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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为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

境变化、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而不断创新，它弘扬了和平发

展的外交思想，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倡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品质，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突出中国与周边共同发展的核心内涵，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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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观与区域安全合作，强化人文交流，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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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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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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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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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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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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日期：2022-3-10】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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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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中国外交、外交能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习近平外交思想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2）2 期 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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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能力建设”（项目编号：21BGJ071）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和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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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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内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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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内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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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日期：2022-2-15】

【责任编辑：吴劭杰】

[1]　杨洁篪：《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9

年第 17 期。

[2]　参见《全球外交指数排名》，https://globaldiplomacyindex.lowyinstitute.org/country_
rank.html。

[3]　夏莉萍：《中国领事保护新发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交评论》2020年第 4期，

第 7页。

[4]　王逸舟、李欣达：《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新课题：以外交官人数的历史变迁为案例》，

《当代世界》2017 年第 9期，第 16-19 页。

[5]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 11 期，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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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

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

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

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

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

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

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

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

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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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执政的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既有继承，也有调整。它一方面继

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则试图打造对

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

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

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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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趋势下，双

方都在加强各自的战略与政策设计，争夺对双边关系的主导权，促进各自的

利益目标。如果说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确定性和冲突性等特

征的话，拜登执政后的对华战略竞争更注重可预测性和可管控性。中方则希

望提升竞争的良性，扩大合作的空间，管控好分歧。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

的“新常态”，是当下双方面临的紧迫课题。

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以下基本内容。在对华认知上，视中国为“最

严峻的竞争对手”，是“唯一具有潜在能力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

力量对稳定与开放的国际秩序发起持久挑战的竞争者”。[1] 基于上述判断，

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应对来自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的挑战，维护

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支配性影响力。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内涵以竞争为主，兼

顾必要的对抗和可能的合作。作为民主党政府，拜登的对华政策没有回到奥

巴马时期的政策轨道，而是继承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这反映了过

去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环境的巨大变化。特朗普政府作为非建制派执政，为改

变美国对华政策既有框架的强烈愿望所驱动，其对华政策具有颠覆性。拜登

政府在对华政策设计中，则受到一系列心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担心中国视

其为弱势政府，担心中国认定美国在衰落，担心共和党攻击其对华软弱。为此，

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一再提醒中方不要

误判美国在走向衰落，[2] 竭力在话语和行动中表现出对华强势和强硬的姿态，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
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
NSC-1v2.pdf.

[2]　例如，在拜登执政后与中方领导人的首次通话中以及中美安克雷奇对话上，美方都

有这类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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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华政策具有对抗性。

从一年来的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

打压与威慑。在价值观领域，炒作涉疆、涉港等议题。执政伊始，拜登政府

即指责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清洗”和“强迫劳动”，以所谓在新疆“侵犯

人权”为由制裁 4 名中方官员，拜登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

劳动法”，禁止美国进口新疆产品。在涉港问题上，对多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

并在香港特区第 7 届立法会选举后，纠集盟友对选举结果进行攻击。此外，

拜登政府还通过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举办“民主峰会”等对中国

施加政治压力。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

所施加的关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大量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恶劣做法，将

更多的中国实体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并迫使一些中国企业从美

国退市。在地缘政治领域，拜登政府积极拉拢欧盟，强化跨大西洋对华协调；

提升美日印澳四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合作；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结成新安全伙伴

关系，试图打造“盎格鲁—撒克逊”反华轴心；打拉结合，企图使一些东南

亚国家远华近美。在军事领域，拜登政府除了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外，

还着力加大在台海对华威慑，企图通过增加美国在本地区军事部署和存在、

提升台湾军事能力、强化与盟国军事合作等措施，慑阻中国大陆“对台动武”。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带有“准冷战”的特征，对华战略竞争既包括价值观

与制度层面，也包括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层面。在中国发展与治理成就凸显体

制优势而美国体制运行不畅暴露出种种弊端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要竭力证明

美国体制的优越性，要在体制之争中胜过中国。同时，拜登政府更关注抑制

中国综合国力的攀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维护自身领导地位。在实际运作中，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权力政治逻辑更为显著，无论是打人权、民主牌，还是

打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牌，其目的都是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为美国对华外

交制造筹码。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更加重视同盟和伙伴的作用。拜

登政府认为，美国要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就必须内增实力、外联盟友。

美国利用七国集团、北约、美国—欧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印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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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作机制、“五眼联盟”、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东盟伙伴关系等

平台，以及诸多双边同盟与伙伴关系安排，积极拉拢盟友伙伴配合、支持美

国对华战略。拜登政府重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对华问题上也极其重视拉

拢欧洲盟友。美欧互动越来越多地围绕中国问题进行，对华协调的机制化（如

美欧“对华协调高级别会议”、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倾向显著增强。

印太地区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拜登政府升级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充实四国对华合作的内容，并通过联合英国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来打造美

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此外，拜登政府还积极推动“五眼联盟”扩大在对华问

题上的合作范围，从情报分享扩展到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协调。拜登政府负

责印太事务的官员坦言，由于认识到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有限，华盛顿致力

于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1] 拜登政府尤其希望通过推进印太战略，重构该地

区地缘政治与经济架构，以有利于美国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2]

与前几届政府相比，拜登在对华政策上更多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影响。

第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遗毒的影响。从对华基本定位到对华政策的基本

思路，拜登政府都没有走出特朗普政府的阴影。拜登执政后，在内政外交诸

多领域都改变了特朗普的政策，唯独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延续性。第

二是利用“中国话题”推进国内议程。无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抑或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拜登政府都拿中国说事，通过

激发朝野对华竞争意识获得国内支持。第三是通过对华强硬争取共和党对其

相关政策的支持。总体而言，共和党偏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3] 在 2020 年

美国大选中，特朗普阵营不断攻击拜登对华软弱。拜登执政后，共和党担心

其偏离特朗普对华政策路线，不断炮制强硬对华议案，而拜登政府为了争取

[1]　The White House,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Previewing 
the U.S.’s Indo-Pacific Strategy,”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2/02/11/background-press-call-by-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previewing-the-u-
s-s-indo-pacific-strategy.

[2]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3]　Craig Kafura and Dina Smeltz,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or Confrontatio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Split on China Polic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021,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2/Final%20China%20Brie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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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在其重要政策议程上的支持，不得不接受共和党的这些强硬立场。

尽管拜登团队被认为比特朗普团队更专业、更有经验，但其对华政策的

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是相关政策广受批评。例如，在对华贸易政策上，

拜登在 2020 年大选中曾批评特朗普发动对华关税战，认为此举伤害美国甚于

伤害中国。然而，在执政后，拜登政府担心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会招致共和党

指责、引起为其提供政治支持的工会势力的不满，加之拜登团队内部有人主

张把关税作为对华施压的杠杆，因此全盘保留了特朗普加征关税。此举遭到

了商界的反对，他们抱怨加征关税提高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一些朝野

人士也认为这些关税助推了美国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1]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

未能提出新的对华贸易政策，改善中美经贸关系，这令曾在 2020 年大选中对

其提供积极支持并寄予厚望的美国商界大失所望。

其次，虽然拜登政府竭力拉拢盟友和伙伴联合对华，但大多数国家基于

自身在对华关系中的利益考虑，都与美国对华政策保持一定距离。美国的盟

友和伙伴在对华态度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紧跟美国，如澳大利亚、英国

和日本；二是不愿意选边站，如德国、法国、韩国、新加坡；三是与中国发

展密切的合作关系，如菲律宾、泰国。美国对华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加之

未能充分顾及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华盛顿对盟友资源的利用。

最后，拜登的对华政策遭到中方坚决抵制。中方反对美方对中国和中美

关系的定位，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分法，拒绝随美国的节奏起舞，并向美

方提出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2] 在遭遇挫折后，拜登政府不得不对其对华政

[1]　丁悦：《贸易政策不清晰，美企决定与反华势力“抗争”》，观察者网，2021 年 9

月 2 日，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9_02_605540.shtml。
[2]　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共 16 项，另一份是中

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共 10项。三条底线：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

中国领土完整。《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外交部网站，2021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
xgx w_680534/202107/t20210726_9183482.shtml；《王毅：明确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 

外交部网站，2021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679 
954/1206680528/xgxw_680534/202107/t20210726_91834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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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进行战术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中方关切。[1] 在执政的第一年里，拜

登政府未能与中方一道建立工作机制，也未能确定共同的议程，显示出美国

对华外交推进不顺。

二、中国对美外交

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发动全面战略竞争，中方在应对美方战略打压过程

中积累了重要经验。拜登执政后，中国对美外交有了进一步发展，战略定力

和塑造力增强，对美博弈呈现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加强引导。在拜登就职前后，中方向美方发出一系列积极信号。王

毅国务委员表示，双方可以梳理形成对话、合作、管控分歧三份清单，为从

整体上厘清、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更清晰的脉络；双方应当努力使中美

关系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

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2]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指出：“推动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可预期、

建设性的轨道，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模式，是中美面临的共

同任务，也是各国的普遍期待。”[3] 在 2021 年 2月拜登执政后与中国国家领

[1]　如在解决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方面，允许孟晚舟归国；在回应中方提出的三条底线方
面，拜登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
行视频会晤》，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
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11/t20211116_10448827.shtml。 

[2]　《王毅：中美双方可以梳理形成对话、合作、管控分歧三份清单》，外交部网站，
2020 年 12 月 7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
680528/xgxw_680534/202012/t20201207_9361072.shtml；《王毅同美国亚洲协会举行视频交
流》，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8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
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012/t20201218_9361080.shtml；《王毅敦促美方做
到三个“放弃”》，外交部网站，2021 年 2 月 22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
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2/t20210222_10413468.shtml。

[3]　《杨洁篪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2 月 2 日，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
202102/t20210202_9361095.shtml。 



43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导人的首次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要努力改善双边关系，要聚焦合作，

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1] 在同年 7 月的中美天津

会晤中，中方提出两份清单，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和言行，解决

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并就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三点

要求，明确三条底线。在 9 月与拜登的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敦促拜登拿出战

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2] 在 11月

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向拜登介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意

图，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并提出了中美应着力推动的四个方面优先事项。[3] 中方引领双边关系的种种

努力，既显示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也体现了处理转型期中美关系

的智慧。

二是坚决斗争。面对拜登政府对华采取的种种对抗性、挑衅性举措，中

方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定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对话中，

中方与美方激烈交锋，反击美方的虚张声势，揭穿美方动辄以国际社会代言

人自居的话语包装，谴责美方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

这场交锋罕见地呈现于国际社会视野之中，展示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气象，

也使美方感到意外和沮丧。在天津会晤中，中方揭露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三

分法的实质，批驳了美方一系列涉华话语，正告美方不能“坏事做绝，还想

好事占尽”。[4] 天津会晤进一步让美方意识到其自以为是的对华政策设计行

不通。当美国遭遇阿富汗撤军乱局而寻求中方合作时，王毅明确表示，美方

不能一方面处心积虑遏制打压中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2 月 11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202102/t20210211_9604419.shtml。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
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9/
t20210910_10413474.shtml。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4]　《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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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支持配合，“国际交往中从来不存在这种逻辑”。[1]

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的视频会晤中郑重指出，台湾当局

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

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2] 中国大陆还展示出反对“台独”分裂

行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和能力。2021 年，解放军常态环台岛组织轰

炸机、侦察机、歼击机等开展巡航，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兵种力量联

合战备警巡，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联

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3] 面对美方近年来加大对华制裁、干涉和长臂管

辖力度的所作所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21 年 6 月表决通过《反外国制

裁法》。同年 7月和 12 月，当美方借口涉港、涉疆问题对中国有关官员实施

制裁时，中方即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有关人员进行相应反制。当美

方试图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污名化以打压中国时，中方一方面揭穿

其对病毒溯源问题进行政治操作的伎俩，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抓住德特里克

堡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种种疑点劣迹，要求美方开放这些设施接受国际社会

调查。中方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的坚决斗争，捍卫了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也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三是积极调动第三方因素。鉴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越来越借重第三方因

素特别是盟友资源，中国对美博弈也越来越重视加强和发展与第三方关系。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2021 年，中俄举行了首次海上战略联

合巡航，中方首次邀请俄军参加中国的战略演习“西部联合—2021”。面对

拜登政府加大联欧制华力度，中国在与欧盟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同

[1]　《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1 年 8 月 17 日，https://
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8/
t20210817_9183484.shtml。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3]　《2021 年 12 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国防部网站，2021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mod.gov.cn/jzhzt/2021-12/30/content_4902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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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谋求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保持与德国、法国等大国关系稳定。面对美

国竭力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企图让一些东盟国家为美国印太战略背书，中

国在纪念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之际，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双方关系新的跨越。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落地生效，引导“一带一路”建设同《东盟印太展望》的重点

合作领域对接，搭建澜湄立体合作新的架构。与美国的东盟外交缺乏稳定性

和有效抓手相比，中国的东盟外交已然走在美国前面。在中东地区，中国与

伊朗签署一项为期 25 年的全面合作计划，在能源、安全、基础建设和人文交

流等领域建立广泛合作关系。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接收伊朗为正式成员，伊朗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增添了新的维度。此外，中国

与非洲、拉美的关系也取得新的重要进展。面对美国积极推进对华战略竞争

的外交布局，中国外交纵横捭阖，不断拓展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合作

关系，这有助于牵制美国对华战略，也有利于中国更广泛的外交目标的实现。

过去一年来，中国对美外交在风格上也有一些重要变化。以往美国新政

府上台后，中国对美外交工作往往遵循结构导向，即先谋求与美方就双边关

系的定位和互动框架达成共识，再处理具体问题。而拜登执政后，经过一段

时间的努力和观察，中方意识到难以与美方就两国关系的认知和互动机制达

成共识，于是调整思路，从结构导向转向问题导向，推动美方回应、解决中

方关心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外交更加注重对舆论氛围的塑造。

在过去中美互动中，美方往往通过大量快速地提供信息，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而从安克雷奇对话开始，中方发布相关信息的速度明显加快，信息量增大，

官方、媒体、专家学者的互动效应增强，中方话语权显著提升。中国对美外

交风格的变化，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出对美外交运筹能力的提高。未来，中

国对美外交应进一步提升能动性和针对性，更加积极地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

与进程，更有效地作用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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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关系走向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当前到 2030 年左右），中美关系走向将受到两大

结构性因素影响。一是两国的国内政治。在美国方面，霸权思维、地缘政治

偏好、意识形态以及种族偏见等塑造美国朝野对华主流认知，对华敌视、仇

视情绪或将有增无减。美国政治极化和党争激化也使其对华政策越来越服务

于国内政治需要，对华示强既是两党各自的政治护身符，又是彼此进行政治

交易的筹码。在中国方面，随着对自身发展成就的自豪感和对发展道路的自

信心进一步增强，中国对美国国内治理能力及其对外行为的观感将更加负面，

对美国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行径的抨击与抵制也会更加坚决。二是两国力量

对比变化和互动态势变化。随着中美力量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对美博弈的实

力将进一步提升，美国的战略焦虑感将继续增强。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

对华以攻为守，正在系统性构建打压、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国则攻守

兼备，一方面能动性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布局，另一方面实施积极防

御的方针，突破、挫败美国对华战略围剿。从两国互动态势看，总体而言美

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但在局部上双方的攻守之势则不断变换。中美

战略较量尚未进入相持阶段，这是因为在力量上中美之间还没有达到势均力

敌的地步，在态势上美国也没有停止发动对华攻势，中美博弈的战线也尚未

固定下来，两国都在不断进行突破与反击、推进与推回，内线与外线交锋并行，

接触面变动不居。在此大背景下，中美关系未来一段时期的走向将是相互认

知的负面化趋势持续增强，对抗性不断上升，博弈更加激烈，冲突风险增大。

从近期来看（近 3 年左右），中美关系发展将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

改善的动力不足。拜登虽然在 2021 年下半年释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但

将其转化为政策的能力极为有限，原因有三：一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特

别是考虑到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不会有明显的调整，

以免被共和党抓住把柄，而中期选举的可能结果（民主党失去对国会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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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两院的控制）会使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更加保守；二是拜登外交团队

总体上对华强硬，对改善中美关系态度消极；[1] 三是拜登本人在对华关系上

立意不高、领导力不强。中方基于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现实判断，更不会

以让步和委曲求全来换取中美关系的改善，[2]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仍将处于低

位运行状态。

其次，紧张与缓和交替。由于拜登政府对华基本思路、对华基本战略和

执政团队对华强硬姿态均未改变，2022 年拜登政府会继续以竞争的名义对华

实施打压、围堵，甚至挑起对抗，不排除会利用中方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需要稳定外部环境而趁机讹诈，在某些问题领域（如台海、

南海等）加大对华施压和挑衅力度。同时，出于在应对气候变化、伊核、朝核、

阿富汗等问题上需要中方合作、在处理两国经贸关系上需要与中方协调等现

实需要，以及在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抗与冲突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希望

离间中俄关系，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压俄罗斯，其对华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两

面性：既要对华施压、示强，又不能引发严重冲突，还要试图拉拢一下中国。

在此情况下，当中美关系的紧张达到一定程度时，美方会谋求缓和一下气氛，

然后再紧张、再缓和，紧张与缓和交替的小周期会重复出现。

再次，增加接触。美国自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对华奉行接触政策，该政

策在目标上着眼于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内外政策行为，在手段上谋求

通过交往、诱导、融入等方式影响中国。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接触

政策曾经催生了中美之间上百个对话机制，两国政府间交往十分频繁，议题

[1]　拜登团队在对华政策上大致有四派，即价值观派、地缘政治派、经贸派和全球治理派。

目前价值观派和地缘政治派占主导地位。参见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国

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期，第 45-46 页。

[2]　例如，2022 年 1 月 27 日，王毅国务委员在与布林肯的通话中指出：“美方对华

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美方仍不断推出

涉华错误言行，使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王毅要求美方“必须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

必须扩大两国合作积极面，必须建设性管控分歧”。《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

话》，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 月 27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
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1/t20220127_106349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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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尤其是奥巴马时期的年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规格高、阵容大、议题

多，烘托出中美接触的热度。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宣布以对华战略竞争取代接

触政策。拜登入主白宫后，主管印太政策设计的坎贝尔等官员也公开表示对

华接触政策已经终结。[1] 然而，虽然有特定内涵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结束了，

