和民众了解并理解中国选择的社会

制度和发展道路，认识到中国所取得成绩的来之不易，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

战略意图的误判，为中国发展争取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更强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交转型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课题。外交转型是指一国对其外交事

务的构成要素、层次与内容进行部分重大改变的行为。从构成要素上讲，外

交转型涉及外交理念、外交原则、外交目标、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体

制、对外行动方式等多个外交具体方面。[3] 国内学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

国外交转型进行了诸多探讨，大多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代表了当前中国外

交转型。[4]实际上，当前中国外交转型是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双重变化的结果，

也反映了当前世界外交转型趋势。放眼全球，国际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当代外

交的转型，形成了超越传统外交的各种机制所构成的网络体系。[5]对中国而言，

[1]　王毅：《2021 年中国外交：秉持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国际问题研究》

2022 年第 1期，第 11 页。

[2]　王毅：《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时事报告》

2019 年第 1期，第 5页。

[3]　王存刚：《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

的一个视角》，《当代世界》2019 年第 9期，第 10 页。

[4]　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国际关系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3 页；阎学通：《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战略决策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4

页；张清敏、杨黎泽：《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外交评论》2017 年第 6期，第 22页；

赵可金、尚文琦：《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理论学刊》2017年第 3期，第 121页。

[5]　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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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一是外交领域日

益拓展。当前，中国外交工作在全球、地区、国别、领域、议题等方面都有

广度和深度的双重提升。[1] 二是涉外主体多元化。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

作不断增加，除政府部门外，企业、社会团体乃至个人也成为国际交往的主体。

三是外交形式多样化。面对不断增加的外交任务，中国也在不断丰富外交形式，

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多边外交等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外交

挑战不断增加。中国外交当前面临管控大国博弈、化解主权争端、捍卫海洋

权益、维护海外利益、加强领事保护等多重艰巨任务。外交工作内涵和外延

的不断扩展，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对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

总之，面对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激荡所带来的复杂局面，为了

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

中国外交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也不断增加，这些都要求不断加强中国外交能

力建设，为强国外交之路奠定坚实基础。

三、加强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的系统路径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阶段性等特点。关于

外交能力提升的路径，学界从外交投入、统筹外交、整体外交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3] 中国外交能力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措并举共同推进。当

前的中国外交能力建设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为目标，顺应中国由“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

[1]　杨洁勉：《中国外交70年：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

第 16-17 页。

[2]　《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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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杨洁勉：《中国外交70年：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

第 17页；朱立群：《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2期，

第 111-113 页；赵可金：《统筹外交——对提升中国外交能力的一项研究》，《国际政治研究》

2011 年第 3期，第 114-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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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转型。[1] 针对外交能力的内涵，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可从以下五方面不

断加强。

（一）增强外交理论创新

外交理论创新是外交能力建设的风向标和指南针，提高外交理论创新能

力需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外交认知能力。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更好地认

识外部环境才能促进外交理论的革新。客观准确的认知能够确保外交理论创

新契合时代脉搏，增强理论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对此，要保持开放态度，持

续增进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与合作，不断完善对国际环境的研判，以更加准确

把握世界大势。

其次，加强重大外交理论创新。作为崛起大国和强国，中国既要有充足

的外交理论准备，也要有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2] 加强重大外交理论创新有

助于更好地诠释中国外交行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历史文化、政治

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国家基于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对中国外

交存在误解和曲解。有鉴于此，中国外交理论创新要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视野，

寻求最大国际共识。例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

色，蕴含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期盼；[3]“一

带一路”实践所展现的新型合作理念、模式和路径，也往往是西方传统国际

关系合作理论忽视或不能解释的，可推动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4] 在创新重

大外交理论的过程中，既需要增进学术界与政策界的密切互动，也需要加强

国内外的交流互鉴。

最后，加强外交理论的国际传播。要让中国先进的外交观念和外交理论

[1]　凌胜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构建》，《国际展望》2020 年第 2 期，第

19-38 页。

[2]　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 8期，第 149-155 页。

[3]　徐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期，第 1页。

[4]　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

2020 年第 3期，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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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多国家知晓和理解，需要重视国际传播。习近平强调：“下大气力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1] 近年来，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外交政策宣介，中国的外交官

通过各种渠道发声，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外交的影响。今后，在鼓励

外交官继续利用媒体发声，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的理解同时，

也要更加重视新媒体等技术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二）加强战略运筹谋划

外交谋划能力主要体现在外交战略运筹方面。为了提升外交谋划能力，

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强化外交战略思维。外交谋划需要重大局、谋长远，战略思维极

为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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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要基于战略思维来洞悉世界，要

基于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来研判战略环境。

其次，改进外交战略决策方法，增强外交谋划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数字

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增强外交决策的精度。目前，大数据在国际关系中已

被广泛运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3]“数据驱动型外交”或依托数据及其

算法的“智慧型外交”正在开启数字时代的外交革命。[4] 除大数据分析外，

人工智能等其他科技手段也可成为外交决策辅助工具。

再次，加强外交战略评估机制建设。对外交战略的定期评估有助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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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华社 2021 年 6 月 1 日电。

[2]　赵梓斌、刘杰：《习近平为何反复强调“战略思维”》，人民网，2019年 1月 25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25/c1001-30590771.html。
[3]　董青岭、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董青岭教授访谈》，

《国际政治研究》2019 年第 4期，第 142-154 页。

[4]　任远喆、科尔内留 · 波乔拉：《数字化与当代外交的转型——基于组织文化理论的

视角》，《外交评论》2019 年第 1期，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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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解决外交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外交战略目标顺利实现。战略评估

