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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中国周边外交重视元首引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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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在这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

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周边外交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睦邻政策内涵，为新时代我国开展周边外交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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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

理论。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 这无疑是对时代形势作出的

一个重大战略判断。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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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历史交汇时刻，国际战略局势波诡云谲，不确定因素、难

以预测的风险增多，使中国周边环境更加复杂。习近平站在时代发展趋势的

战略高度，深刻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周边关系、怎样发展周边关系等重要

课题，从而不断增强驾驭复杂周边形势、防范各种风险的能力。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周边外交理论创新的外部环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征就是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历史性演变。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成为国际

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

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3] 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上，疫情阻碍了全球经

济要素流动，引发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政治上，种族主义抬头，民粹主义高涨。

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在亚洲的表现最为突出。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

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持续提高。东盟一体化深入发展，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耀眼的新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 10 月发布报告显示，2021

[1]　《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人民网，2018年 6月 25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625/c1002-30082065.html。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7 页。

[3]　《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网，2017年12月29日，

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171229/31886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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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洲实际 GDP 预计增长 6.5%，2022 年预计增长 5.7%。[1] 世界经济论坛网

站载文指出，到 2030 年，亚洲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到 60%。[2] 世

界史学界公认西方自16世纪（1500年）开始赶超东方并领先全球，故当今“东

升西降”可谓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亚洲的崛起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最为深刻的变化，触及诸多结构

性、体系性问题。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各主要战略力量寻找自身定位，

调整内外战略，力求抢占有利的战略地位，引领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走向。

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欧盟等各大力量纷纷加大对亚洲投入，亚太乃至“印

太”地缘角逐持续升温。[3] 围绕未来地区秩序走向问题，各大力量不断提出

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规则、体制、机制，催生新的区域架构和合作体系。[4]

各种思潮交流、交锋更加频繁，不同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对比较量更加突出。

大国关系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竞争日益聚焦于重塑国际

规制。[5]

面对大变局给地区形势和区域秩序带来的变化和复杂影响，中国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思考与地区国家建设什么

样的区域秩序、怎样建设区域秩序，建设什么样的周边关系、怎样建设周边

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有力推动了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

（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周边外交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与周边地区密切相关，周边地区始终是中国稳定与发

展的战略依托。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p.3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 
2021/10/12/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1.

[2]　“In 2020 Asia Will Have the World’s Largest GDP, Here’s What that Means,” December 
2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2/asia-economic-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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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沈传亮：《如何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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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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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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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目标，如何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外

部环境，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运筹好周边外交有益于

稳基固本、行稳致远、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外合作，为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当前，中国周边环境呈现总体稳定良好态势，但复杂性也在增加，旧的

矛盾尚待解决，新的挑战不断出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面对

中国快速发展，一些地区国家尚未适应，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如何运用自

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心存疑虑。在大国竞争影响下，一些国家还面临选边站队

和集团政治的压力，给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发展带来干扰。中国愈益迫切地

需要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把稳定周边、发展周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并

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凸显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战

略地位。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周边外

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

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1] 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

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

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

人文联系更加紧密。这一战略目标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中心工作，

确立了周边外交工作的努力方向。

习近平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周边环境。2014 年 11 月，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

环境》，人民网，2013 年 10 月 26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26/c64094-2333368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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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

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

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1]2018 年 6 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上再次强调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

二、发展与创新

时代发展呼唤理论发展和创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史

交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深刻把握中国和

周边国家关系新发展、新变化，在科学总结中国睦邻外交实践基础上，提出

了一系列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新理念。

（一）弘扬和平发展的外交传统

中国的快速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的发展

壮大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演化，未来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受

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人民崇尚“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

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

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

信念。[2]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从一

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

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

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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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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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1]2021 年 9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

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2]

走和平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习近平在纪念

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

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

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3]习近平对中国“和”文化进行了新的提炼，倡导“共

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理念。

习近平将“和”文化首先运用到周边外交当中，强调“和平发展思想是

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4]

新中国睦邻外交与讲信修睦思想一脉相承。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同印度、

缅甸等国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后来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成为当今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

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5]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

[2]　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22 日。

[3]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

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4]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人民日报》2015年 11月 8日。 

[5]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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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作为地区大国的责任担当。2013 年 9 月，习近平在

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强调：远亲不如近邻，中国同中亚国家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邻邦。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其视为外交优

先方向。[1]2014年8月，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演讲时表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有一个良好周边环境。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

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2] 习近平从文化、历史和民族性等角度，阐释了中国

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外交思想，宣示中国坚持睦邻友好政策，赢得了国际社

会及周边国家的广泛认同。

（二）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要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习近平给出答案，即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共同营造稳定和谐的发展