但作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接触行为不可能停止，无论是美国推进对华合作、

协调，还是处理分歧，都需要借助沟通、对话、协调、谈判等交往方式。拜

登执政第一年，一方面需要进行对华政策评估，另一方面更需要显示对华强

硬，因此在与中国的外交接触上采取冷处理方式，将对华外交互动保持在低

水平，两国间也没有在经贸、外交、安全等重要领域建立起高层次的对话机制。

2022 年，基于美国内政外交的现实需要，拜登政府或将加强对华交往，两国

有望在经贸、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对话机制。虽然双方接触会有所增加，

但接触的“温度”不会上升，因为双方在新形势下对接触的效果不会抱太高

期待，接触的重点将更多聚焦分歧和争端，而非合作与协调。

最后，厘清两国关系边界。拜登政府认为对华关系以竞争为主，兼顾对

抗与合作，而在中方看来，对美关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事实上，中美关系

本质上包含合作与竞争两大元素，而双方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厘清这一关系

的边界，即探索合作的上限、竞争与对抗的下限。中美关系中的合作有其客

观性和主观性，客观性体现为两个国家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如经贸往来、人

文交流等，而主观性体现为决策者的认知与偏好。在特朗普执政之前，中美

双方都视合作为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都做出积极努力来促进合作。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方强调竞争而排斥合作。拜登政府承认合作是双边关系

的内容之一，但不占主要地位。中方则提倡扩大合作，仍然视合作为中美关

系的重要内容。由于中美相互认知和各自战略与政策的变化，双方对合作的

期待不可能回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状态，而是以更加冷静的态度谋求有限与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接触时期”结束，“主模式”是竞争？美高官搬出对华“新一套”》，网易网，

2021 年 5 月 28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B2RGR9205504DP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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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的合作。那么，中美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合

作的条件为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重新界定中美合作的上限。

拜登政府基于“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这一对华认知竭力遏制打压中国，

中国则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中美走向冲突的风险不断

增加。双方都意识到这种风险，也都希望能够避免冲突。中方提出要以建设

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美方则表示两国没有

理由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要为中美竞争建立“护栏”。中方提出防止中美

关系失控的“三条红线”，美方则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

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

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1] 尽管中美高层互动越来越关注界定

两国关系的下限，但如何将一些原则性的表态具体化并将其落实到政策实践

中，从而使得下限不被突破，需要双方进行实质性对话，形成严肃共识。

四、结语

特朗普政府开启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导致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于

特朗普政府的非建制派特征，其团队缺乏经验却又喜好剑走偏锋、行事乖张

的风格，其颠覆性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关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性，

呈现出不可持续的“非常态”。拜登政府属于建制派，其团队更加专业，也

更有经验，其对华政策试图使竞争主导的中美关系具有可预测性和可管控性，

以期打造出一种既符合美国利益又可持续的“新常态”。

从中美关系的现实看，塑造中美战略竞争“新常态”是一项紧迫而艰巨

的任务。如果说美苏冷战是最危险的大国对抗的话，当下的中美竞争则是最

复杂的大国博弈。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国际环境，中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

两国关系中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文化与种族张力等因素，都使得中美

[1]　《王毅：明确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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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两国关系回不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状态，但又不能

滑向“新冷战”，这就需要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打造“新常态”。尽管

中方反对美方以竞争定义两国关系，但美方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现实需要，

不可能放弃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主旨的做法，因此构建“新常态”的着力点

不是避免或减少竞争，而是塑造竞争本身，要给合作留出空间，给避免冲突

创造机会。鉴于当下驱动两国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仍然强劲，双方

努力的重点应是确立并守住下限，而非提升上限。

一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表明，拜登政府尚未能使双边关系得到显著

改善，在其任期内使两国关系出现大幅改善的可能性甚低。然而，拜登执政

给两国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与调整提供了机遇，如果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增

加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提升竞争的良性，降低冲突的风险，将是

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尝试，也可望取得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完稿日期：2022-2-28】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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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

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

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 , 重振联盟

和伙伴关系 , 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

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

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

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

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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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拜登政府突出制度

和价值观竞争的一面，其与权力竞争更为紧密交织，这也使得中美竞争具有

结构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的特征。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发生

深刻改变的现实面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认真

分析研究这些内在紧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美关系内涵，准确判断中美关

系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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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本质与特点

在执政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拜登即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严峻的

竞争者”。[1] 执政不到六周，拜登政府便公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更是将中国认定为“唯

一有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

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2] 遵循这样的战略定位，拜登政府基本延续并扩展

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实施全面战略竞争，也就是所谓的全政府、全社

会、全世界范围的竞争，同时认为与中国的全面竞争不仅是国家权力之争，

更是一场制度竞争。其实，早在特朗普执政后期，其政府许多极端保守派就

不时发表反华言论，矛头直指中国制度。但美国内部政治极化加剧、疫情防

控不力暴露出的制度缺陷，使得拜登上台后不得不面对美国民主吸引力急剧

下降的现实，“制度焦虑”日益显现。为此，拜登明确指出：“我相信我们

正处于一场关于世界未来方向的历史性和根本性辩论之中。民主对于应对我

们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所面临的所有挑战至关重要。”[3]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指出，特朗普可能已让华盛顿转向了“大

国竞争”，但拜登将这个问题置于更大的战略框架之内，“拜登主义”（Biden 

Doctrine）逐渐显现，他将中美竞争视为更大的有关赢得21世纪的制度之争，

并且反复强调“世界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将决定本世纪是又一个民主主导的

时代，还是专制统治的时代”。[4] 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具有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
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2]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3]　Ibid., p.3.
[4]　Hal Brands, “The Emerging Biden Doctrine：Democracy, Autocracy, and the Defining 

Clash of Our Time,” Foreign Affairs, June 29,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united-states/2021-06-29/emerging-biden-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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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竞争与制度和价值观竞争交织并存的本质特征，企图为美国遏制中国崛

起提供物质性和规范性力量。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这种遏制和打压具有结构

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根据肯尼思 • 沃尔兹 (Kenneth N．Waltz) 的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相关

国家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改变，并引发战略利益变动，从而形成结

构性矛盾。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中国随着力量崛起要求正当维

护和扩展国家利益的诉求与美国竭力护持其霸权地位之间的深刻冲突，即所

谓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矛盾。特别是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之间存

在着深刻的差异，而拜登政府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中嵌入了更多的制度和价

值观竞争因素，也使得中美结构性矛盾更趋复杂和僵硬。

同时，中美两国都是拥核国家，很难想象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实力和地位

的改变。早在 2020 年 1 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就提出，战胜中国

的挑战没有简捷的方案。[1] 拜登上台后不久，美国民主党重要智库布鲁金斯

学会就刊文指出：“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并未抱有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幻想，

而是计划进行长博弈。”[2]2021年 10月，《国会山报》发表了题为《降低调门，

与中国来一场长博弈》的文章，强调要增强战略耐心。[3] 拜登政府也多次声

称要在中美关系中设置某种“护栏”, 以防止竞争滑向战争。美国更多地采

用经济、科技手段来迟滞中国的发展，这就决定了美国无法速胜，中美博弈

具有长期性特点。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确定中国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

[1]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
Pacifi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p.5, https://www.cnas.org/
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2]　Ryan Hass, “Biden Builds Bridges to Contend with Beijing,” March 15, 2021, https://
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15/biden-builds-bridges-to-contend-with-
beijing/.

[3]　J. Brian Atwood,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Play the Long Game with China,” 
October 29, 2021,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79091-tone-down-the-rhetoric-and-
play-the-long-game-with-china?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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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的综合能力。因此，拜登上台后，不仅延续了特朗普“全政府、全社会”

的国内动员模式，还以所谓“制度竞争”“民主价值”为名，在国际层面重

振联盟和伙伴体系，将对华战略竞争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全方位加强对华打压。

对内，拜登政府加强投资建设，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以及在世界上的

领先地位，并以中国为假想敌、以制度竞争为动员来加快国内议程的共识形成。

2021 年 10 月，拜登发表讲话称：“你可以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看到这一点：

中国正在加速，而美国正在落后。”[1] 他先后提出 2.3 万亿美元的“美国就

业计划”和 1.8 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称之为“美国赢得 21 世纪的

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投资”，力图解决困扰美国经济多年的结构性问题。此后，

他又将《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视为对美国基础设施的历史性投资，《重

建更好未来法案》是对美国人民的历史性投资。在他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

了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并将《重建更好未来法案》《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等列入 2022 年优先议程。拜登上台后，即对美国供应链进

行全面审查，还创设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美国制造办公室，签署“买美国货”(Buy 

American) 行政命令，以加强国内制造业及其供应链。

对外，拜登政府则是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重返国际机构，重塑美国在

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采用地缘、经济和科技等手段打压中国。考虑到

其盟国和伙伴与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经贸联系，美国不得不以所谓维护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推进价值观外交作为联盟基础，并将这种联盟视为美国全

球“力量倍增器”。[2] 此外，美国还将这种实力叠加扩展到国际机构，试图

控制国际治理话语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努力

使国际组织屈服于他们的世界观，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组织继续扎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Bill and 
Build Back Better Agenda,” October 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
remarks/2021/10/05/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bipartisan-infrastructure-bill-and-build-back-
better-agenda/.

[2]　Antony J. Blinken and Lloyd J. Austin III, “America’s Partnerships Are ‘Force Multipliers’ 
in the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
03/14/americas-partnerships-are-force-multipliers-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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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于几十年来使我们共同进步成为可能的价值观、原则和道路规则。”[1]

美国在推进联盟战略时，一方面重振传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另一方

面则重点在中国周边地区构筑反华“包围圈”：积极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

提升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层级，进一步强化传统的美日、美韩、

美澳等双边同盟关系，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强化“五眼

联盟”的协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拉拢欧洲盟国介入印太事务，以所谓台湾、

涉海、涉疆、涉港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企图消耗中国发

展资源，遏制中国发展空间。特别是在科技领域构筑“小院高墙”，试图在

尖端科技领域与中国“精准脱钩”，延滞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布林肯

明确表示：“涉及投资方面，在一块界限明确的领土上、在一片真正具有战

略意义的土地上建立非常高的围栏，那才会真正地产生影响。”[2] 拜登上台

后在对华科技打压方面大大增加了人权、民主等所谓价值观因素，特别是以

所谓“在新疆侵犯人权”及“实施高科技监控”为由，将一大批中国科技企

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还与盟国加强了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合堵。2021

年 3 月，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峰会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以确保技

术标准掌握在所谓“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手中，力图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领域联手应对中国。[3] 同年 6 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成立，在新兴

科技全球标准、推广所谓网络民主价值观和高科技研发合作等方面共同对付

中国。美国和欧盟将数字经济的监管与意识形态、人权和地缘政治联系起来，

意味着数字竞争不仅是经济或技术竞争，更多的是规则和主权的竞争。[4]

[1]　“Opening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8,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opening-statement-before-the-senate-committee-on-
foreign-relations/.

[2]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the Fran Eizenstat and Eizenstat Family Memorial Lecture 
Series,” January 24, 2022,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the-fran-eizenstat-and-
eizenstat-family-memorial-lecture-series/.

[3]　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 Quad Summit,”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fact-sheet-quad-summit/.

[4]　Orange Wang, “China Must Brace for ‘Digital Cold War’ with US as Battle for Tech 
Supremacy Heats Up,” January 23, 2022,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64367/
china-must-brace-digital-cold-war-us-battle-tech-supre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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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内在紧张

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战略界对开展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基本上形成了共

识。从一些涉华法案的投票结果来看，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美国两党为数

不多的共识之一。《华尔街日报》指出：“两党现在达成重要共识，即在中

国变得更雄心勃勃、更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意图对美国及其盟友

的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1] 从社会层面来看，在美国政府的恶意渲染和

鼓动下，美国民众对华态度也发生了较大转变。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 3 月的

报告显示，有 67％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消极看法，高于 2018 年的 46％；

有 8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2] 盖洛普 2021 年 3 月民

意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的美国受访者占比翻了一番，

从 22％增至 45％。[3]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指出，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影

响深远”，足以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最具对抗性的立场。[4]

不少战略家和学者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为“新冷战”，[5] 但目前的

战略竞争环境完全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

深度融入了现行国际体系，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并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以“增量方式”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

[1]　Alex Leary, “Republicans Push Biden to Take Aggressive Stance toward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publicans-push-biden-to-take-
aggressive-stance-toward-china-1615800601.

[2]　Shannon Schumacher and Laura Silver, “In Their Own Words: What Americans Think 
about China, ” March 4,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3/04/in-their-own-
words-what-americans-think-about-china/.

[3]　Mohamed Younis, “New High in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U.S.’s Greatest Enemy,” March 
16, 2021, https://news.gallup.com/poll/337457/new-high-perceptions-china-greatest-enemy.aspx.

[4]　William A. Galston, “A Momentous Shift in U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hina,” March 
22,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22/a-momentous-shift-in-us-
public-attitudes-toward-china/.

[5]　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尼尔 • 弗格森 2019 年发文称“新冷战”已经开始。参见

Niall Ferguson, “The New Cold War? It’s with China, and It Has Already Begu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2/opinion/china-cold-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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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有机整体，并不存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平行

而对立的世界市场”。尽管美国一些政客企图切断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但

2021 年中美贸易额达 7556.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7%，再创历史新高，这

进一步凸显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依存度不断上升。[1] 同

时，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联

系更加紧密，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一个大国或几个国家

的联盟很难独自应对，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因此，从全球化的现实来看，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开展存在着不少内在紧张，这必将最终影响其战略

目标实现的速度和强度。

（一）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引发单极维护与多极趋势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之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随

之终结，美国一度凭借其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

的超级大国。此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整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

变了国际体系的格局，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但是美国看不到或者不愿接受多极化趋势，企图维持其单一全球霸主地

位。有学者指出，中美两国看待国际格局的分歧在于，前者期待多极世界，

而后者尽管自身相对权力走向衰弱却仍然试图维护其领导下的现行国际秩

序。[2] 奥巴马总统是打着“重塑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旗号上台的，特朗普

总统更是强调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拜登当选后立即宣称：“美国回来了！

已准备好再次领导世界，世界期待美国当全球领袖。”出于对华全面战略竞

争“实力叠加”的需要，美国积极组建反华联盟和伙伴关系，延续了特朗普

的许多“美国优先”政策。[3]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美英澳潜艇订单风波使得

[1]　中国海关总署：《2021 年中美贸易额 7556.45 亿美元》，每日经济网，2022 年 1 月

14 日，http://cn.dailyeconomic.com/finance/2022/01/14/45137.html。
[2]　Minxin Pei, “How China and America See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4, p.14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483592.
[3]　Richard Haass,“The Age of America First, Washington’s Flawed New Foreign Policy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united-states/2021-09-29/biden-trump-age-america-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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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盟国对美国的领导力信心下降。虽然俄乌冲突会使美欧之间出现某种程

度的安全合作增强，但从长远来看，作为单独一极的欧盟也必然会进一步统

一内部立场，打造“地缘政治实体”, 加速推进战略自主。与此同时，作为

多极化趋势中的两强，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加强了战略协作，积极维护和推

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强调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

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存在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紧张 

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1] 在这过程中存在着领土

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内在紧张。资本积累是一个永恒扩张的过程，特别是全球

化的加深使得跨国公司资本需要整合全球资源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有时会抗

拒国家权力的制约。根据斯特兰奇的“国家缺陷论”，国家在特定领土内控

制社会和经济交易的权力内核已严重削弱。公司进入国外市场时会打破国内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一旦公司拥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政治主人”,

以及一旦感觉到除了原产国外它还必须表现出是东道国的“好公民”时，它

就会开始从事政治游戏，同时在几个国家中与政府部门、劳工组织者、供应商、

经销商讨价还价。国家间竞争是国家和公司之间讨价还价过程。[2] 虽然目前

全球化受到一些质疑，但全球生产的规模经济需求仍然是全球化发展的动力。

为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产业和

金融跨国公司减少对中国的投资，甚至将部分产业撤回国内。早在特朗普执

政时期，就鼓吹“产业链回归”，发动“企业召回令”。拜登上台后，也加

强了对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特别是对高科技投资领域的限制。例如，美国政

府拒绝了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增产的计划。又如，美国不断有人提

出要切断华尔街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虽然有部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

主要是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出于政府压力等因素调整了经营策略，但决定维

持并拓展在华业务的仍占绝大多数。中国美国商会 2020 年度白皮书显示，中

[1]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2]　俞可平等：《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0-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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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美国三分之二以上跨国公司的优先市场，近 85% 的企业并未考虑迁移生

产或采购。虽然部分先进制造和新兴技术领域将继续受到限制，但大多数美

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将继续下去。美国企业被吸引到中国市场的主要原

因是其持续的经济增长。59.5% 的美国跨国公司在 2021 年增加了对华投资，

同比增长 30.9%，72% 的在华美企没有计划转移产业链。[1]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

团高级顾问肯尼思 •贾勒特（Kenneth Jarrett）表示，“大多数美国公司在

中国取得了成功，并将这种成功视为其全球业绩的重要贡献者”，“他们不

打算退出中国市场”。[2] 美中贸易委员会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 2021》报告

指出，87% 的受访企业在过去一年没有将供应链的任何部分搬离中国。对于

调整了供应链的企业，只有 20% 的企业将一个或多个供应链部分迁至美国，

而 12% 的企业将部分供应链迁至其他地区。[3] 贝莱德、高盛、摩根大通和摩

根士丹利等华尔街金融巨头也正在增加对华投资。

同时，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也造成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经济损失。《中

国商业环境调查 2021》报告提到，82% 的受访企业表示贸易紧张已经影响到

他们的业务，74% 的在华美企不得不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以应对中美关系紧

张，41% 的在华美企认为关税的成本超过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利好。[4]

因此，这些跨国公司成为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华经贸政策的主要力量。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领导下的美国商会、进出口商协会、半导体工业协会等 20 余

个美国商业协会多次致信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政部长耶伦，敦促白宫取消

对华关税，立即采取行动大幅扩大关税豁免范围，以恢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5]

[1]　“2020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White Paper,” AmCham China, April 2020, https://
www.amchamchina.org/publication-download/?publication=7194.

[2]　Russell Flannery, “End of ‘Engagement’ Won’t Lead to U.S. Business Exit from China,” 
January 6,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russellflannery/2021/06/06/end-of-engagement-wont-
lead-to-us-business-exit-from-china/?sh=4cb2e20f2533.