需要重点关注战略目标、利益、资源和手段等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保持战

略进度，优化战略路径。

最后，保持外交战略定力。习近平强调，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1] 在外交谋划中，

要注意保持外交战略的延续性，不因国际环境的变幻而剧烈变动，不因竞争

对手挑动而起舞，增强战略运筹主动性。

（三）完善外交机制建设

外交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外交机制建设，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外交机制需要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在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协调机制和预警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

首先，要形成科学的外交决策机制。外交决策机制直接关系到外交政策

制定和执行的成败。当前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不断完善，但开放性有待加强。

外交决策机制要具有相对开放性和一定的集中性。相对开放的外交决策机制

能够增加外交决策信息处理和层级之间的流通性，有助于提高外交决策的科

学性，而封闭性外交决策机制则会增加外交决策犯错的可能性。同时，外交

决策机制也要注重全局统筹和决策时机的把握，要有一定的集中性。

其次，要加强外交执行和协调机制建设。外交执行涉及多部门、多层次，

需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增强大局观念和协调意识，

切实形成相互配合、协同发力的良好工作局面。[2] 当前，外交协调机制建设

仍有不足，外交、国防、宣传等诸涉外部门间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

最后，要加强外交预警机制建设。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空间的

分布更加广泛，其潜在风险也与日俱增。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海外

利益，需要加强外交预警机制建设。近年来，中国外交对此方面日渐重视。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

准施策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30 日，第 1版。

[2]　杨洁篪：《奋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17 年第 23期，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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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完

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维护海外同胞安全和正当权益，保障重大项目和人员

机构安全”。[1]外交部在领事保护等方面已形成了一些预警机制。在此基础上，

可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健全更多外交预警机制，切实加强风险防范能力。

（四）加强外交统筹协调

对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

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在各有侧重的同时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

处。[2]

外交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国内的大力支持，考验着外交的国内协调能

力。增强国内协调有助于战略资源更加有效地转化为战略能力，更好地提升

和发挥外交能力。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理顺各涉外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

加强横向协调和纵向统筹，形成对外工作的合力。其次，要大力引导社会资

源助力对外工作，赋予社会力量参与对外交往的合法身份和适当资源，建立

具体合作机制并明确政策导向，发挥社会资源对外交工作的辅助作用。[3]最后，

要扩大外交工作的国内影响，增强国内民众对于外交工作的了解与支持。

日益成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也要加强统筹协调国际大局的能力和国际

动员能力。首先，通过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增强中国的国际认可度。提

供国际公共产品，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行为方式，使中国外交更加遵守国际规

则、融入国际社会，[4] 同时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体现，[5] 有利于获

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次，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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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１版。

[2]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2018 年 6 月 23 日电。

[3]　尹继武：《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社会互动分析》，《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5 期，

第 34-42 页。

[4]　赵可金、尚文琦：《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理论学刊》2017 年第 3期，

第 121 页。

[5]　卢静：《国际责任与中国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5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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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加，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

不足与弊端也逐渐显现。中国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特别是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增强中

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最后，通过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增强中国的国际

动员能力。中国要坚持“结伴不结盟”原则，继续深化与大国、周边、发展

中国家及国际机制等的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朋友圈”，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倡导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

（五）系统提高外交执行能力

外交执行能力是产出外交效果的重要一环，对于外交能力提升具有直接

影响。增强外交执行能力涉及执行机制、资源投入、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一是要形成流畅的外交执行机制。外交执行需要将各类资源有效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成绩。对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主体而言，科学合理的执行

机制有助于避免内耗、促进协同、提高效率。

二是要重视外交资源的投入。外交能力建设离不开资源的投入，否则难

免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1]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投入有所增加，

外交官的办公条件和待遇有所改善。不过，相比一些大国，中国的外交资金

投入比例仍然偏低，在经费使用方面的灵活性也有所不足。[2] 增加外交资源

投入，改善驻外人员工作生活条件，解其后顾之忧，把党中央关怀落到实处，[3]

有助于更好开展外交工作。

三是要注重外交人才的培养。外交能力建设离不开外交人才队伍，要从

政治上以及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不断增强队伍建设。首先，要加强外交

人员的政治能力，以政治家办外交的态度来开展外交工作，强调外交官的政

治能力培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总要求，要以

[1]　董柞壮：《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外交投入》，《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4期，第26页。

[2]　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外交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低，

仅为 0.05%，低于美国的 0.29%、俄罗斯的 0.33%、英国的 0.65%、法国的 1.2%。数据根据安

理会五常 2019—2020 年政府预算数据计算得出。

[3]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2018 年 6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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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能力为统领，全方位提升外交外事干部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做到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1] 其次，要实现外交官数量的有序增长。随

着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也日益增加，外交官数量应有

相应的增长。相比美俄等国，中国的人均外交官数量仍然偏低，部分驻外使

领馆存在人员不足的情况。[2] 在领事保护方面，中国每位领事官员每年服务

超过 20 万海外公民，是美国的 40 倍，超负荷运转态势明显。[3] 考虑到国际

环境和国内需求，中国外交官数量有必要实现有序增长。[4] 再次，要实现外

交官质量的稳步提升。在“大外交”时代，外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外交官要进一步增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最后，要优化外交官的结构。

中国外交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经济、网络、军控、科

技等领域的涉外事务，需要适当拓展外交官的来源，[5] 优化外交队伍的知识

结构，培养具有复合创新性的外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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