环境。习近平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

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

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

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

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

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

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

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

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

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3]

“亲诚惠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价值观，是中国外交对国际关

[1]　《习近平哈萨克斯坦大学演讲 ( 全文 )》，央视网，2013 年 9 月 7 日，http://news.
cntv.cn/2013/09/07/ARTI1378531506771407.shtml。

[2]　习近平：《守望相助 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人民日报》2014 年 8月 23 日。

[3]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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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伦理建设的重要贡献。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亲诚惠容”理念。他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表示，“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将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

惠及周边国家。[1]2014 年 9 月，他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指出：我

们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就是要诚心诚意同邻居相处，一

心一意共谋发展，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发展成果。[2]2015 年 4月，

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将）坚持按照“亲诚惠容”的

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永

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3] 习近平的讲话充分展现了中国开

放包容的胸襟和亲仁善邻的情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鲜明风格。

“亲诚惠容”理念将正确义利观上升至道德情操层面，体现了中国愿与

周边国家真诚相待的深情厚谊，在周边国家引起积极回应，增强了中国外交

的感召力。

（三）倡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将引领建立什么样的世界体系引发世界瞩目。习近

平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各国人民共同期待，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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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国对理想世界体系的看法，彰显对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追求。

周边国家高度关注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此，

习近平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与周边国家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2013 年 9 月，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13 次会议上，习近平表示要把上合组织

[1]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中国新闻网，2013 年 4 月 7 日，https://
www.chinanews.com.cn/gn/2013/04-07/4708322.shtml。

[2]　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19 日。

[3]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新华网，2015年 4月 2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1/c_1115044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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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

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1] 在同年 10月出访东盟国家时，习近平在印

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

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

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虽然

是针对特定对象，但其内涵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

身事外，共同应对、共担责任是谋求发展的唯一出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

体现了中国愿与周边国家风雨同舟、共享地区繁荣与稳定的良好愿望，反映

了中国人民和周边国家人民共同的美好期待。中方关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

同体的倡议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2016 年 3 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

次领导人会议发表《三亚宣言》，以共同文件的形式强调致力于建设面向和

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

范。[3] 截至目前，中国已在双边层面与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

就构建命运共同体签署行动计划或合作文件，使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由理念

向现实迈进了重要一步。

三、理论特色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发展的，要在发展中看问题；要始终坚持世界

的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力求按照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认识世界；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四点主张》，中国新闻网，2013 年 9月 13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13/5284684.shtml。
[2]　《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 年 7月 22 日。

[3]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人民日报》201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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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并透过现象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习近平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来观察这一变化，深刻思考中国与周边关系发展方向、秉承的原则，

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案。比如，在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的复杂

安全背景下，对于如何维护周边稳定，习近平倡导了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在新安全观指导下构建新型国际安全关系。

（二）立足于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

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

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是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源泉和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论述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也对中

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新。习近平提出的讲信修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和合思想。他提出的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亲诚惠容”理念，是

真善统一价值观的体现，是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升华。习近平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

国加快发展的共同愿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延续了“天下为公”“大同社会”

的理想追求，是共建和平稳定周边秩序的方案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

类进步事业不断奋斗的责任使命。

（三）突出中国与周边共同发展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关于中国睦邻外交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点的继

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是在

普遍联系中永恒运动和发展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不断突破，人类社会正从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向智能化跨越。国

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发展共振，风险共当，已经形成休戚与共的整体。

在一定意义上说，损害他国利益，就是损害自身利益；维护他国利益，就是

维护自身利益。因此，一个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要尊重其他国家合

理的国家利益，并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11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强调要把中国和周边作为一个整体，积极探索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课题，

推动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正确的角色观，在研究周边形势时把自

己摆进去，分析自身在周边形势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制定周边外交政策

时既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考虑别国的利益。在外交原则上，中国坚持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合作方式上，

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区域一体化建设，走共同发展道路。中方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推进共同发展的具体展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倡导更

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发展。

（四）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论述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强调将思维对象作为一个整体 , 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

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对象。习

近平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

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 这清楚地阐明了辩证思维能

力的科学内涵，也指出了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与其他主要大国相比地缘环境更为

复杂。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如何处理与周边国

家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冲突，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在领土海洋

争端方面，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日本和印度的矛盾时有升温，这些国家还

不时受到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干扰，如何把握维权和维稳的关系，考验

着中国的战略定力和创造力。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周

边国家关系：一方面强调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

歧，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另一方面坚守底线，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

外来势力插手，反对将相关争端国际化、多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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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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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国外交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处理周边外交问题，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