[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 2021》，https://www.uschina.org/sites/
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1_-_cn.pdf。

[4]　同上。

[5]　Jodi Xu Klein, “Remove Trade War Tariffs ahead of Joe Biden-Xi Jinping Meeting, US 
Business Groups Urge,” November 14,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3155990/
remove-trade-war-tariffs-ahead-joe-biden-xi-jinping-meeting-us-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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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英特尔等高科技公司也一直积极向美国商业部申请许可证。有数据显示，

美国商务部 2020年 11月至 2021 年 4 月向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华为与中芯

国际的供应商发放了价值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出口许可证。[1]

面对跨国公司资本扩张影响到所谓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内有人主张加强

管控。美国地缘政治分析人士布兰登·维切特（Brandon Weichert）甚至提出，

拜登政府应援引 1977 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阻止西方资金流向中国市

场并为中国的产业能力提供融资；此外，应该借助中美洲自由贸易区规则的

自由化来推动低成本制造业由中国向中美洲转移。[2] 美国咨询机构荣鼎集团

发布的一项研究称，美国参议员提出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NCCDA）

将会威胁中美投资合作；自 2000 年以来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所有投资中，

有超过 40% 可能会根据拟议法案受到审查。[3]

（三）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存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挑战和具

体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路径和取向。全球主义强

调地球是一个整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整体，坚守人类中心主义

的伦理学说和哲学理念。而以全球为参照系的国家主义则坚持国际社会中主

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

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主义一度占据优势，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家主义强势回归，其标志就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

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一上台就大搞单边主义，退出了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在内的二十几个国际组织和条约，并以狭隘的国家利益推行“美国优先”。

[1]　Kate O’keeffe, “House Republicans Call for Tougher Controls to Keep U.S. Tech from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5,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use-republicans-
call-for-tougher-controls-to-keep-u-s-tech-from-china-11635159601.

[2]　Gordon G. Chang, “What America Must Do about China in 2022,” Fox News, January 3, 
2022, https://www.foxnews.com/opinion/america-biden-china-2022-gordon-chang.

[3]　《美国提出限制对华投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2022 年 1 月 27 日，https://
sputniknews.cn/20220127/---10385656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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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更是猛烈抨击全球主义，称“未来不属于全

球主义者，未来属于爱国者”。拜登竞选时，打着重返多边和全球主义的旗号，

但就任以后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折中政策，走特朗普主义和

奥巴马时代全球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1]所以，一方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条约和组织，另一方面美国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国

际合作中，依然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打小算盘。

在当前中美关系比较困难的状况下，气候变化是两国难得的合作领域。

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的清洁能源领域，拜登政府不仅表示将延续特朗

普政府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征收的高关税政策，而且还一再以所谓新疆“强

迫劳动”为由，将中国新疆太阳能电池板和组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

无端制裁。2021 年 12 月，拜登更是将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排除新疆产品进

入美国市场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正式签署成法，实际上是以所谓“新

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太阳能组件产品施加新的非关税壁垒，根本目的

就是保护美国国内市场。事实上，全球太阳能产业 45% 的原材料供应来自中

国新疆，35% 来自中国的其他地区，仅 20% 来自其他国家的生产商，其低成

本为各国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保障。[2] 美国此举不仅完全违

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冲击，而且也将提高美国太

阳能行业成本，影响美国政府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实现，甚至最终导致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失败。事实也证明，特朗普政府征税后不仅没能增加

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国内产量，反而是提高了最终用户的成本，使得美国太

阳能电池板的每瓦价格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导致美国太阳能电池板

的安装和利用率降低。[3]

[1]　Julie Norman, “Can Biden Find a Third Way between Trumpism and Obama-era Globalism?,” 
The Hill, December 4, 2020, https://thehill.com/opinion/white-house/528725-can-biden-find-a-third-
way-between-trumpism-and-obama-era-globalism?amp.

[2]　Joe McDonald, “Biden’s Solar Ambitions Collide with China Labor Complaints,” News 
and Sentinel, May 25, 2021, https://www.newsandsentinel.com/uncategorized/2021/05/bidens-solar-
ambitions-collide-with-china-labor-complaints/.

[3]　Tom Lee, “Solar Tariffs and President Biden’s Climate Agenda,” January 24, 2022, https://
www.americanactionforum.org/insight/solar-tariffs-and-president-bidens-climate-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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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全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围绕拜登政府应对全球性问题相关

政策的争论比较激烈。例如，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计划主任、新美洲智库首席

执行官安妮 -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 认为：“要尽快建立解

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框架。如果因气候变化导致城市淹没水中，墨西哥湾

流不再使北欧和美国暖和，数亿气候难民到处迁移，那么美国“击败中国”

还有意义吗？全球主义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解决全

球问题的方法。”[1]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韦瑟（Stephen Wertheim）则表示：“斯

劳特认为在所有挑战中，气候混乱极大地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自由和繁荣。

但是，如果将她这般理解和表述的全球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会非常

危险，这不会给美国带来更高的回报。”[2]

这种理念差异也体现在美国制定《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过程中的

国内反应上。在审议该法案的过程中，美国劳工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现出

了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主张对新疆商品实施禁令，不惜冒着严重扰乱美国

多晶硅及太阳能产品市场价格的风险，推进与多晶硅相关的供应链与中国脱

离，促进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商的发展。[3] 而另有一些政府部门成员在闭门

会议上争辩说，该法案的范围不仅会使美国监管机构不堪重负，并在通胀率

达近 40 年来高点时引发供应链出现进一步波动。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一些

官员还担心，鉴于中国在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方面的主导地位，禁止从中国进

口可能会使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受到威胁。[4] 此外，拜登的气候变

化特使克里和副国务卿谢尔曼分别致电国会民主党议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1]　Anne-Marie Slaughter, “It’s Time to Get Honest about the Biden Doctrin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12/opinion/biden-foreign-policy.html.

[2]　Stephen Wertheim, “Biden Should Say Yes to Global Cooperation but Not to Globalis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17,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
org/2021/11/17/biden-should-say-yes-to-global-cooperation-but-no-to-globalism-pub-85805.

[3]　Thomas Kaplan et al., “U.S. Bans Imports of Some Chinese Solar Materials Tied to Forced 
Labo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4/business/economy/
china-forced-labor-solar.html.

[4]　黄安伟：《美国通过法案打击新疆强迫劳动，全面管理供应链》，《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1 年 12 月 24 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211224/china-uyghurs-forced-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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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曾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此举会扰乱太阳能供应链。但这引起

了共和党人的不满，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呼吁解雇克里，并指责其阻挠《维

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的通过。[1]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对外合作的重点和利益上存在差异

长期以来，主权国家都被视作传统外交当仁不让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尤

其是中央政府才有权开展，职业外交官垄断相关事务，地方政府和非国家行

为体则不具备独自从事外交活动的权力。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交

日益多元化，国家、跨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齐头并进地参与其中，

越来越成为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传统外交的一个重要补充和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美国学者杜恰切克提出了“平行外交”理论，并认为联邦制国家中次

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具备完整的外交能力。[2]

美国是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根据美国宪法，虽然对外事务大权属于联

邦政府，但同时对州和地方的参与也留有不少空间。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

一步推进，整个联邦的经济在国内整合程度减弱，被分散地纳入全球市场。

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根据形势变化，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等形式，自上

而下地加强联邦政府在外交上对地方的统筹协调、引导与合作，州、市等地

方政府在对外合作中的自主性、积极性、开拓性不断提升。美国全国州长协

会在其专题报告中声称：“我们的边界不再只是我们的边界，而是世界的每

个角落。”[3]

美国州、市政府开展地方外交的动因主要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

教育等的发展，特别是增加出口、引进投资、扩大就业等经济考虑，此外还

[1]　Deirdre Walsh, “House OKs a Bill Barring Imports of Goods Produced by Forced Labor 
of Uyghurs in China,” NPR, December 8, 2021, https://www.npr.org/2021/12/08/1062479381/house-
approves-a-bill-barring-imports-of-goods-produced-by-uighurs-in-china.

[2]　Ivo D. Duchacek,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Within, Among, and Across 
Nations, Routledge,1986.

[3]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merica in Transitio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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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应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传染病等对地方产生影响的国

际合作。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

投资也为促进美国当地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作出了贡献，因此美国地方政府

将与中国的交往置于重要地位，交往日益密切。中美两国建立了 50 对友好

省州关系和 200 多对姐妹城市，美国在中国开设了 27 个州政府办事处。至特

朗普上台前，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

贸易方面，与 10 年前相比，2016 年加州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36%，艾奥

瓦州增长 176%，得克萨斯州增长 131%，密歇根州增长 242%，华盛顿州增长

221%，纽约州增长 111%，芝加哥市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增长 263%。2016 年，

中国省市共组织 22 个经贸团组访问美国州市，美方组织 14 个团组访问中国

省市。[1]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逐渐采取了“全政府、全社会”对华竞争战略，并

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美地方交流。2020 年 2 月，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

全国州长协会会议上警告州长们在与中国做生意时要采取“谨慎的心态”，

并恐吓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分析美国的开放体系，评估这一体系的弱点，并

利用我们的自由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获得对美竞争的优势。[2] 同年 10月，

蓬佩奥发表声明，停止执行中美在 2011 年签署的《关于建立中美省州长论坛

以促进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拜登上台后，中美地方交流逐渐有所恢复。

2021年 2月，安徽省与马里兰州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结好40周年纪念活动。

同年 3 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

五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这是中美之间恢复的首个

两国交流合作机制性活动。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州、市政府视中国为重要贸

易合作伙伴，对华合作热情不减，纷纷呼吁恢复并加强中美地方交流。犹他

[1]　“Research Report on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5, 2017,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25/5196803/files/
8183d06f0cad4b319ab230859bec1226.pdf.

[2]　Michael R. Pompeo, “U.S. States and the China Competition,” USC US-China Institute, 
February 8, 2020, https://china.usc.edu/mike-pompeo-us-states-and-china-competition-feb-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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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前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指出：“美中各州省间的直接伙伴关系为

重启几个关键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高等教育和贸易是犹他州

经济至关重要的两个领域，也将从增强的、聪明的参与中受益。特别是在两

国政府分歧时期，次国家伙伴关系可以作为压舱石，提供富有成效的对话和

理解的渠道。”[1] 同年 10 月，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 2021 年会暨全球

制造业峰会召开，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艾弗斯、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阿

肯色州州长哈钦森、俄亥俄州州长德瓦恩、堪萨斯州副州长托兰德以及芝加

哥市市长莱特福特分别向年会发表视频致辞，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愿望。阿肯

色州州长哈钦森、亚拉巴马州州务卿梅瑞尔、犹他州参议院议长亚当斯也都

在各种场合指出，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期待与中国在经贸、教育等广泛

领域深化交流合作，使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2]

三、深刻理解中美关系内涵，推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虽然美国确立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企图维持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

展，但这种做法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

驰，其内在的矛盾、紧张和冲突已经注定美国这一战略不仅错误，而且必将

失败。全球化时代，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各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命运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

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美两国已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有智库形容中美之

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1]　Jon Huntsman Jr., “Biden’s China Relationship: The View from Utah,” Deserat News,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deseret.com/platform/amp/opinion/2021/2/4/22261109/joe-biden-xi-
jinping-china-tourism-foreign-policy-diplomacy-utah.

[2]　参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栏目“使馆之窗”，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sg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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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uction）的紧密度。[1] 虽然美国首先发起对华贸易战，继而又实施高科

技封锁，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事实上美国自身遭受的损失更

大。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研究，美国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美中贸易摩擦中互

相加征的关税。对华加征关税方面，90% 的关税负担被转嫁给美进口商。若

美持续对华加征关税，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美零售商，加剧美通胀势头。[2]

美中贸易战导致峰值时美国损失了 24.5 万个工作岗位和 1080 亿美元的 GDP

损失。[3] 事实上，经过几年来的打压，美国也感到力不从心。2021 年以来，

面对中方坚定维权反霸，美方逐渐意识到，企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国

作出退让，既不现实，也于己不利，拜登总统和一些政府官员相继表示，美

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美方寻求与中国“重新挂钩”和“持

久共存”。

2021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郑

重提出了新时期中美相处的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这三点原则汇聚了中美半个多世纪相互交往的经验教训，是中美关系恢复健

康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秉持这三点原则，把握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变

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向前发展。

（一）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中美经济交往

目前来看，经贸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中国市场发展潜力

和稳定环境依然是吸引包括美国资本在内国际资本的重要因素。据中国商务

部统计，2021 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493.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折合 1734.8亿美元，同比增长20.2%，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

[1]　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of 
Deterrence,” Rand,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11/RAND_
OP344.pdf. 

[2]　Yen Nee Lee, “U.S. Companies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Trump’s China Tariffs, Says 
Moody’s,” CNBC, May 18, 2021, https://www.cnbc.com/amp/2021/05/18/us-companies-bearing-
the-brunt-of-trumps-china-tariffs-says-moodys.html.

[3]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Crucial 
Partnership at a Critical Juncture,” January 2021, 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the_us-
china_economic_relationship_-_a_crucial_partnership_at_a_critical_junc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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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1] 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 2.5

万亿美元；到 2035 年将有 8 亿中国人迈进中等收入群体；到 2040 年航空业

将需要 8700 架飞机；到 2060 年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将达到 100 万亿元。[2] 中

美关系的紧张对美国投资者有所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21年发布的报

告显示，45% 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对政治问题发表声明的方面感到压力，

这种压力既来自两国政府，也来自消费者。但是，依然有 94% 的受访企业将

进入或服务中国市场作为当前和未来在华投资目标，43% 的企业计划在未来

一年加大在华投资。[3] 今后一段时期，要根据疫情后国内外市场的变化，特

别是美国国内政策的相应变化，不断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 抓住外商投资的需

求点不断改进工作。如积极落实升级版的“快捷通道”，提高商务便利化、

做好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后的支撑服务等。

（二）加强全球性问题合作，增强责任积累互信，拓展中美合作领域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世界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强化系统观念，加强信息共享，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团结合作有效应对。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

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4] 中美两国在涉及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上都肩负着重要责任。事实证明，中美

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尽管美国对华开展全面战略竞争，但中国依然从负责任的大国立场出发，

[1]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22年1月13日）》，商务部网站，2022年1月13日，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20113.shtml。
[2]　谢锋：《把握机遇，维护和推进中美经贸合作与地方交流》，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1

月 30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12/t20211201_10460659.
shtml。

[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 2021》，https://www.uschina.org/sites/
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1_-_cn.pdf。

[4]　习近平：《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 

作》，中国政府网，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1/25/content_558245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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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积极开展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合作，并表现出了极大的诚

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2021 年 11 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

候大会上，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与克里共同发布了《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美双方同意建立“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和多边进程。中国还承

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本可以成为中

美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但遗憾的是，拜登政府却以新疆“人权”问题等各

种借口，不顾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利益，对美国相关产业实施市场保护。

因此，在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必须坚持议题的联系性，促使美方增强全球和

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意识，以真正合作促进中美之间不断以点带面，积累信任，

逐步扩展合作领域。

（三）加强地方交流，扩大民间交往，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 

虽然受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负面影响，中美地方交流出现了一些障

碍，中美民众之间的好感度也有所下降，但美国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对中美交

流抱有积极态度。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民调研究报告也显示，虽然总体好感

度下降，但在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段对华好感比率存在差别。例如拥有学士

学位以上的，对华好感比率比学士学位以下的高出 12 个百分点，18—49 岁

的年轻人比 50 岁以上的高出 15 个百分点。[1] 因此，我们要重心下沉，有的

放矢，精准施策，充分调动中美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切积极因素，增强

中美关系的韧性。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美地方交流和民间往来，并指出：“国与国关系

归根结底需要人民支持，最终也服务于人民。地方是最贴近老百姓的。地方

合作搞得好不好，关系国家层面的合作能否落地生根。”[2] 为此，我们要创

[1]　J. J. Moncus and Laura Silver, “Americans’ Views of Asia-Pacific Nations Have not 
Changed since 2018--with the Exception of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2, 2021, https://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12/americans-views-of-asia-pacific-nations-have-not-
changed-since-2018-with-the-exception-of-china/.

[2]　《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5 年 9 月 2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3/c_1116653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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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作思路，耐心有效地推进这项基础性工作。例如，要力促美方尽快恢复

中美省州长论坛，使中美地方交流重返机制化发展轨道，并认真了解和准确

把握美国各州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提高地方交流的有效性。又如，要抓

住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通过对共同历史的回忆来增进彼此

之间的友好情感。2021 年，中美民间合作开展了多场纪念“乒乓外交”50 周

年的活动，重温中美“乒乓外交”历史佳话，表达了中美各界人士对两国友

好的美好追忆和重启各领域交流合作的热切期盼。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

中美双方要积极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再如，要重视

青年一代在维系、巩固和改进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开展中美

青年之间的交往。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美国来华留学生名额，创设一些专题

文化交流和研修项目，以增进美国青年一代对新时代中国的了解和认知。总之，

只有更多推进两国地方、企业、智库、媒体、民间团体等的交往合作，让更

多人成为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受益者、支持者，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才会具

有持久韧性，并植根民众。

            

                                        【完稿日期：2022-3-14】

                                           【责任编辑：姜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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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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国际制度竞争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研究”（编号：

21ZZD004）、苏州大学 2021 年度博瑞奖教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新时代

中国周边外交中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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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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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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fr.org/blog/cyber-governance-more-spam-substance.

[4]　刘宏松、程海烨：《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进展、趋势与中国路径》，《国

际展望》2020年第 6期，第 67-68 页。

[5]　沈国兵：《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光明网，2021年 4月 22日，https://
m.gmw.cn/baijia/2021-04/22/34785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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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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日期：2022-3-10】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俞正樑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国际观察》2021

年第 3期，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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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益蓬勃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增强现实、5G、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重点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

研究”（项目编号：21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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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相互支撑，形成一套集数字存储、传输、分析和计算等功能的综合

性数字技术体系。通过实现人、机器和资源的智能互联，数字技术同先进制

造技术相结合，推动了新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发展，为实现资源更高效

配置、经济更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

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

数字经济是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是以大数据、智能

算法、算力平台三大要素为基础的一种新兴经济形态。[2] 数字技术的发展至

少从两个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是数字数据的扩张。根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2022 年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将超

过截至 2016 年的互联网流量总和；2020 年全球互联网带宽提高了 35%，是

2013 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3] 二是数据平台的推动。过去十年，使用数字

驱动商业模式的数字平台大量涌现，它们提供了让外部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

进行在线互动的机制，这些数字平台企业有能力记录和提取与平台用户之间

的在线行为和互动相关的所有数据。[4]在 2021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十个公司中，

超过一半使用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的数据指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2009-2018 年间超

过了商品、服务、资本、贸易等为代表的传统要素，达到了 10.1%。[5] 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数字化发展，成为数字经济的加速

器。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 47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

2019 年的 31.8 万亿美元上升至 2020 年的 32.6 万亿美元；同期，数字经济

[1]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 2期，第 4页。

[2]　石勇：《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 年第 1期，第 79页。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概述）》，

2021 年，第 1页。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价值创造和捕获（概述）》，2019年，

第 2页。

[5]　陈伟光、钟列炀：《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要素构成、机制分析与难点突破》，《国

际经济评论》2022 年第 2期，第 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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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41.5%上升至 43.7%。[1]

数字技术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了许

多新的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在经济领域催生了一系列

系统性和全局性变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为解

决全球治理传统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如区块链技术有助于破解信任赤字，

推动全球合作。[2]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造成了许多新的全球性

问题。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而新的数字经

济治理规则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为应对这些挑战，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以提供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

案，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通过梳理数字技术对全球经济

治理领域拓宽和路径创新带来的改变，本文试图厘清数字技术与全球经济治

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利用数字时代新机遇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路。

一、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空间拓展

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空

间。尤其是在全球产业、贸易、货币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球经济治

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一方面，传统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加速推进数字化，

既创造了新的发展动力，也丰富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另一方面，全球经

济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理环境，也给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全球数字产业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全球产业带来深刻改变，并主要体现在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得到极大发展。数字产业化是将

信息的生产与使用规模化，主要涉及电子信息设备、数据传输、云计算、物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2021 年，第 10-12 页。

[2]　高奇琦：《区块链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革命性意义》，《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3期，第 23-24 页。



88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2 期

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硬件和软件制造、销售和服务，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加深。产业数字化是将数字技术和

信息数据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并通过

两者相互融合实现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产业

化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传统产业治理进入数字时代。2020 年全

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 15.6% 和 84.4%，占 GDP

比重分别为 6.8%和 36.8%。[1]

数字技术的发展从两个维度影响了全球产业治理。一是生产要素的变革。

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和工业时代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一起成为重要生

产要素，并成为产业数字化的核心。数据确权制度、数据安全与保护制度、

数字产权交易制度、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数据创新治理将成为全球产业治理

的重要任务之一。[2] 二是产业模式的变革。新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新产业指依托于科技创新和市场需求创造的新的产业体系，比如生

物工程产业、信息技术（IT）产业；新业态指基于新技术和新产业而创造出

的商业领域新环节、新活动，比如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模式指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企业生产要素和外部要素进行调整整合，改变传统上

下游产业链模式和价值关系，比如借助互联网和海量数据实现的企业对企业

（B2B）、个人对个人（C2C）电子商务模式、新直销模式等。[3] 这些变革使

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监管变得复杂。

（二）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贸易。作为传统贸易在数字时代的拓展与延

伸，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

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第 12 页。

[2]　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

《财贸经济》2021年第 3期，第 17-19 页。

[3]　李红玉：《中国“四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前景分析》，载潘家华等主编：《中国城

市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3-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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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1] 这种数字化的变革降低了贸

易成本，加强了贸易环节中各要素间互相联系的程度。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快速增长。无论是数字服务贸易

还是数字商品贸易，增长速度都远高于传统贸易方式，在疫情冲击下更是如

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20 年全球服务出口额与 2019 年相比下降

了 20%，但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全球出口数字交付服务仅下降 1.8%，而数字

交付服务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例达到了 64%。[2] 在数字商品贸易方面，信息

通信技术商品作为典型的数字密集型贸易品，其全球贸易额从 2011年的 1.81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20年的 2.35万亿美元，其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重由 9.89%

升高到 13.37%。[3]

数字贸易的发展给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和

海量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助力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

另一方面，数字化手段提高了贸易效率，既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也加快了

传统贸易过程清关、海关检疫等活动。同时，数字贸易发展也给全球经济治

理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流动要素、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体、贸易方式等的

复杂变化使国际贸易监管更加复杂，引发了安全挑战，增加了贸易治理的难

度；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和国内层次的数字贸易规则不健全，各国监管漏洞

频出，国家间的政策行动协调也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

（三）全球数字货币金融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货币领域的革新，数字货币应运而生。随着云计

算、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经济金融活动被更多转移至互联网世界，

催生了无实体形式的数字货币。近年来，无论是数字加密货币，还是基于政

府信用背书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都得到较快发展与流通。根据加密货币

[1]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

2018 年第 10期，第 19-20 页。

[2]　“Digital Trade: Opportunities and Ac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CTAD Policy 
Brief No.92, January 7, 2022.

[3]　江小涓、靳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载谢伏瞻等主编：《2022 年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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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数据网站 CoinMarketCap 数据，截至 2022 年 1 月 29 日，全球交易的数

字加密货币种类共计 17198 种，交易总额达 1.71 万亿美元，每日交易额超

过 709 亿美元，其中比特币交易份额占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 41.7%。[1] 截至

2022年 1月，世界上有 95个国家在着手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展。[2]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传统金融领域的革新。传统的国际结算业务主

要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和纽约清算所银行

支付系统（CHIPS），其运行存在延时长、费用昂贵等问题，并且呈现美国主

导的中心化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传统金融中心化模式的明显缺陷，

即中心化的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双方的信用担保并不能保证双方履约；而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国际支付结算运行模式不仅不依赖中心化的机构，而且由于具

有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质，能够为支付监管和隐私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同

时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去中心化趋势。[3] 从长远来看，它也将推动全球金融治

理体系的多元化。

但是，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也将因此面临新的挑战。传统全球货币金融治

理的客体主要是依托主权实体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

融治理机构。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使对全球货币金融治理对象的监管更加困

难。以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出现为例，它由商业机构主导发行，没有国家主权

作信用背书，却可以在全球范围流通，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现有主权货币。

其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技术安全风险。数字货币在履行

支付手段等功能时一旦出现技术故障和运营风险，或导致经济金融活动的中

断和停滞。二是存在非法利用风险。由于缺乏像法定货币一样的来自各国央

行的监管，数字货币可能被用于非法交易活动。三是存在威胁金融稳定的可能，

[1]　“Global Cryptocurrency Market Charts,” January 28, 2022, https://coinmarketcap.com/
charts.

[2]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Tracker,” Atlantic Council, January 28, 2022, https://
cbdctracker.org.

[3]　赵忠秀、刘恒：《数字货币、贸易结算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善》，《经济与管理评

论》2021 年第 3期，第 4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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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侵蚀国家货币主权。[1] 加之其去传统中心化管理机构、高度匿名及易受

攻击不稳定等特点，在全球层面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将面临更大困难。

（四）全球数字可持续发展治理

数字技术为全球经济塑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

发展的源泉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已成为应对疫情冲击和促

进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2020 年，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 3.0%，高于

GDP 名义增速 5.8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

下行压力的稳定器。[2] 同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由 2005年的 2.6万亿元人民

币增加到 39.2 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 3.3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比重达

38.6%；数字经济增速为 9.7%，是同期 GDP 名义增速的 3.2 倍多。可以说，

数字经济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3]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技术能显著降低经

济活动中的社会经济成本，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气候治理

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直接降低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也可以通过数

据摸底、情景预测等宏观管理路径来助力碳中和等气候目标。[4]在产业发展中，

数字化基础设施降低经济成本，数字化平台有助于资源共享和集约化利用，

数字化转型重新定义传统商业模式，简化业务流程，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

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灵活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

经济可持续增长。[5]

但是，数字经济也会加剧“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给全球可持

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互联网普及率看，到 2022 年欧洲有 80% 的人可以使

[1]　李苍舒、黄卓：《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及潜在风险》，《社会科学辑刊》2021

年第 6期，第 169-172 页。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第 10-12 页。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年）》，2021年，第 4-6页。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第 11-13 页。

[5]　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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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而非洲只有 22%。[1] 从数字经济占比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对 47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2020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为 54.3%，

远超发展中国家 27.6%的水平。[2]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数字劳工

平台数量从 2010 年的 142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777 个以上，但数字平台的成

本和效益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对数字平台的投资 96% 来自亚洲、北美和

欧洲，其中 70%的收入集中在美国和中国。[3] 此外，数字革命还会带来失业、

不平等以及收入持续从劳动力流向资本等危害，导致资源、财富和权力进一

步集中，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4]

二、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创新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拓展，还带来了治理手段

的创新。数字技术并非单一技术领域，而是一系列领域相关技术组成的新技

术体系。例如，数字资源的利用主要依托大数据技术，数字设备依托云计算

技术，数字传输依托物联网技术，数字信息依托区块链技术，数字智能依托

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数字技术不仅使过去无法实现的治理分析路径成为可能，

而且在信息爆炸时代，这种路径创新更有其必要性。在数字时代的全球经济

治理中，全球经济信息交换、经济风险防范、经济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

等过程将因数字技术而发生深刻变化。

（一）全球经济信息交换的数字化

经济信息交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推动协同治理的重要动

力。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大数据获取和加工海量数据，能更好地了解

[1]　“Bringing Africa Up to High Spe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ebruary 
16, 2022,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new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
news+and+events/news/cm-stories/cm-connecting-africa.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碳中和白皮书（2021 年）》，2021 年，第 14 页。

[3]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21: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1, pp.19- 30.

[4]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201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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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运行图景，进一步集各方信息资源优势，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促进各方宏观政策目标协调以及贸易等经济活动，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

活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等细分领域的

信息交换，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活力。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各国通过电子

信息交换可提高货物和运输工具的进出境通关效率，增强贸易数据可信度，

助力数据稽核比对来精准打击低报货值等违规申报行为。在产业治理中，以

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新产品的快速推出

以及物流和分销碎片化带来的产业链运营压力。这两类数字技术的结合，能

够实现对产业链数据、市场需求信息的实时存储、历史追溯、深度挖掘和其

他多维度分析，在全球生产体系内更加准确地实现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地安

排市场投放、更加及时地掌握产业发展动态。[1] 在可持续发展治理领域中，

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应对这

些问题也需要开展全球合作，因而需要各个国家更加广泛地共享和分析相关

数据，以便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欧洲环境信息和观测网络（Europ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servation Network）计划通过共享数据平

台和通用标准，面向 38 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共享环境数据和知识，在此基础上

通过人工智能和分析技术、云计算等数字手段实现将来源和形式多种多样的

环境数据用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2]

（二）全球经济风险防范的数字化

防范经济风险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全球风险的产生往

往与当时全球治理制度安排的内生性和滞后性有关；另一方面，风险的防范

也助推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与变迁。[3]在数字时代，防范经济风险更有挑战性，

[1]　陈伟光、袁静：《区块链技术融入全球经济治理：范式革新与监管挑战》，《天津

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期，第 95 页。

[2]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数字技术与环境：鼓励开放式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2021

年 3 月，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MGKZ2KYL。
[3]　郭威、刘晓阳：《风险防范视阈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

中国定位》，《经济学家》2021 年第 10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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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

数字技术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对全球经济风险进行监测和预警。金融领

域治理更需要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金融领域本身就具有高度数字

化的特点，市场交易产品本身就具有虚拟性，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对

其影响更明显；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波动大、影响广泛、风险溢出效应更为

明显，传统金融分析手段存在数据不完整、数据之间联系性不强、未能清洗

劣质信息等缺陷，难以生成具有决策价值和预警价值的防范信息。数字技术

的出现有助于破解传统情报分析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区块链等技术使数据具有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征，能够确保交易数据

的真实可靠；二是大数据使数据和信息更加丰富、完整以及具有更高时效性；

三是人工智能强大的分析能力使解决传统金融分析和情报分析无法解决的问

题成为可能。[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数据分析不充分等问

题。例如，有学者指出这场危机中存在的不利于风险防范的因素包括“缺乏

完整数据和信息，没有达到预警所要求的足够充分的数据量，数据和信息系

统支离破碎，已掌握的数据和信息质量不高、不甚可信和可靠，结果导致基

于数据和信息构建而成的模型出现严重问题。”[2] 因此，借助大数据等技术

协助金融监管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例如，美

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推动数据收集和共享，提前察觉并降低风险；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建立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以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监管部门对金融形势的把握和分析能力，防范系统性

风险。[3] 

（三）全球经济危机应对的数字化

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

[1]　丁晓蔚、苏新宁：《基于区块链可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金融安全情报分析》，《情

报学报》2019年第 12期，第 1299 页。

[2]　同上，第 1300 页。

[3]　李伟：《大数据与金融监管》，《中国金融》2018 年第 22 期，第 9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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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严重的破坏性，并且会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一国的经济

危机不仅会波及联系紧密的所在地区成员，还往往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

因此，应对经济危机不能仅靠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联合国大会第

63/303 号决议就指出：“全球要实现公平的复苏，就需要所有国家充分参与

制定应对危机的适当措施。”[1]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应对提供了新的手段。在应对全球经济

危机的过程中，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大数据和可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有

助于解决危机中的“数据孤岛”“信息孤岛”等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国际

大投行信息系统掌握的数据相互割裂，各个治理主体掌握的数据既不全面又

以邻为壑，导致数据间的关系难以被发现和贯通，进一步加深危机。[2] 受益

于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人们不仅可获得更为充分的应对危机

的数据，而且可以借由这些联系更加紧密的数据较为全面地掌握危机状况，

并给出更科学及时的应对方案。

在金融领域治理中，基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情报分析也能为消除金融

危机的负面影响提供便利。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支撑的量化投

资软件程序 , 能更加精准地发现和分析风险管控中的干扰性因素，能够较为

全面地覆盖传统交易软件中程序无法完成的部分。这些技术在进行实时捕捉

和监测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及时地挖掘动态变化的干扰性因素，从而为诱发

金融危机的各种漏洞打上补丁。[3]

（四）全球经济政策效能评估的数字化

经济政策的效能评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环。2009 年二十国集团

（G20）匹兹堡峰会针对实现全球再平衡提出设立宏观政策互评（MAP）机制，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分析报告，以评估全球关键的失衡情况、成

员的政策如何配合以及成员能否集体实现 G20 目标等内容。MAP 机制是当今

[1]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成果》，联合国，2022年2月16日，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63-303.shtml。
[2]　丁晓蔚、苏新宁：《基于区块链可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金融安全情报分析》，第1301页。

[3]　丁晓蔚：《金融大数据情报分析：以量化投资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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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协调的最高级别论坛机制之一，它曾在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

长的全球合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在分析和经济建模能力方面，它仍

有待提高。在这一机制运行初期就有研究指出：“如果对全球经济的相互依

存关系没有一个清晰而细致的理解，政策协调将是不足的。”[1] 而大数据等

数字技术因其自身特点能够使政策评估更加科学、民主和客观，有益于类似

MAP 的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对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海量数据进

行分析，使政策评估更接近现实情况。通过容忍、接受大数据的混杂性、不

精确性，并运用分类或聚类等方法分析混杂数据，可实现对政策效能的快速

判断。[2] 尤其在面对具有紧迫性的危机应对情景时，由于危机对不同成员造

成的负面影响不同，及时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等集体行动不仅对应对

危机至关重要，也更能彰显成员间的信任和集体行动的决心。在对细分领域

的政策评估中，数字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金融政策的事后评估中，可

以通过大数据评估市场各类主体在政策出台后的反应。通过对监管对象的动

态监控，获取政策变动后的最新数据，并与原有数据或目标数据进行对比，

可以了解监管对象对政策的反应，以便后续进行政策调整。英国在实施新的

房地产限制政策中，就应用了英格兰银行建立的一个包括抵押贷款在内的大

型数据库。[3]

三、数字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Kevin English, Xenia Menzies, Jacob Muirhead, et al., “A Map for Strengthening the 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CIGI Junior Fellows Policy Brief Series, No.2, September 2012, pp.6-9.