一，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既有深邃洞见又有果断行动，使中国能够掌握

外交主动，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

四、政策实践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思想和论述符合时代精神，为中国周边外交

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周边外

交坚持正确义利观，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

（一）擘画周边战略蓝图，元首外交引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中国外交战略蓝图，

引领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

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做好新形势下

周边外交工作，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

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

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此次会议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确

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提出了

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1]

习近平践行中国同周边国家“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的承诺，以政

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运筹帷幄，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元首

外交的形式和内涵。

一是突出周边在外交全局中的首要地位。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将俄罗

斯作为首个出访国家，党的十九大后又将首访定在越南、老挝两个社会主义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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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2013 年以来，习近平出访足迹遍布周边 20 余国，会见了几乎所有周

边国家领导人。

二是加强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政治引领。无论是访问中亚还是东北亚，南

亚还是东南亚，习近平都同各国领导人进行战略沟通，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

形势、双边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访问成果丰富，有力推动了双边务实

合作，开拓了新领域，打造了新亮点。

三是创新元首外交形式。习近平坚持从大格局着眼、从细节入手，推陈

出新、不拘一格地推动元首外交，比如开启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同朝鲜

最高领导人一年内多次会面，对周边数国进行“点穴式”访问，展现了中国

外交的务实高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通过“线上”活动，同周边

国家领导人就抗疫合作加强沟通，充分展现了元首外交的灵活性。2021 年，

习近平共开展 41次周边外交活动，其中包括与周边 13国领导人进行的 15 次

通话、24次视频致辞等，引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扬帆向远。

四是利用多边平台拓展合作空间。借助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亚信峰会等重要会议，推

动周边国家积极参与，为深化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同时，利用多边平台，提

出全球和区域治理倡议，充分展现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2021 年 11 月，习

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正式

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出建立和平、安宁、繁荣、美丽、

友好家园的五点建议，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空间。

通过同周边国家元首形成常态化、正式和非正式、双边和多边的会晤机

制，习近平加深了与外国元首的个人友谊。邻国领导人之间的频繁沟通往来，

凸显了邻里之亲，也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认识与理解。

（二）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格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中国发展成果也为周边国家

所分享。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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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1] 习近平努力寻找中国和周边国家互利合

作的战略契合点，共同打造合作平台，推进区域融合发展。2013 年，习近平

先后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习近平将“一带一路”比作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

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

国家；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

“一带一路”建设从周边起步，联结亚欧非大陆，在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下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的互动

平台和合作网络，正在成为周边各国合作纽带，促进周边共同发展。

一是推动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从周边出发，以建设六

大经济走廊为骨架，推进和拓展周边合作，尤其是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互联互通。中国周边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基

础设施普遍相对落后，发展潜力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大量资金和技

术涌向该地区，极大加快了地区国家交通设施和信息化建设。通过这些走廊

建设，周边国家与中国共享了发展机遇，拓展了经贸、金融、交通等领域的

合作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构起全新的生产关系网络，推动

共同发展，为区域一体化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二是搭建合作机制平台。2017 年以来，中国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周边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参加或派高级别官员出席，

共襄发展盛举。习近平主持了领导人圆桌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举行了双

边会见，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货币、人文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

的合作机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当前，“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呈现全方

位、多元化和开放性特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各类功能性合作机制。其中，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为亮眼，它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地区

[1]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

[2]　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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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三是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加强参与

国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有效对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中国同大多数周

边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双边合作备忘录，共同制定了 5年或 10年的

双边关系发展规划，确保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前，共建“一带一路”

正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巴经济走廊、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等不断深

化。“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地区多边组织的支持。2015 年 12 月，上合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14 次会议发表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积极推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的对接。2019年11月，

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 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共建“一带一路”同东盟整体发展规

划对接，明确了双方合作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化

了中国和周边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注入新动力。共

建“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

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也为广大周边国家所认同。

（三）倡导新安全观，推进区域安全合作

中国同周边国家比邻而居，建设稳定良好的安全环境是各国的共同需求。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大国，秉持什么样的区域安全观受到周边国家关注。

习近平在 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上对亚洲安全治理进行了深刻阐释，强调应积

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

安全，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

本地区安全，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1]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为