[2]　魏航、王建冬、童楠楠：《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回顾与建议》，《电

子政务》2016 年第 1期，第 11-12 页。

[3]　李伟：《大数据与金融监管》，第 94 页。



97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并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

制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

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

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1] 为适应数字

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与建设，中国要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经济

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一）促进国内数字经济发展

作为数字时代的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基础。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既是数字时代

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参与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举措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技术基础，尤其是推动数字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 2021年底，中国累计建成并开通

5G基站142.5万个，建成全球最大5G网，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2]但是，

当前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仍然面临受制于他国的局面，高端芯片、操作系统、

工业设计软件等关键领域仍是中国的短板。例如，在芯片领域，中国自 2005

年以来就是 IC芯片的最大消费国，但 2020 年中国 IC 芯片产量只占全球市场

的 15.9%，[3] 芯片自给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

中国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加大力度解决自主可控问题。

二是推进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支持创新能力较强的数字企业发展。

近年来，中国数字企业发展迅速，并在全球市场拥有重要影响力。2021年《财

富》世界五百强中的 7 家互联网公司有 4家来自中国；截至 2021年 9月，世

[1]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第 8页。

[2]　《2021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解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22 年 1 月 25 日，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2/art_e2c784268cc74ba0bb19d9d7eeb398bc.html。
[3]　“China Forecast to Fall Far Short of its ‘Made in China 2025’ Goals for ICs,” IC Insights, 

January 6, 2022, https://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China-To-Fall-Far-Short-Of-Its-Madein 
China-2025-Goal-For-IC-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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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论坛等机构评选出的代表全球领先商业创新能力、智能技术研发与投

资能力、数字化转型能力的 90 家“工业 4.0 时代灯塔工厂”企业中，有 31

家来自中国。[1]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强做大数

字企业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从需求端看，疫情激发了企业转型意愿；从供

给端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也为数字化转型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中

国拥有的庞大生产数据、应用数据和用户数据，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创

造了有利条件。[2]

三是完善数字经济的国内法律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有关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建设步伐。2021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相继审议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些法规不

仅为发展国内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中国参与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

则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激励市场主体利用数据方

面的法规。例如，深圳市在 2021年 6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明确提出“数据权益”，激励和规范企业合法利用数据。但是，由于数字经

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和监管方面还存在较大

的立法和制度建设空间。例如，数字平台的动态竞争、跨界经营和寡头竞争

等特征，造成复杂与严重的垄断问题，抑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活力。对此，

需要修订《反垄断法》，加设数字经济章节，并配套相关规定渐进健全数字

竞争规则，为监管提供高质量制度供给。[3]

（二）参与和引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

还要在全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既是

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延伸，也是引领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

的前提。中国应当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

[1]　江小涓、靳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第 33 页。

[2]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企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2021 版）》，2021 年，第

5页。

[3]　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 5期，第10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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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

出中国声音。

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数字经济联盟。

围绕多双边经贸合作协定，构建数字经济开放新格局，拓展深化与东盟、欧

盟等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继续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将数

字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和数字合作。面对当前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还应积极同非

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其数字化转型，为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做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要主动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参与数字议题谈判

是数字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在国际数字经济议题谈判

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和加强国际协调。在降低交易壁垒、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等

关键议题上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分歧；在与源代码保护的知识产权等交叉议

题上还未形成明确立场；在关税安排等议题上还存在灵活性不足等问题。[1]

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参与关键议题，维护多边经贸体

制在制定、实施和监督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渠道地位。

（三）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当前，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落后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传统的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数字经济治理成为诸多

国际组织和国际平台的关键议题。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存在较大差距，围绕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话语权的多方博弈也越来越激烈。在

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数字发展战略、规划或议程，以紧

抓这一机遇。例如，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欧盟非个人数据自

由流动条例》，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流通和对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制度的

建立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带头作用；美国对谷歌和脸书等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

断调查也展示了美方加大数字经济治理的力度；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

[1]　陈红娜：《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前景与中国面临的挑战》，《新经济导刊》2021

年第 1期，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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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报告 2021》重点关注了跨境数字流动问题。

为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中国要在数字技术标准和产

业标准制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根据 2021年 5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

中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占比超过 38%，位列全球首位。[1] 在作为数字

经济核心技术之一的通信技术领域，5G控制接口三大关键技术——信道编码、

多址接入以及多输入多输出——的标准制定权成为各国争夺和布局的对象。[2]

中国应加大投入，争取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更大的优势。同时，中国要积极

参与和引领国际数字规则的制定。中国曾积极参与联合国、G20、金砖国家、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机制数字领域国际规则

制定，并倡导达成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全球

数据安全倡议》，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方案。[3] 在

此基础上，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规则制定。当前，中国申请加入《数

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反映了中国主动对接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鲜明立场，

并将为提升自身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奠定重要基础。

四、结语

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全球

经济治理。从治理客体上，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的治理空间，丰富了全

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发展治理等领域；从治理手段上，

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体现在经济信息交换、经济风

[1]　《工信部：我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位列全球首位》，人民网，2021 年 5 月 14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514/c1004-32103532.html。
[2]　张倩雨：《技术权力、技术生命周期与大国的技术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22

年第 1期，第 80-81 页。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中国网信网，2021

年 7 月 2 日，http://www.cac.gov.cn/2021-06/28/c_16264645032267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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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范、经济危机应对和经济政策效能评估等过程与领域。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发展中

国家能够同发达国家并跑；在成熟产业领域，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新技术与传

统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并利用其独特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同时，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更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处于一种不断更新、创新、重构和完善的状态，而基于互

惠互利、协商共赢的多边主义仍然是其发展演进的主要逻辑。

当前，中国已经跃升为数字经济第二大国，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时代全

球经济治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随着数字技术在传统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 ,

中国数字经济特别是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其提高参与甚至是引领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的能力提供了机遇。为此，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不断

夯实实力基础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

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和创新，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挑战提供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使数字技术

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

【完稿日期：2022-3-10】

【责任编辑：肖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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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海问题是美国操弄亚太安全问题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

延续特朗普政府基本政策的同时，更加重视借重盟友和伙伴联手对华施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国际话语研究”（项目编

号：20AZD100）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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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南海问题成为持续干扰中国周边环境的重要因素。为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及

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揭露其地

缘政治图谋，团结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一、对华强硬惯性下的拜登政府南海政策

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问题便成为美国聚

拢盟友和伙伴牵制中国崛起的主要抓手之一。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

遏制打压升级，其南海政策也变本加厉。拜登政府南海政策依然延续了上一

届政府的基调，其政策团队最主要的 17 人中有 13 人曾在军方背景的智库工

作，而核心成员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萨尔曼·艾哈迈德（Salman Ahmed）、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A. Flournoy）等都曾为奥巴马政府工作。这 13 人中，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是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主要推动者，[1] 沙利文是联合盟友借

南海问题对华施压的积极倡导者，[2] 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则是美国

强势介入南海事务的政策拥趸，强调要借联盟体系重塑中国的战略选择。[3]

在执政团队对华充满偏见和坚信南海安全态势紧张有益于美国实现战略目标

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对南海问题的介入持续加强。

（一）突出军事遏制和威慑

强化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安全构架、防范中国成为东亚地区霸主是拜登

[1]　Michael Morell, “Interview with Jake Sullivan and Kurt Campbell on ‘Intelligence 
Matters’,” CBS News, October 9, 2019,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anscript-jake-sullivan-and-
kurt-campbell-talk-with-michael-morell-on-intelligence-matters/.

[2]　Jordan Schneider, “NSAs Jake Sullivan + HR McMaster on China,” China Talk, November 
24, 2020, https://chinatalk.substack.com/p/nsas-jake-sullivan-hr-mcmaster-on?s=r .

[3]　Ely Ratner, “A Summer Calendar for Advancing U.S. Policy toward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4, http://www.doc88.com/p-5876900801805.html; Ely 
Ratner, “Course Correction: How to Stop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4, 2017, pp.64-72;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2, 2018,  pp.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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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1] 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战略优势是其军事存在，

南海则是美军显示实力的主要场所。拜登入主白宫不到一个月，美军南海“双

航母”行动重新恢复，海军“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

进行军事演练。此外，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基德”号驱逐舰、“塔

尔萨”号濒海战斗舰、“查尔斯顿”号濒海战斗舰还多次在南海地区开展单

方军事演练。拜登执政三个月，美国军舰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频次比 2020 年

同期增加逾 20%，侦察机活动频次增加超 40%；[2] 六个月左右，美军对华近距

离侦察已近 2000次，[3] 海军海洋监视船监视中国时间长达 161天，在南海地

区几乎每天都有一艘来自美国的海洋监视船。[4] 除自身不断显示军事存在外，

美国还拉拢盟友一道在南海“秀肌肉”。2021年 8月，美军剑指中国，与日、

英、澳海军在南海举行持续 25天的“大规模全球演习”（LSGE21），充分检

验第五代战机协同作战能力及全域作战概念。同年10月，来自美国的2艘航母，

英国的 1 艘航母，以及日、荷、加和新（西兰）的 14 艘海军舰艇在南海及周

边海域举行了军事演习。[5] 除了频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外，截至 2021年 9月，

美军在南海地区已进行了 5 次“航行自由行动”。[6] 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演练

虽不乏为实战做准备，但其对华军事战略的核心依然是以威慑为主，慑止中

[1]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8, 20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
product/pdf/R/R42784/128.

[2]　《2021年 4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中国国防部网站，2021年 4月 29日，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1-04/29/content_4884261.htm。

[3]　《2021 年 7 月 12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

年 7月 12日，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fyrbt/202107/t20210712_9071066.htm。

[4]　《美军海洋监视船对华海上抵近侦察概况》，“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2021

年 7月 13日，http://www.scspi.org/zh/dtfx/1626163888。
[5]　“US, UK Aircraft Carriers Lead Show of Naval Might Around South China Sea,” Radio Free 

Asia, October 7, 2021,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usa-uk-southchinasea-10072021172517.
html.

[6]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6,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
product/pdf/R/R4278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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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地区争端中使用武力。为威慑中国，美军 B-52 轰炸机重返关岛基地。[1]

美国“2021 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计划在 2021、

2022 财年先行投入 69 亿美元，提升部队联合作战能力，优化军力结构、强

化盟友与军事伙伴关系，改善互操作性与信息共享。美国正酝酿重建第一舰队，

重点负责南海与东印度洋地区，美国五角大楼甚至还提出参照冷战时期做法

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支直接针对中国的“海军特遣部队”。[2]2021 年 9 月，

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该

伙伴关系的一项重点内容就是美英助澳发展核动力潜艇。

（二）拼凑干涉南海问题的“意愿同盟”

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修复与盟友伙伴的关系，借重

盟友伙伴的力量推进其对华外交议程。这一政策特点在南海问题上展露无遗。

日澳印和英法德是拜登政府构建南海域外国家政策同盟体系的主要对

象。拜登南海政策依托“印太战略”，把美国对华策略嵌入“多边主义”架构，

引导域外大国深度介入南海地区安全事务。为构建这一政策体系，拜登上台

后一直强调“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建立对华统一阵线”的重要性。[3]拜登及其

团队重要成员不仅多次向日本重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承诺，[4]

而且替澳大利亚出头，抹黑“中国对澳大利亚发动经济战争”，并以“不采

取实质措施改善中美关系”威胁中国恢复与澳大利亚关系。[5]国防部长奥斯

[1]　“B-52 Bombers Return to Indo-Pacific Amid US-China Tensions,” Mehr News Agency 
(MNA), January 30, 2021.

[2]　Lara Seligman, “Pentagon Considering Permanent Naval Task Force to Counter China 
in the Pacific,” Politico, June 15,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6/15/pentagon-navy-
pacific-task-force-china-494605.

[3]　Joe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
why-america-must-lead-again.

[4]　“U.S. Assures Japan of Security Treaty Coverage of Senkakus,” Jiji Press Ticker Service, 
January 22, 2021; Jesse Johnson, “New U.S. Defense Chief Confirms Senkakus Fall Under Security 
Treaty,”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24, 2021.

[5]　Daniel Hurst, “US Has ‘Enormous Respect’ for How Australia is Standing up to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The Guardian, March 3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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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访问印度时把中国称为“迫切的威胁”，强调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其有能

力、有作战计划，能够向中国或任何想与美国较量的国家提供可信的威慑”。[1]

在利用“四边机制”拉拢日印澳等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同时，拜登政府还以“印

太战略”和意识形态捆绑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地区事务，鼓动欧洲国

家与美国建立统一阵线，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2] 在美国的引

导下，日澳成为美国搅局南海的主要跟班，而英法德等国军舰也先后进入南

海海域炫耀武力。

东盟南海声索国是拜登政府拉拢的主要对象。以“分而治之”手段诱拉

菲、越、马、印尼等东盟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对立是美国政策的重点。拜登

上台以来，美国先后利用牛轭礁事件、“南海仲裁裁决”五周年、中国颁布

《海警法》等时间节点多次向菲律宾表达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支持“南海

仲裁裁决”，强调美国对菲律宾海洋安全的承诺。此外，美菲恢复了《部队

访问协定》。越南是美国南海政策重点打造的新合作对象。2011年至 2021年，

美国支持越南国防与安全的投入累计超过 4.5 亿美元。[3]为强化与越南关系，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国防部长奥斯汀、副总统哈里斯等人先后访越并表达

加强美越安全合作的愿望。为加强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关系，布林肯宣称，

美国为成为印尼最大防务伙伴而自豪，将支持印尼在包括纳土纳群岛海域在

内的南海地区对抗中国；[4]美国将向马来西亚提供 2.2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以支持马来西亚不受任何威胁地开发海洋资源。[5] 

[1]　Shishir Gupta, “East Ladakh Stand-Off with China on US Top Official Lloyd Austin’s 
India Agenda,” Hindustan Times, March 19, 2021.

[2]　Jacob Fromer and Mark Magnier, “US, EU Must Prepare for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ays Joe Bid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0, 2021.

[3]　“Indo-Pacific Command Welcomes CSB 8021,”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Vietnam, 
June 10, 2021, https://vn.usembassy.gov/indo-pacific-command-welcomes-csb-8021/.

[4]　“The United States-Indonesia Relationship,” 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Indonesia, 
December 13, 2021, https://id.usembassy.gov/the-united-states-indonesia-relationship/.

[5]　“The United States-Malaysia Relationship,” U.S. Embassy in Malaysia, December 14, 
2021, https://my.usembassy.gov/the-united-states-malaysia-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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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操弄舆论抹黑中国南海政策

舆论炒作是美国操弄南海问题的重要手段。美国试图借此贬损中国国际

形象，离间地区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提升自身介入南海局势的合法性。拜登

上台之后，迅速以“南海仲裁裁决”为切入点，将南海议题拉入国际舆论热

点话语领域。拜登本人和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防部

长奥斯汀等高官在内的政府要员，多次重申支持“裁决”的立场，并将南海

地区安全矛盾的焦点引向中国。2022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海洋及国际

环境与科学事务局发表了关于中国在南海权利主张的第 150 号“海洋界限”

报告，几乎全盘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甚至对中国政府还未公布

的南海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海基线也臆测性地对其合法性作出否定判断。

美国政要的相关表态及国务院相关报告为美方媒体持续炒作南海问题提供了

素材。拜登执政前三个季度，美国至少有 254 家媒体参与了南海问题的舆论

炒作，相关媒体报道量多达 3527 篇，分别占全球 954 家媒体和 19017 篇报道

总量的 26.62% 和 18.54%。来自美国盟友的媒体有 394 家，总报道量为 8022

篇。美国及其盟友媒体和报道量合计，分别占全球参与南海问题报道媒体的

67.92%和总报道量的 62.72%。[1]

国际话语优势为拜登政府塑造有利于美国的舆论氛围创造了条件。根据

新闻统计，拜登执政以来南海问题国际报道的五大聚焦性议题仍然是“南海

断续线”“南海航行自由”“南海地区军事化”“国际法”“南海岛礁建设”

等与中国南海主张直接相关的议题。[2] 而前三季度国际媒体援引和转载路透

社、美联社、德新社、法新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西方主流媒体和推特、脸

[1]“LexisNexis-Lexis.com”数据库检索“South China Sea” and not publication (“WebNews” 
or “TVEyes-BBC”) 为关键词；检索区间为 2021 年 1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精准锁定每篇报

道媒体及其国别信息并统计，数据结果显示：2021 年 1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共有 79 个国家

（地区）954家国际媒体，刊发 19017篇南海问题相关报道。

[2]　根据“LexisNexis-Lexis.com”数据库 2021年 1月 20日至 8月 20日议题关联检索，

“南海断续线”为 87.12%；“南海航行自由”为 81.37%；“南海地区军事化”为 77.39%；“国

际法”为 69.03%；“南海岛礁建设”为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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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等社交媒体的涉南海报道多达 7060篇 / 次，相当于中国媒体被援引和转载

量 1251篇的 5.6倍。[1] 这些聚焦性议题及其观点在国际媒体南海问题报道中

占据主流位置，对其他相关议题和立场形成排斥，成为拜登政府对华南海政

策的重要助力。

二、美国南海政策扰乱地区局势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强化了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周边国家对地

区安全的关注，营造了地区安全紧张态势。在日、印、澳、英、法、德等国

积极回应以及菲、越、印尼等国对南海问题态度消极转变的背景下，拜登政

府相关政策给本已趋向稳定的南海地区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美军对南海地区安全的冲击

美军在南海地区直接针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活动、频繁的军事演习和“航

行自由行动”，给南海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巨大压力。美国拉拢域内外国家频

繁在中国周边海域巡航、演练将恶化地区安全环境，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加

大地区安全困境。与此同时，美国等域外国家帮助东盟南海声索国提高海岸

警卫队等执法和防卫力量的能力建设，通过教育培训、交流演习以及联合行

动助其提高对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巡逻和监察能力，将使个别声索国在涉海

侵权问题上更加有恃无恐。

[1]　“LexisNexis-Lexis.com” 数据库检索，“South China Sea” and not publication (“WebNews” 
or “TVEyes-BBC”) 为一级关键词，Twitter and not publication (Twitter)，Reuters and not publication 
(Reuters)，(“Associated Press” or AP) and not publication (“Associated Press” or AP)，(“Agence 
France Presse” or AFP) and not publication (Agence France Presse)，“Global Times” and not 
publication (“Global Times”)，Facebook and not publication (Facebook)，CNN and not publication 
(CNN)，BBC and not publication (BBC)，ABC and not publication (ABC)，“New York Times” 
and not publication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and not publication (Washington Post 
or Washingtonpost)，(“Voice of America” or VOA) and not publication (“Voice of America” or 
VOA)，(Deutsche or dpa) and not publication (Deutsche or dpa)，Kyodo and not publication (Japan 
Economic Newswire)，CGTN and not publication (CGTN)，“China Daily” and not publication 
(“China Daily”)，Weibo and not publication (Weibo)，Wechat and not publication (Wechat)，“People’s 
Daily” and not publication (People’s Daily)，Xinhua and not publication (Xinhua)分别为二级关键词，

检索区间为 2021年 1月 20日至 8月 20日，逐个检索，得出相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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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日益重视“以台制华”，不断升级与台湾当局

的政治与防务合作，并将布局南海视为“协防台湾”的重要手段。日本素来

有借南海紧张局势缓解其在东海压力的图谋，多次派舰机到南海巡航或参加

多边军演。在美日联手推动下，南海、东海、台海局势可能同时升温，“三海”

联动态势明显，给整个东亚安全增添不稳定因素。

（二）域外多国加入美国政策同盟对南海地区安全的压力

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是美国的惯用手法。随着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的强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成为追随美国南海政策的第一梯队。美

国和日本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都支持南海“航行自

由”“南海仲裁裁决”，反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海警法》。[1] 拜登上台后，

美日军事演习的范围扩大到钓鱼岛。作为回应，菅义伟在访美期间表达了对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支持和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违反国际秩序的主

张和行为”的反对。[2] 澳大利亚是追随美国南海政策的急先锋，在亲美反华

政客影响下，澳海军 2021年 1月至 5月先后 4次穿越南海。[3] 澳大利亚国防

部前副部长保罗 •迪布（Paul Dibb）公开叫嚣，澳必须为与中国在南海潜在

的军事突发事件做好准备；[4] 澳总理莫里森则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发表联合

声明，对“南海争议岛礁持续军事化及相关地区安全威胁”表示严重关切。[5]

印度国防部在 2021年 8月宣布派遣一支由 4 艘军舰组成的特遣队进入南海，

[1]　“U.S.-Jap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6, 2021, https://
www.state.gov/u-s-japan-joint-press-state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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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rew Tillett, “Navy Goes Full Speed Ahead on South China Sea Transit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y 10, 2021, https://www.afr.com/politics/federal/navy-goes-full-speed-ahead-
on-south-china-sea-transits-20210507-p57pru.