地区各国维护共同安全、化解矛盾风险、构建区域安全架构提供了新思路。

[1]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1 日。



16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2 期

在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深化合作机制建设，

增进同周边国家战略互信。

一是积极推动区域安全对话。习近平在第五届亚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指

出：要坚持和践行亚洲安全观，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推动构建

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中国坚持

不懈地推动朝核问题谈判，针对如何恢复与开展朝核对话提出新的建议：一

是提出“双轨制”，即将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二

是提出“双暂停”，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三是提出

分两步走的路径，即先以“双暂停”恢复对话，再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开展对话，

最终找到半岛的长治久安之策。此外，中方还表示除六方会谈外，对开展双边、

三边、四边、五边等各种对话均持开放态度。为达成伊核全面协议，中国始

终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伊核谈判全过程，特别是在谈判的重要节点，积极寻求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提出中国方案。

二是参加区域安全合作机制。2013年以来，中国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同东盟国家举行联合反恐演练，践行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维护本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景》指导下，中国

与东盟不断推进互信建设，深化安全合作。中国支持上合组织健全合作机制，

推动形成完备的执法安全合作法律基础。中国还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举行“天山”

系列反恐联合演习以及网络反恐联合演习等，提高联合行动能力。2019 年，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建立了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

为促进亚洲国家团结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注入了新动力。

三是与地区国家共同制定安全规则。面对复杂的南海局势，中国积极倡

导同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有关争议。为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

于 2013 年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2017 年达成“准则”框架；2018 年

形成“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2019年提前完成“准则”案文一读；目前，

正持续开展“准则”案文二读并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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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与地区国家

携手应对疫情冲击，以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建立健全非传统安全治

理体系。中国与东盟紧急行动，举办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中方提

出加强卫生等部门有效协调、着眼长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立中国—东盟

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设立中国—东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等倡议，得到地

区国家积极响应。中国积极推动东盟与中日韩举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

特别会议，提出分享诊疗经验、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积极开展药物疫苗研

发合作等倡议。

（四）促进民心相通，强化民意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力量，也是巩

固和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

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

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

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促进民心相通工作方面呈现全领域、多渠道的特点。

一是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5 年 3 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

表主旨演讲时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和

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

生活。2019 年 5 月，中国举办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 47 个国家以及

域外其他国家代表参加相关活动。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即坚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

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深邃洞察、对当今人类

文明交流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类文明面向未来发展的深厚期待。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为亚洲各国不同文明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倡

导建立相互尊重、以对话解决分歧的国际关系模式。2021 年 4 月，习近平在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致辞中宣布，中方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举办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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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以实际行动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坚定推进文明交流，

致力于消除文明隔阂。

二是搭建民间交流网络。如何将尊重社会文化价值多样性落到实处，中

国外交进行了创新，推动搭建多个民间交流平台，包括丝绸之路欧亚文化合

作组织、丝绸之路国际联盟、“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世界旅游联盟、

国际剧院联盟等。这些组织和平台通过开展接地气、重实效的合作项目，在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增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念认同。

三是加强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签订了双多边文化旅游合作文

件，建立了中国—东盟、中俄蒙等一系列双多边文化旅游合作机制，通过主

办国际旅游会议或互办旅游年，促进人文交流。中国与周边国家教育合作发

展迅速，中国—东盟教育周由中国和东盟“10+1”合作模式，发展成包括中

亚、南亚、东北亚、南太国家参加的“10+1+N”模式，大大推动了中国同周

边国家的职业、高等、学前教育交流合作。[1] 中国还通过设立“丝绸之路”

奖学金等项目，为周边国家在华留学生提供资助。以澜湄合作为例，2016 年

至 2020年，中国累计为 2万余名湄公河五国学生来华学习提供奖学金。

四是强化民生援助工作。近年来，中国对周边国家民生援助明显加大：

在医疗援助方面，在东南亚等地区实施了“光明行”“爱心行”“送医上岛”

等项目；在危机救助方面，帮助马尔代夫度过淡水供应危机，协助尼泊尔特

大地震救援工作；在抗疫援助方面，紧急向所有周边国家援助抗疫医疗物资，

截至 2021年 10月，已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8000 多万剂疫苗援助，派出

了 10余批疫苗专家组，举办了上千场视频交流会。这些民生援助接地气、有

实效，传递了中国人民对周边国家人民的关怀和深厚情谊。

上述社会人文层面的交流，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民众之间的认知与理

解，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

[1]　许利平：《新时代中国周边人文外交》，《云梦学刊》2020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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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

世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周边形势的影响，同时分析

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定位，从理论层面探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处

之道，找寻新时代运筹周边外交的基本规律。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论述弘

扬了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了中国对外交往的

价值理念，丰富了睦邻政策的思想内涵，指导中国周边外交不断开辟新境界。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以“亲诚惠容”为理念，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平台，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进中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不断

走向深入。展望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在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政治、

经贸、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必将更加巩固。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周边外交必将有新的更大发展，为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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