[4]　Paul Dibb and Richard Brabin-Smith, “Deterrence Through Denial: A Strategy for an Era of 
Reduced Warning Time,” The ASPI Strategist, May 22, 2021, http://ad-aspi.s3.ap-southeast-2.amazonaws.
com/2021-05/Reduced%20warning%20time.pdf?VersionId=I.oKvvZ9nT15GsOutK4qGWVLApGbC5s7.

[5]　“Joint Statement - Prime Ministers Jacinda Ardern and Scott Morriso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May 31, 2021, https://www.pm.gov.au/media/joint-statement-prime-ministers-jacinda-
ardern-and-scott-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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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部署，并与美日澳举行军事演习。[1]

英法德是追随美国南海政策的第二梯队。美国“印太战略”及其南海地

区利益泛化策略为欧洲国家介入南海地区安全找到了借口。拜登上台后，英

国推出了《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

报告，27 次提及与中国的竞争，进一步明确了介入南海地区安全的政策，[2]

并在 2021 年 7 月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炫耀武力。[3]

法国发表了《法国印太防务战略报告》，要继续推进与越南的“全方位合作”

关系，[4] 并在 2021 年上半年至少 12 次派遣军舰进入南沙、西沙海域。[5] 德

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相对谨慎，但最终还是在美国等方面诱压下象征性派军

舰巡航南海。

在美英法等国影响下，欧盟和七国集团也开始介入南海地区安全事务。

在 2019 年首次发布南海地区形势联合声明之后，欧盟于 2021 年 4 月再度集

体发声，指责牛轭礁的中国船只危及“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并表示强烈反

对这种“破坏国际秩序规则的单边行动”。[6]同时，欧盟外长理事会发布的《欧

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也肯定了欧洲国家海军部署印太、加强防务合作以及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等国际安全挑战的意义。[7]2021 年 5 月，七国集团外长会

[1]　Brad Lendon, “India to Deploy Naval Task Force Into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CNN, August 3, 2021, https://www.cnn.ph/world/2021/8/3/India-warships-South-China-Sea.html.

[2]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March 202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
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5077/Global_Britain_in_a_Competitive_Age-_the_
Integrated_Review_of_Security__Defence__Development_and_Foreign_Policy.pdf.

[3]　Dzirhan Mahadzir, “U.K. Carrier HMS Queen Elizabeth Now on the Edg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USNI News, July 25,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7/25/u-k-carrier-hms-queen-
elizabeth-now-on-the-edge-of-the-south-china-sea.

[4]　《着力扩展越南与法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越通社，2018 年 10 月 27 日，http://
zh.vietnamplus.vn/ 着力扩展越南与法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 /87662.vnp。

[5]　作者根据法国时任国防部长的发言和相关新闻统计，2016 年 3 次，2017 年 5 次，

2018年 1次，2019年 1次，2021年 2次。

[6]　“South China Sea: Statement by the Spokesperson on Challenge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April 24, 2021,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97194/south-china-sea-
statement-spokesperson-challenges-peace-and-stability_en.

[7]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pril 16, 2021,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914-2021-INIT/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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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联合声明就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表示严重关切，[1] 强调 “南海仲裁裁决”

结果的重要性，[2] 并将南海问题纳入政策关注的范围。受美国影响，日、澳、

加、英、法等国派舰机巡航南海的同时还往往故意穿行台湾海峡。

（三）部分东盟国家南海政策出现消极变化

菲律宾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的忠实盟友。拜登上台后，菲律

宾国内借美国支持争取南海权益的势力进一步活跃。2021 年 2 月，菲律宾国

防部长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表示，在中国主张南海大片地区主权

的情况下，美国是制衡中国的有效力量；[3]菲律宾参议员理查德·戈登（Richard 

J. Gordon）以对菲律宾海洋和资源主张所有权的“不友好势力”（unfriendly 

forces）暗讽中国，宣称菲律宾渔民受到恐吓和欺凌，菲律宾需要美国的帮

助。[4] 菲律宾政界亲美势力抬头引发了社会政治效应，菲律宾媒体公开批评

杜特尔特南海政策的论调增强。[5] 牛轭礁事件中，菲律宾工商总会为首的 9

个非政府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停止“挑衅”行为。[6] 包括副总统和

多位参议员在内的高级官员公开表态，反对中国南海政策。[7] 随着菲律宾国

内对南海问题态度的转变，以杜特尔特对华友好外交为基础的菲律宾南海政

[1]　“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é: Our Shared Agenda for Global Ac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Carbis Bay, England, June 13, 2021, http://www.g7.utoronto.ca/summit/2021cornwall/210613-
communique.html.

[2]　“G7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Ministers’ Meeting: Communiqué,” London, May 5,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7-foreign-and-development-ministers-meeting-
may-2021-communique/g7-foreign-and-development-ministers-meeting-communique-london-5-
may-2021.

[3]　Martin Sadongdong, “Lorenzana Sees Better PH-US Ties under Biden’s Leadership,” 
Manila Bulletin, January 29, 2021.

[4]　Mario Casayuran, “Senators Hail US Commitment to Defense Treaty with PH,” Manila 
Bulletin, January 30, 2021.

[5]　Richard Heydarian, “Whitsun Reef: Duterte’s Failed China Policy,” Philippines Daily 
Inquirer, April 20, 2021.

[6]　Kris Crismundo, “Biz Groups Back Call on China to Withdraw Vessels from WPS,” 
Philippines News Agency, April 14, 2021,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136722.

[7]　这些人包括菲律宾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Leni Robredo），参议员丽莎·洪蒂

维罗斯（Risa Hontiveros）、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弗朗西斯·潘吉南（Francis 
Pangilinan）等，详见：Krixia Subingsubing, Melvin Gascon, Tina G. Santos, “Groups Protest after 
Beijing Calls WPS Ruling ‘A Piece of Waste Paper’,” Philippines Daily Inquirer, July 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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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已明显弱化。

越共十三大后越南的南海政策总体转向平稳务实，但仍旧保留以美国制

衡中国的策略。越南在维持中越外交关系稳定的同时，也积极迎合拜登政府

的南海政策。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两度公开表示美国和欧洲国家军舰在南海的

“航行自由行动”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作出贡献。[1]2021 年 6 月，越南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邓廷贵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第 31次会议上呼吁

各方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单边行动。[2] 其后，越南在东盟系列会议、东亚

峰会、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频繁就南海问题表态，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态度

日益坚定。[3] 同年 8 月，越南总理范明政在联合国安理会“加强海上安全”

公开辩论会上发表关于南海问题的演讲，呼应布林肯和莫迪等人观点，意指

中国。[4] 考虑到越南高层知华稳健派年事已高且人数渐少的趋势，越南高能

耗经济发展模式对南海油气资源的需求压力，以及美国对越投资优势和越中、

越美贸易的逆顺差状况，越南在风险预测可控情况下倒向美国的可能性仍然

存在。

印尼是南海问题上较为主动接受美国政策影响的国家之一。布林肯访印

[1]　“Vietnams Calls for 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In East Sea,” Vietnam News Gazette, 
February 25, 2021; “VN Responsible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bserves International 
Law: Spokesperson,” Viet Nam News, February 26, 2021; “FM: Vietnam Has Sufficient Historical 
Evidence of Sovereignty over Hoang Sa,” Vietnam News Gazette, March 11, 2021.

[2]　“Viet Nam Reaffirms Importance of 1982 UNCLOS, Especially in South China Sea Issue,” 
Viet Nam News, June 24, 2021.

[3]　“Viet Nam Has ‘Proactive and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ASEAN Leaders’ Meeting: 
Official,” Viet Nam News, April 29, 2021; “ARF Calls for Maintenance of Security,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East Sea,” Vietnam News Gazette, August 9, 2021; “Deputy Minister Highlights South 
China Sea, COVID-19 Recovery As Key Outcomes of AFMM-54,” Viet Nam News, August 10, 2021; 
“Declaration fo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ASEAN Adopted at ADMM+,” Viet Nam News, June 17, 
2021; “Viet Nam Has ‘Proactive and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ASEAN Leaders’ Meeting: Official,” 
Viet Nam News, April 29, 2021; “Foreign Ministe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Peaceful Settlement of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Viet Nam News, July 14, 2021.

[4]　布林肯回应称，美国看到了海上船只的危险相遇，以及推进虚假海上主张的挑衅

行为；莫迪表示，海洋争端需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参见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cerned about Developments in the East Sea,” The Voice of Vietnam, August 10, 2021, https://
vovworld.vn/en-US/news/international-community-concerned-about-developments-in-the-east-
sea-1013998.v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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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期间对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印尼在东盟领导地位和印太秩序支柱地位的肯

定，以及支持印尼对抗中国的表态，[1]使印尼南海安全政策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2021 年 8 月，印尼与美国在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举行了规

模空前的鹰盾联合军演。[2] 同期，印尼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国会议员

穆罕默德 •法尔汉（Muhammad Farhan）针对中国要求印尼停止海上钻探的外

交公函表示：“我们的答复非常坚定，我们不会停止钻探，因为这是我们的

主权。”[3]

三、美国操控南海局势面临的制约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是以南海“航行自由”为主阵地，以日澳印英法德为

政策同盟，以南海周边国家为地缘战略突破点，辅以国际舆论优势，针对中

国的政策施压体系。表面上，拜登政府的政策设计集结多国且贯通军事安全、

国际关系、国际话语等多方多领域的力量。实际上，这些试图主导南海地区

安全的政策设计不仅缺乏起码的政策合法性，无法将南海地区安全结构拉回

到冷战状态，而且在触及地区安全红线的情况下还会遭到东南亚国家的反对。

（一）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地区安全合法性的缺陷

拜登政府以南海“航行自由”为由企图重塑南海地区安全主格局的政策

主要是为了构建针对中国的地缘安全联盟，以维护其世界霸权。然而，美国

作为一个美洲国家却在地球另一侧的亚洲主张权利，本身就有先天合法性不

足的问题。鉴于此，无论奥巴马还是拜登时期，美国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

[1]　“The United States - Indonesia Relationship,” 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Indonesia, 
December 13, 2021, https://id.usembassy.gov/the-united-states-indonesia-relationship/.

[2]　Ed Davies, “Indonesia Hails ‘New Era’ for U.S. Ties, Hosts Biggest Joint Military Drills,” 
Reuters, August 5,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indonesia-hails-new-era-us-ties-
hosts-biggest-joint-military-drills-2021-08-05/.

[3]　Tom Allard, Kate Lamb and Agustinus Beo Da Costa, “Exclusive China Protested 
Indonesian Drilling, Military Exercises,” Reuters, December 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
asia-pacific/exclusive-china-protested-indonesian-drilling-military-exercises-2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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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都只能在所谓的“维护国际法原则”和“推动世界秩序更加美好”等

借口中寻求政策合法性。然而，尽管拜登政府对南海地区“航行自由行动”

的频率和强度远超以往，其理由仍是“中国威胁南海地区安全和航行自由”

等虚伪托词。美国这种可以“肆意污蔑、压迫、胁迫和欺负其他国家而不需

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理由太过牵强，[1] 以致于连西方国家学者都难以认同。

西方国家的理性分析认为，部分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法规则与美国所倡导的

航行自由原则存在差异；[2] 国际法意义的航行自由不足以支持美国进行近乎

无限制的海洋军事活动的自由；[3] 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必须以国际法为前提，

离开国际法该行动将毫无意义。[4]因此，当下美国进行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只是向中国表明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显示对地区盟友承诺，既不敢对中

国发动实际军事打击，也无益于建造更美好的地区秩序。[5]

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合理性与合法性缺失的情况下，追随美国

介入南海地区安全事务的日澳印和英法德等国的理由更加牵强、自相矛盾甚

至与国际规则相违。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和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人会晤中，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 海里领

海的基本规则，支持美国以 3 海里领海为标准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却批评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参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出台的《海

[1]　“China Says U.S. Can ‘Wilfully Bully’ Other Countries after Harris’s Comments o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August 24, 2021, https://reuters.screenocean.com/record/1633547.

[2]　Alexander Vuving, “Think Again: Myths and Myopia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6, 2015,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ink-again-myths-myopia-
about-the-south-china-sea-14096?page=0%2C1.

[3]　Hyun-Binn Cho and Umut Yüksel, “Get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R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0,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
getting-freedom-navigation-operations-right-south-china-sea-51892.

[4]　Lyle J. Goldstein, “The Main Problem with America’s Abundant South China Sea Hawk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8, 2015,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main-problem-
america%E2%80%99s-abundant-south-china-sea-hawks-14186.

[5]　Peter Layton, “The Simple Reasons Why the South China Sea is Headed for Tragic 
Troubl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6,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he-
simple-reasons-why-the-south-china-sea-headed-tragic-1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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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法》破坏南海安全秩序。[1] 澳大利亚对南海地区安全的政策几乎全部基于

对美国“航行自由”的追随，澳政府首脑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维护南海航行

和飞越自由的政策和决心，[2] 却极力反对中国军舰进入澳邻近海域，并将其

渲染为令人担忧的军事活动。[3] 印度虽然在南海问题上强调与美国的共同价

值观，却反对美国用航行自由行动的方式对印度专属经济区的挑战。[4]

虽然英国拒不执行国际法院关于“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案”的决

议，但这并没有影响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与越南外长裴青山的会晤中高调宣

扬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约束海洋活动法律框架的重要性。[5]

法国总理卡斯泰和越南总理范明政线上会晤大谈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和《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6] 却避而不谈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与《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军舰军机无害通过规则的冲突。德国驻菲律宾大使雷芬

斯图尔（Anke Reiffenstuel）赞扬菲律宾通过“仲裁”解决南海争端的选择

[1]　“U.S.-Jap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6, 2021, https://
www.state.gov/u-s-japan-joint-press-statement/.

[2]　Australia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Joint Statement: Australia-Republic of 
Korea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s’ 2+2 Meeting 2021,”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
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joint-statement-australia-republic-
korea-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s-22-meeting-2021;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Australia-Republic of Korea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s’ 2+2 Meeting 2021,”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minister/peter-dutton/statements/joint-
statement-australia-republic-korea-foreign-and-defence；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Australia-Rok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pm.gov.au/media/australia-
rok-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3]　Colin Packham and Byron Kaye, “Australia Says China’s ‘Alarming’ Actions at Odds with 
Peaceful Rhetoric,” Reuters, November 2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
australia-says-chinas-alarming-actions-odds-with-peaceful-rhetoric-2021-11-26/.

[4]　Rezaul H Laskar and Rahul Singh, “India Objects to US Navy Operations near 
Lakshadweep,” Hindustan Times, April 10, 2021,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
objects-to-us-navy-ops-near-lakshadweep-101617992954884.html.

[5]　“Vietnamese Foreign Minister Asks for UK Help in Getting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Viet Nam News, June 22, 2021.

[6]　“Vietnam Hopes for Stronger Partnership with France,” Vietnam News Gazette, June 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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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肯定其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行动的价值。[1]他的言论完全无视“裁

决”将具备经济生活条件的太平岛视为岩礁的谬误，严重践踏了国际法最基

本的法律精神。

由于美国及其追随者以“航行自由”为抓手介入南海地区安全的理由过

于荒唐，美国与南海地区国家的政策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尽管美国的

亚洲伙伴因看到“这种熟悉的治理方略”而对拜登政府“重返亚太”感到欣慰，[2]

欧盟国家也表达了把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并愿意追

随美国，但美国建立对华统一阵线的目标一直遥遥无期。

（二）南海地区安全结构对美国南海政策效能的制约

冷战结束后，南海地区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对抗型结构终结。

随着美军退出苏比克湾军事基地，中国、东盟、美日同盟逐渐成为影响地区

安全的三大结构性力量，南海地区安全性质也随着地区形势发生了变化。中

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先后走上经济高速发展道路。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相关国家审视南海争端的视野也开

始超越简单的政治判断，资源、环境、安全、地区规则以及双边和多边关系

均被纳入南海问题的政策范围。解决南海权益争端的思路开始摆脱刚性、对

立的思维框架，转向以发展为目的，以约束、规范和引导各方行动为主要内容，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博弈，南海问题性质的改变带来了问题解决途径超越

安全属性的多元性和非冲突性。[3]

在南海安全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拉拢东

南亚国家加入域外强国对抗地区大国政策联盟的举措客观上将削弱相关国家

[1]　“Western Countries Reaffirm PH Maritime Claims in South China Sea,” Philippines News 
Agency, July 12, 2021.

[2]　Sarah Zheng, “Biden’s Early Effort to Unite Allies behind Washington’s Stance on Beijing 
Has Had More Success with Asian Leaders than Ones in EU, Analysts S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1, 2021.

[3]　南海争端五国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共同开发的探讨，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签署，2005年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的签署，

以及南海周边国家共同推动的《南海行为准则》均体现着相关国家以超越冲突的方式探索南

海问题解决思路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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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海地区安全的影响力。这无疑会违背南海周边小国以“大国平衡”增强

地区安全影响的政策初衷。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越来越多域外强国介入南

海地区安全事务的背景下，小国操弄“大国平衡”的政策空间被大幅压缩。

由于“南海行为准则”等共同的制度安排同样有望解决南海争端相关的地区

安全问题，以充当强国对抗棋子为代价倒向域外大国阵营绝非明智的政策选

项。因此，拜登政府以外部施压和内部分化为手段试图重新主导南海地区安

全的政策效能必定有限。

（三）东盟国家发展利益与美国南海政策目标的不兼容

东盟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影响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要因素。尽管美国和

欧洲国家对菲、越、印尼等国的拉拢得到了相对积极的回应，但作为中美两

大力量之间的第三方，东盟的战略理性同样不容忽视。

发展是东盟最大的政治。作为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

及其成员国的安全政策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利益。自 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

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

效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

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讲话宣布，在未来 3 年再向东盟提供 15 亿美元

发展援助，用于东盟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愿进口更多东盟国家优质产品，

包括在未来 5年力争从东盟进口 1500亿美元农产品；将启动科技创新提升计

划，向东盟提供 1000 项先进适用技术，未来 5年支持 3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

来华交流。[1] 各种惠及东盟国家的政策必然会为东盟各国发展带来可预期的

巨大收益，中国在东盟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在东盟与中国关系稳定、收益可期的情况下，域外国家对抗中国而危及

地区安全的风险便会成为东盟国家的政策敏感点。AUKUS 的出现便引发东盟

国家担忧。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话时明确表达

对可能激怒其他大国、导致南海地区安全威胁的担忧。马来西亚外长赛夫丁

[1]　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

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 11月 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2/content_565246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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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公开“坚定地”告诉外界，马来西亚不想被困在超级大国的武器竞争之中，[1]

并对该决定持强烈保留意见。[2]

四、结语

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南海政策的根本目的

是重新实现其对地区安全的绝对主导。拜登政府概莫能外，其政策设计的主

观缺陷和目标脱离现实的结构偏差使其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与美国不同，中

国与东盟都将发展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对东盟南海声索国而言，虽然可

以在南海争端中更多地借重美国，但相关国家并不想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明显

选边站队。安全上依附美国不仅可能损害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还可能加

剧两个大国激烈军事对抗，最终殃及自身。除非东盟各国领导人政治智慧集

体消失，否则不会轻易搭乘美国的战车。鉴于此，中国在应对拜登政府南海

政策的过程中，可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在努力排除美国干扰的同时，积极推

动消解南海周边国家矛盾的区域安全机制建设。

【完稿日期：2022-3-10】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Muzliza Mustafa, “Philippines Throws Support behind AUKUS Pact,” Radio Free Asia, 
September 21, 2021,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pact-09212021152655.html.

[2]　Kate Lamb and Augustinus Beo Da Costa, “Indonesia, Malaysia Concerned over AUKUS 
Nuclear Subs Plan,” Reuters, October 18,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indonesia-
malaysia-start-work-travel-corridor-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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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警卫队，通过巡航、参与美国海空军演习、与域内国家签署执法合

作协议、开展联合海上执法演习等方式介入南海地区局势，旨在应对所

谓的中国“灰色地带”挑战，通过海上执法合作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

的关系，提高对南海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美国相关举措破坏了南海和

缓趋稳的局势，增大了南海地区发生海上危机和冲突事件的风险，给我

国南海维权带来新的挑战。为此，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处理南海问题的“双

轨思路”，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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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美国开始向南海地区派出海岸警卫队，不断以各种方式介

入南海局势。2022 年 2 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指出，要“扩

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东南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屿的存在和作用”。[1] 可以

预料，南海必将首当其冲。全面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战略调整及其在南海

的部署活动，对研判南海形势发展和推进中国海上维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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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运用战略的演变

海岸警卫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武装力量，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

之前。1915 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海关缉私、海上救援等职能合并，创建

海岸警卫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美国对海岸警卫队的

职能定位和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海岸警卫队虽然在建立之初被定位为

联邦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但和平时期归财政部管理，战时编入海军统一指挥。

“9·11”事件发生后，为更好地维护本土安全，美国国会在 2002年通过了《国

土安全法》，将海岸警卫队划归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海岸警卫队虽然是美

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却不归国防部管辖，平时执行海上执法、搜救等民

事任务。虽然名义上是海洋执法力量，但美国海岸警卫队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是美对外开展军事

行动、维护霸权的重要力量。[1]

美国海岸警卫队现有约 4.1 万兵力、8000 多名后备官兵和近 9000 名民

警雇员，装备了近 2000 艘舰船和 200 余架飞机。[2] 由于规模和实力远超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海军，海岸警卫队又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海军”。美国

海岸警卫队除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防区外，还建立了三个常设国际单位，

分别是西南亚巡逻队（Patrol Forces Southwest Asia）、欧洲行动司令部

（Activities Europe）和远东行动司令部（Activities Far East）。其中，

远东行动司令部位于日本横田空军基地，负责在亚太地区执行海上安全、治安、

防务和国际合作等任务。[3]

[1]　况腊生：《海岸警卫队：美国维护霸权的又一重要工具》，《解放军报》2021年 11

月 9日，第 11版。

[2]　《吴士存谈美海岸警卫队派舰部署南海：名为执法实系搅局》，澎湃新闻，2020 年

11月 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84640。
[3]　“U.S. Coast Guard Overview,”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ugust 22, 20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Oct/11/2002050118/-1/-1/1/USCG_OVER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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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挑战，介入热点海域安全问题，维护

美国的海洋霸主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海岸警卫队的职能定位和部

署运用方式进行了深入改革。

进一步明确海岸警卫队的职责范围。2000 年通过的《海岸警卫队法》

要求海岸警卫队在公海及美国享有司法管辖权海域的水面、水下和空中执行

或协助执行所有适用的联邦法律，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海上空中监视或封锁

等。[1]2002 年《国土安全法》进一步明确了海岸警卫队的 11 项职能，涵盖

海事执法、海上响应、海上预防、海上运输系统管理、海上安全行动和国防

行动等六大任务领域，国防行动对应的防御备战职能要求海岸警卫队在全球

进行部署。[2]

强调海岸警卫队与海军的融合发展。2015 年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联合

发布《国家舰队计划》，大力加强二者的融合发展。根据计划，美国海军和

海岸警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进行共同设计，主要围绕指挥、控制、通信等

设备，以及作战、武器、工程系统，还要协调作战计划、采办、训练和后勤补给。

例如，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力巡逻舰——国家安全舰（National Security 

Cutter）的设计强调了与海军平台和系统的互操作性，尤其是与海军“自由”

级和“独立”级濒海战斗舰、“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在系统、配件、

补给和训练等方面的直接共通性。[3] 这些“国家安全舰”在吨位和战斗力上

和海军主力舰差别不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还要发挥各自侧重点不同的

海洋情报信息搜集优势，加强信息和情报分享，以获得更全面充分的“海域

态势感知能力”（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4] 同年，美国海军、海军

[1]　“14 USC 102: Primary duties,” Office of the Law Revision Counsel, March 25, 2021, 
https://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USC-prelim-title14-section102&num=0&edition
=prelim.

[2]　“Missions,” USCG, March 25, 2021, https://www.uscg.mil/About/Missions/.
[3]　US Navy and USCG, National Fleet Plan, August 2015, p.13., https://media.defense.

gov/2020/May/18/2002302026/-1/-1/1/FLEET_PLAN_FINAL.PDF.
[4]　Ibid., 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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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报告《21 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强调，美国三

支海上力量必须强化合作，以加强保障海洋公域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应对军

事和非军事安全挑战，确保美国的全球海上行动能力。而海岸警卫队将在印

太地区与地区伙伴和海军合作执行联合巡航、多国演习、海上安全执法等行

动。[1]2018 年发布的《海岸警卫队战略计划（2018—2022）》报告宣称，为

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竞争对手和海上安全环境，美国海岸警卫队将提供“从合

作到武装冲突的全面解决方案”。[2]2020 年 12 月，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

和海岸警卫队再次联合发布的战略报告《海上优势：综合全域海军力量取胜》

强调，海岸警卫队将“不断扩大全球参与范围并努力提高在关键脆弱地区介

入的能力”，[3]在日常竞争、危机和冲突中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协调行动。例如，

在日常竞争中与海军的船只一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过度和非法

的海洋主权声索”，记录和曝光竞争者的“不良行为”，在危机状态中海岸

警卫队可以起到使对峙降级的作用。[4]

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部署。2016 年更新的《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区域战略意

图》使美国海岸警卫队进一步聚焦太平洋地区，宣称“在太平洋责任区内持

续存在且日益增长的风险影响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包括……南海海洋领土

和专属经济区的声索、填海造岛和争端”。[5] 美国海岸警卫队必须在战术、

技术和程序方面进行更新以应对这些挑战。2020 年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顾

问奥布莱恩发表声明称，由于“中国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的非法

[1]　US Navy, USMC, and USCG,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March 
2015, p.13, https://www.hsdl.org/?view&did=763178.

[2]　USCG, Coast Guard Strategic Plan 2018-2022, p.6.
[3]　US Navy, USMC, USCG,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December 2020, preface,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Dec/16/2002553074/-1/-1/0/
TRISERVICESTRATEGY.PDF.

[4]　Ibid., pp.11-12.
[5]　USCG,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Pacific Area Strategic Intent，January 2016, p.i, https://

www.pacificarea.uscg.mil/Portals/8/Documents/PACAREA%20Strategic%20Intent%20-%202016%20
-%20final%20for%20relea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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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和骚扰活动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将在西

太平洋部署加强版的快速反应巡逻舰（Fast Response Cutters），执行护渔、

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航行自由等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将战略性地在西

太平洋设立母港，地点可能选在美属萨摩亚。[1]《海上优势：综合全域海军

力量取胜》指出，三支海上力量的部署和行动“将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应对

中国的有害行为，并着重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区域威慑力”。[2]2021 年初，美

国海岸警卫队把两艘最先进的巡逻舰部署到关岛基地。[3] 

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行动

美国海岸警卫队开始涉足南海以来，不断通过巡航、参与海空军演习、

与域内国家签署执法合作协议、开展联合海上执法演习等方式介入南海地区

局势。

深度融入美军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在 2019 年花

了 326 天时间支持国防部的行动，而在之前 5 年里平均只有 50—100 天，而

且 2019 年海岸警卫队所有支持国防部行动的部署都发生在印太地区。[4] 海

岸警卫队舰船多次参与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和其他巡航活动。从

2019 年 1 月起，美国海岸警卫队从本土向西太平洋地区派出两批共三艘巡

逻舰，分别是“博索夫”号（USCGC Bertholf）、“斯特拉顿”号（USCGC 

Stratton）和“梅隆”号（USCGC Mellon）。2019 年 3 月，“博索夫”号与

[1]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C. O’Brien,” 
October 23,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national-
security-advisor-robert-c-obrien-102320/.

[2]　US Navy, USMC, USCG,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p.1.

[3]　Lucy Craymer and Ben Kesling, “U.S. Deploys Coast Guard Far from Home to Counter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6,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deploys-coast-
guard-far-from-home-to-counter-china-11615813220.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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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USS Curtis Wilbur）共同展开“航行自由行

动”，先从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紧接着自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4

月份该舰再次斜穿整个南海海域直抵新加坡，后折返再次穿越南海返回在日

本的美军基地；7 月至 8 月“斯特拉顿”号自东向西穿越南海南部和马六甲

海峡，抵达印度东海岸后返回新加坡。

积极参加美国在南海和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2019 年“斯特拉顿”号

部署至西太平洋地区的首个重要活动就是参加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护身军

刀 -2019”（Talisman Sabre 2019）联合军演，被编入“黄蜂”号两栖戒

备大队开展水面作战演练。在南海举行的美国和马来西亚“虎击”（Tiger 

Strike）联合演习、美国和菲律宾“萨马萨马”（Sama Sama）联合演习中，

“斯特拉顿”号均与美海军作战舰船开展联合行动，共同参与登临、搜捕演练、

分离战术、搜救演练、直升机甲板着陆、防空和水面作战、船只追踪等科目演练。

在南海及周边区域进行海上执法等民事行动演练，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2019 年 5 月，“博索夫”号海警船与菲律宾海岸警卫

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开展联合搜救演练；8 月，“斯特拉顿”号海警船与印

尼海上安全局举行首次联合演习，演习内容集中在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通

信等方面；9 月，“斯特拉顿”号与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力量在南海举行联

合演习，演练科目包括反走私、海上搜救、打击非法捕捞等。

和南海周边国家签署大量合作协议。目前，美国与印尼、柬埔寨、

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签署了东南亚海上执法倡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Initiative）以及东南亚合作与培训协议

（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与菲律宾、印尼、越南等

国的海岸警卫队均签署了合作协议。[1]2020 年 7 月，美国与越南渔业管理局

签署渔业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承诺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信息共享来加强越

[1]　宋清润：《当前美越军事关系的发展与局限》，《和平与发展》2015 年第 1 期，第

48-49页。



125

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动因与影响

南的渔业管理和执法能力。专家预测，美国海岸警卫队未来有可能与东盟南

海周边国家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Shiprider Agreement），由相关国家

的海上执法力量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进行海上执法，[1] 从而为美国海岸

警卫队介入南海事务提供更多的法律依据。为扩大和相关国家的合作，美国

开始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派驻海岸警卫队官员。据报道，2022 年美国还将向

新加坡派驻一名海岸警卫队武官。[2]

三、美国海岸警卫队介入南海的动因

美国海岸警卫队介入南海是美加大对华海上遏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其部

署运用主要有以下政策考量。

（一）应对所谓的中国“灰色地带”挑战

美国一直使用“灰色地带”概念批评和污名化中国在南海的诸多合法行

动，包括海上巡逻、维权执法、海上民兵活动等。[3] 美国认为其在南海地区

的海上优势正在被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削弱。美国国防部 2019 年 6 月发

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批评中国通过“微小但持续的步骤”实施“灰色地带”

行动以实现对争议海洋领土的控制权，[4] 仅仅依靠海军难以应对中国在海洋

执法、渔政管理、海事安全等领域的竞争态势，而这些恰好是海岸警卫队的

业务范围。同时，由于海军的高度敏感性和象征性，在激烈的局部对抗中容

易出现擦枪走火，导致冲突升级和局势失控，而海岸警卫队可以通过控制冲

[1]　闫岩：《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行动的法律边界问题》，“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网站，2020年 12月 24日，http://www.scspi.org/zh/dtfx/1608796586。
[2]　Lucy Craymer and Ben Kesling, “U.S. Deploys Coast Guard Far from Home to Counter 

China”.
[3]　Micheal J. Mazarr, Mastering the Gray Zone: 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Era of Conflict,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5, p.34.
[4]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p.8,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
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126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2 期

突水平，在日常竞争中以低风险获得高收益。[1] 海岸警卫队普遍被视为防御

性力量，看起来比海军更“温和”，部署和运用海岸警卫队可以减少直接军

事对抗带来的摩擦升级风险和外交压力，同时“显示与中国对抗的决心”。[2]

2019 年 11 月，美国国务院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促进共同愿景》

报告中提出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以应对中国的“胁迫行动”。[3] 在 2020年

5 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美国声称要在南

海争端中“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增强能力抵御

北京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及在争端中取胜的企图”。[4]2021

年 3 月，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继续炒作中国对美国安

全和地区稳定的影响，更明确提出美国要“发展更好地进行竞争和威慑‘灰

色地带’行动的能力”。[5] 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的美国，在南海部署和运用海

岸警卫队力量正是其发展此种“能力”的一部分。

（二）拉近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

美国声称：“有韧性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络是自由和开放南海秩序的骨

架。”[6] 一方面，美国把南海问题纳入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英国、法国等

传统同盟关系的框架内，推动盟国和伙伴国制定相关战略，同时积极拼凑新

[1]　US Navy, USMC, USCG,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p.11.

[2]　Ralph Jennings, “Why US Wants to Send Coast Guard to the Seas Near China,” VOA, 
November 10, 2020, https://www.voanews.com/a/usa_why-us-wants-send-coast-guard-seas-near-
china/6198177.html.

[3]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
4Nov2019.pdf.

[4]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p.13.,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
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5]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March 2021, p.14, 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6]　US Navy, USMC, USCG,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p.11.



127

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动因与影响

的联盟。其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另一

方面，美国有意强化对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的支持，推动其能力建设以对抗

中国，怂恿它们以更加强硬的方式应对中国的“胁迫行动”。部分南海地区

国家虽然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但又与中国有着十分紧密的经贸关系，

不愿意过分挑衅中国为美国火中取栗。美国通过海岸警卫队与这些国家的海

洋执法部门合作，既能达到上述目的，又能降低合作的敏感性，减少合作对

象国的疑虑。为此，美国海岸警卫队战略规划提出，要配合国防部和国务院

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海域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进行“国际能力建设”。[1]

（三）提升南海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美国为维护海上霸权，确保其在南海的海上优势，长期对南海海域保持

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传统上，美国通过海空军在南海地区进行空中、水面

和水下的侦察监视活动，在空间上主要分为航天侦察、航空侦察与海上侦察

三种途径。美国海空军综合运用光电、电子、雷达、声呐等方式对南海的重

要海峡、海域和岛礁等重点区域形成了全时段、全覆盖的立体侦察监视系统。

但通过海空军等正式军事单位进行侦察监视活动，政治上十分敏感，容易引

起目标国家的谴责和反制，有时会发生意外事故甚至造成危机，如 2001 年的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近年来，美国开始尝试在对南海区域的侦察监视活动中引入私人防务公

司和海岸警卫队等民间和准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不同部门获取的南海区

域情报的交叉印证，这种做法可以构建更加细密的南海海域态势感知网络。

在 2017年发布的《海域态势感知国家计划》中，美国提出要通过综合各部门

各渠道获得的情报信息，提高对海洋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2] 另一方面，这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侵入性较强的抵近侦察等活动的政治敏感性，避免

[1]　U.S. Coast Guard, Coast Guard Strategic Plan 2018-2022, p.20.
[2]　National Maritime Intelligence-Integration Office, National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Plan for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December 2013, revision 1 of 2017, 2017, pp.11-12, 
https://nmio.ise.gov/Media-Publications/National-Maritime-Domain-Awareness-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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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国家对美国军事意图的误判。据统计，2020 年美国共雇佣 3 个私人防务

公司的飞机在南海进行了近 40次侦察活动。[1]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其战略规划

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整合信息、情报和行动提高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为决

策和危机应对服务。[2]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侦察监视技术手段方面的能力不次

于美国海空军单位，其海洋执法警察力量的性质更利于掩护其在南海海域进

行侦察监视活动的目的，从而更加近距离和大范围地获取相关情报信息，提

高美国对南海海域的态势感知能力。

四、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 年以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及周边区域

活动的频次有所减少，但可以预期未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将继续通过“灰色地带”

行动搅局南海。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破坏了南海区域和缓趋稳的地缘

政治形势和国际合作态势，增大了南海地区发生海上危机和冲突事件的风险，

给我国南海维权带来巨大挑战。

美国海岸警卫队到南海地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国所谓的“灰色地

带”行动，它要挑战的就是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和对南海主张管辖海

域的管控。近年来，美国官方多次为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背书，否定

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并试图配合与南海争端东盟当事国的执法合作来坐

实“裁决”。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直接针对中国渔民的执法行

为，但该情形已在其他区域出现。如 2020年 12月，美国海岸警卫队从关岛、

夏威夷分别派出巡逻舰和直升机，与帕劳海洋执法局合作，在帕劳附近海域

[1]　《2020 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2021

年 11 月 1 日，第 13-14 页，http://www.scsp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20nian_mei_jun_nan_
hai_jun_shi_huo_dong_bu_wan_quan_bao_gao_.pdf。

[2]　U.S. Coast Guard, Coast Guard Strategic Plan 2018-2022,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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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扣一艘据说是非法捕捞海参的中国渔船，拘捕了 28名船员。[1] 未来不排除

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东盟南海沿岸国签署执法合作协议，联手地区国家海上执

法力量对中国渔民或其他船只进行执法的可能。作为域外国家，美国海岸警

卫队在中国南海开展海上执法和演练活动，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又破坏了中国在南海的

捕捞、航行和资源开发等历史性权利。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执法也将干扰

中国渔民和其他海洋产业的正常生产活动。

美国海岸警卫队介入南海事务，是美国将其海上力量向南海和周边地区

常态化部署或集结的重要步骤之一，[2] 破坏了南海区域和平合作，不利于建

立真正“基于合作的秩序”。2019 年以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和东盟南海周边

国家频繁开展联合演习，与不少国家签署海上执法合作协定，并为有关国家

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和设备，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活动表面上看是国

家间正常的海洋执法合作，但实际上是美国借此为部分国家在南海对抗中国

“撑腰打气”。2013 年美越签署海岸警卫队合作协定后，美国海岸警卫队不

断通过赠送或出售海岸警卫队船只和设备、联合演练、人员培训等方式提高

越南在海上执法中对抗中国的能力。2019 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建议，为了应

对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美国应在南海轮流或临时部署适度的军事、执

法（海岸警卫队）和民事力量，以表明美国的承诺，如美国海军护送菲律宾

船只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石油勘探或钻探；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南海伙伴国进

行联合渔业巡逻。[3] 这虽然是智库的建议，但不排除将来成为现实的政策。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搅局行为毒化了南海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氛

[1]　“Palau and USCG Bust Chinese Vessel for Illegal Fishing,” The Maritime Executive, 
December 24, 2020,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palau-and-uscg-bust-chinese-vessel-
for-illegal-fishing.

[2]　吴士存：《关于构建南海新安全秩序的思考》，中国南海研究院网站，2021年 3月

3日，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530.html。
[3]　Lyle J. Morris, Michael J. Mazarr, et al.,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Gray Zone: 

Response Options for Coercive Aggression Below the Threshold of Major War, RAND Cooperation, 
2019,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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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侵蚀了互信基础。尽管存在海洋领土主权争端，但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

执法等方面的合作一直平稳开展。中国和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

国均签署了海上执法合作协议。从 2006 年起，越南海岸警卫队与中国海警开

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举行 14 次年度渔业监督机构会议，进行 18 次渔业海

上联合检查。[1]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COC）

磋商进展顺利。2018 年，双方就谈判单一文本谈判规则达成一致，目前单一

文本一读已完成，二读已开始，[2] 谈判顺利完成在望。2016 年，中国与东盟

国家还通过了《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并为

此开通热线。而美国试图通过海岸警卫队等在南海的“灰色地带”行动，给

域内国家间合作打入楔子、制造障碍，与地区涉海合作不断向好的基本态势

和地区国家求发展要稳定的根本利益相悖。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及周边进行的“灰色地带”行动增加了冲突发生

的风险，成为南海局势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利用海岸警卫队介入南海和西太

平洋事务，原因就在于美国海岸警卫队亦警（民）亦军的模糊特性，方便其

在不升级冲突、避免战争的前提下对抗所谓的中国“灰色地带”行动，弥补

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民兵等准军事力量在南海区域的缺失。但与此同时，

美国把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视同海军。2019 年 1 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

德森向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提出，美国将不会把中国的海警和渔船与海军

区别对待，统一视为海军舰船，作出军事回应。[3] 若中国和南海区域其他国

家同样对等地把美国海岸警卫队视同美国海军，则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

“灰色地带”活动不但不能降低战争风险，反而大大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1]　《加强国际合作 提高越南海警的能力》，越南人民军队报网站，2019年 11月 27日，

https://cn.qdnd.vn/cid-6126/7185/nid-565859.html。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东盟和中国恢复 COC谈判》，越南人民军队报网站，2020

年 9月 18日，https://cn.qdnd.vn/cid-6130/7187/nid-577144.html。
[3]　Demetri Sevastopulo and Kathrin Hille, “The US Navy’s Shifting View of China’s Coast 

Guard and ‘Maritime Militia’,” Financial Times, April 28,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b4b1602-
696a-11e9-80c7-60ee53e668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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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4 年包括中美两军在内的多国达成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中国

和东盟同意在南海适用该规则，中美在南海的《空中意外相遇规则》也接近

达成，这为中美军队避免因意外事件引发冲突和战争提供了机制保障和操作

规范。但中美海岸警卫队之间、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之间却不存在这样的安全

管控机制，[1] 这给南海安全稳定埋下了重大隐患。

五、结语

美国海岸警卫队配合海空军扩大在南海的行动，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

的重要一环，旨在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存在，巩固美国对地区安全的主导地位，

彰显其对地区安全的承诺。美国的相关举措不仅无助于地区安全与合作，反

而将破坏南海区域合作，给南海和平稳定带来巨大隐患。面对美国不断加大

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力度，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双轨思路”，妥善处理与东盟

南海声索国的分歧与矛盾，同时与东盟一道探索维护南海安全的新思路；另

一方面，要制定预案，预防和管控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可能发生的对峙等事件。

【完稿日期：2022-3-5】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胡波：《为何中美两军相遇规则不适用于海警》，《世界知识》2021年第 11期，

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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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美国海岸警卫队通过随船观察员项目与全球 60 多个国家开

展了海上执法合作。作为美国追求其自身海洋利益的重要工具，“随船

观察员协议”使沿岸国向美国让渡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部分管辖权，

成为美国开展全球综合性海上执法合作的法律基础。然而该协议并未充

分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平等，也并不适用于存在海洋权利主张重叠的争议

海域。美国既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非南海沿岸国，若

与菲律宾、越南等南海争议当事国通过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的方式

开展联合海上执法活动，将成为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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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海岸警卫队为打击毒品贩运、非法走私和非

法捕鱼等海上犯罪活动，与全球 60多个国家开展了综合性海上执法合作的随

船观察员项目。[1] 该项目通过签署海上执法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随船观察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南海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研究”（批准号：

21XGJ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随船观察员项目（Shiprider Program）并不代表美国海岸警卫队所有的海上安全合作

项目，仅涵盖美国海岸警卫队通过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确保执法人员可互相登船或飞

机开展海上联合执法的合作项目。该项目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及公海均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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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协议”）相互授权，使签署国的执法人员可以登上对方的执法船或飞机，

在领海、专属经济区甚至公海共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目前，随船观察员项

目已成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的旗舰项目。近年来，美国将南

海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崛起、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并多次声称

要将海岸警卫队长期部署在南海。通过海岸警卫队与东南亚南海争议当事国

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的方式进一步介入南海事务，对冲中国在南海的合

理维权行动，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将是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重要选项。

因此，有必要认真考察美国海岸警卫队随船观察员项目在全球的实施情况与

法理依据，从而为中国的南海维权提供参考。

一、美国海岸警卫队随船观察员项目的海上执法合作

美国海岸警卫队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装备最为

先进的海上执法力量。其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是美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为大西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两个司令部。[1]

（一）与拉丁美洲的海上执法合作

20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毒品走私和有组织海上犯

罪猖獗，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造成影响。[2] 美国海岸警卫队因此启动了

打击海上贩运毒品和走私的海上执法任务。

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全世界 25 个国家签署了打击毒品海上非法贩

运的“随船观察员协议”或行动规则，其中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

[1]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平时期归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如有特殊需要，总统可下令将其

移交美国海军指挥；国会也有权在战时通过转隶决议变更海岸警卫队的指挥权。美国的历次

重大战争都有海岸警卫队的参与。目前海岸警卫队有 10 万名正式军官、1.3 万名预备队员以

及 2.6万名辅助人员。参见 U.S. Coast Guard, https://www.uscg.mil/About/Workforce/。
[2]　1997 年，美国海岸警卫队查获了海上运输的 103617 磅卡洛因和 10200 磅大麻。参见

U.S. Coast Guard Office of Law Enforcement, “US Coast Guard Drug Interdiction Report, Current 
Reports,” March 8, 2021, http://www.uscg.mil/hq/g-o-g-opl/mle/drug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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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家。[1] 这些双边协议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

对沿岸国领海内的可疑船舶行使刑事管辖权、在公海上登临悬挂沿岸国旗帜

的可疑船只，允许美国执法船在进行紧追时进入沿岸国的领海，允许美国执

法飞机在沿岸国的领空巡逻；而沿岸国的执法人员亦可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

的船只或飞机开展执法活动。

然而，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随船观察员协议”一直备受质疑。许

多拉丁美洲国家认为，美国高举打击海上犯罪的旗号，以削减或取消给相关

国家经济援助的手段，[2] 胁迫它们与美国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是干涉

内政和霸权主义的体现。[3] 有学者认为，美国迫使拉美国家以让渡领海内部

分主权来换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一种侵犯主权的行

为；[4]“随船观察员协议”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5] 此外，“随

船观察员协议”本身无强制争端解决条款，美国也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有些拉美国家因此担心，一旦产生争端，

本国将处于不利地位。[6]

（二）与太平洋岛国的海上执法合作 [7]

目前美国已与全球 16 个国家签署了以共同打击非法捕鱼为目的的“随

[1]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nnual Performance Report 2020,” March 15, 2021, https://
www.uscg.mil/Portals/0/documents/budget/FY_2020_USCG_APR_Final-V3-dtd-3-16-2021.
pdf?ver=2021-03-15-113137-970.

[2]　Michael Williams, “Caribbean Shiprider Agreements: Sunk by Banana Trade War,”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31(1), 2000, pp.163-196.

[3]　例如，在美国和牙买加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前，美国国务院曾警告牙买加将因

未能协助美国的反毒工作而被取消认证资格。参见 Bob Ford, “U.S.-Jamaica Relations Tension: 
Some Offended by Efforts to Crack Down on Drug Trafficking,” Dalla Morning News, March 16, 
1997。

[4]　Cassidy Gale, “The Shiprider Shadow: Situating U.S.-Caribbean Interdic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Law of the Sea,” Ocean Yearbook, Vol.31, 2017, pp.418-451.

[5]　Stephan Vasciannie, “Political and Policy Aspects of the Jamaica/United States Shiprider 
Negotiations,” Caribbean Quarterly, Vol.43, No.3, 1997, p.45.

[6]　Kathy-Ann Brown, “The Shiprider Model: An Analysis of the U.S.-Proposed Agreement 
concerning Maritime Counter-drug Operations in its Wider Legal Context,” Contemporary Caribbean 
Legal Issues, Vol.1, 1997, p.18. 

[7]　U.S. Coast Guard Shiprider Program, https://coastguard.dodlive.mil/tag/shiprider-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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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观察员协议”，其中 11 个是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基里

巴斯、瑙鲁、帕劳、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汤加、图瓦努、瓦努阿图和斐济。[1]

该协议允许沿岸国的军队和执法人员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飞机，观

察、登上和搜查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涉嫌违法的船只。2019 年 4 月，美国

还与 10 个已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的太平洋岛国召开了多边渔业执法合作

研讨会。[2]

美国声称，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开展随船观察员项目有助于弥补地区性海

上执法力量的不足，可更有效地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IUU）

以及其他非法活动。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飞机和海上执法

队伍是执行“随船观察员协议”的主体；但美国海军和沿岸国的船只和飞机

也会参与联合行动，例如美国太平洋舰队通过大洋洲海事安全倡议机制协助

太平洋岛国采取多边联合行动。[3]

根据海岸警卫队的年度报告，2020 年美国共开展了 25 次以“随船观察

员协议”为法律依据的登船行动。此外，美国海岸警卫队还通过联合国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RFMO）的公海登临检查机制（HSBI）在公海进行了登临执法

活动。[4]

（三）其他海上执法合作

美国海岸警卫队与英国的海上执法合作。1981 年美英两国签署了《关于

英国协助美国打击非法贩运毒品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允许美国当

局在英国船只涉嫌贩运毒品时对其进行拦截。[5] 该协议涉及加勒比海和墨西

[1]　其余 5 个是西非国家：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塞拉利昂和塞内加尔。参见 “The 
U.S. Coast Guard Promotes Theater Security Cooperat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January 
27, 2020,  https://ipdefenseforum.com/2020/01/shiprider-program/。

[2]　“Pacific Islands Forum-U.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ugust 17, 2019, 
https://2017-2021.state.gov/pacific-islands-forum-u-s-engagement-in-the-pacific-islands/index.html. 

[3]　“Coast Guard, Navy Complete Joint Ocean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Patrol in Pacific 
Ocean,” May 1, 2018, https://www.pacom.mil/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1509299/
coast-guard-navy-complete-joint-oceania-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patrol-in/. 

[4]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nnual Performance Report 2020,” p.36.
[5]　Douglas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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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湾的特定区域以及美国大西洋海岸 150 英里范围内所有区域的船只拦截活

动。该协议为美国提供了访问、搜查和扣押可疑船只的预先同意，因此美国

海岸警卫队在公海上对英国船只登临时无需获得进一步的授权。据此协议，

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可以搜查、扣留英国嫌疑船只并将其带回美国的港口。[1]

有学者认为，该协议赋予美国的执法权限远远超过了在公海上管辖权属于船

旗国的习惯法规则。[2] 此外，美英两国还于 1998 年签署了《美国和英国在加

勒比海和百慕大地区打击非法贩运的海上与空中行动协议》，[3] 在加勒比海

和百慕大地区共同开展海上执法活动。

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加拿大的随船观察员海上执法合作。2005 年 9 月，为

了共同打击跨境走私等活动，尤其是维护两国共同水道的安全，美加两国在

底特律—温莎河区域首次开展了随船观察员执法行动。2009 年 5 月，两国签

署了《美国和加拿大统一跨境海上执法合作框架协议》[4]（以下简称《美加

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美加两国执法人员进入对方国家

的管辖水域开展执法活动提供法律依据。《美加框架协议》改变了传统的海

洋边界的执法模式，建立了标准化行动程序，也完善了情报共享机制。[5] 美

加两国随船观察员海上执法合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美国与其他国家

的合作更为平等和成熟，实现了情报共享、统一执法和创新性的有效统一。[6]

[1]　Douglas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p.82.
[2]　Natalie Klein, “The Right of Visit and the 2005 Protocol on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35, No.2, 2007, p.305.

[3]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oncerning Maritime and Aerial 
Operations to Suppress Illicit Trafficking by Sea in Waters of the Caribbean and Bermuda,” July 3, 
1998,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2/00-1030-United-Kingdom-Maritime-Mtrs-
Shiprider-Carib-and-Bermuda.pdf. 

[4]　“Framework Agreement on Integrated Cross-Border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June 29, 2012,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I-14.7/page-1.html?wbdisable=true.

[5]　 王君祥：《美加统一跨境执法合作机制评析——兼议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

机制的完善》，《刑法论丛》2014 年第 3卷，第 450-472 页。

[6]　Anna Van Dusen and Tanya Miller, “Canada-US Shiprider Operatio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order Integrity,” Canadian Naval Review, Vol.7, No.3, 2011,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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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在北太平洋公海的随船观察员海上执法合作。为

了贯彻和落实联合国《关于禁止在公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共同打击北

太平洋公海非法流网作业，中美两国政府于 1993 年签署了《关于有效合作和

执行联合国大会 46/215 号决议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

自 2002 年开始，中国每年派遣渔政人员和船只赴北太平洋公海参加美国海岸

警卫队海上联合执法行动。20 年来，约有 109 名中国海上执法人员作为随船

观察员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共计扣押了 21 艘在北太平洋水域从事非

法流网捕鱼的船只。[1]《谅解备忘录》2019 年已到期，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

卡尔·舒尔茨声称两国已经就续签一事展开磋商。[2] 此外，在 2000年建立的

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机制下，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

韩国和俄罗斯六国海上执法机构也开展了共同防范打击偷渡、毒品等海上非

法贩运活动，以及执法巡航、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合作。[3]

二、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合作的法律基础
与“随船观察员协议”

美国海岸警卫队开展海上执法合作以《美国法典》等一系列法案为国内

法依据。就国际法而言，尽管 1982 年《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

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下简称 1988 年《维也纳公约》）对打击

海上毒品贩运的执法行动作出原则性规定、鼓励各国通过海上合作共同打击

犯罪，却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相关条款在实际操作中也阻碍了海上执法有

[1]　“US Coast Guard Renegotiating Deal with China for Joint Enforcement, Even as It Bulks 
up Presence in Western Pacif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3, 2021, https://www.scmp.com/
week-asia/politics/article/3143561/us-coast-guard-renegotiating-deal-china-joint-enforcement-even. 

[2]　“Teleconference with Admiral Karl Schultz, Commandant of the U.S. Coast Guard,” 
July 29, 2021, https://www.state.gov/special-briefing-via-telephone-with-admiral-karl-schultz-
commandant-of-u-s-coast-guard/. 

[3]　“Coast Guard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Forum Focused on Pacific Maritime Threats,” 
October 8, 2019, https://coastguardnews.com/coast-guard-participates-in-international-forum-focused-
on-pacific-maritime-threats/201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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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而“随船观察员协议”让美国海岸警卫队获得了在沿岸国领海、专属

经济区实施紧追并进行登临、逮捕等执法行为的权利以及在公海上对船旗国

船舶的登临权，因而成为其开展海上执法合作主要的法律依据。

（一）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合作的国内法依据

美国海岸警卫队执法的国内法依据包括《海岸警卫队法》《海岸警卫队

成立法案》《海岸警卫队授权法案》《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战略》等。根据《国

土安全法》，美国海岸警卫队执行的任务主要包括国土安全类的港口、航道

和海岸安全、禁毒、移民拦截、防御准备等，以及非国土安全类的船舶安全、

搜救、航行辅助、海洋环境保护等，因此有权就捕捞许可、限额、渔船渔具

等事项制定行政和刑事法规，对外籍船舶的非法捕捞享有管辖权。[1]

2000 年美国将《海岸警卫队法》编入《美国法典》，其中对海岸警卫队

海上执法行动的权责明确为：在公海及美国享有司法管辖权的海域，为预防、

禁止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海岸警卫队可进行询问、检查、调查、搜查、查

封以及逮捕。[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享有司法管辖权的海域”可以是美国

自己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也可以是别国让渡自身管辖海域的海洋权利而使

美国获得司法管辖权的海域。

1980 年的《受管制物质法案》授权美国海岸警卫队可事先与对象国作登

船安排，或在公海上看到可疑船只时，立即获得对象国对违反该法规处罚的

同意。[3] 为对美国管辖海域外的非法毒品贩运活动进行打击，美国于 1986 年

颁布了《海上贩毒执法法案》，[4] 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管辖权涉及任何“在

[1]　“Mis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https://www.history.uscg.mil/Home/Missions/.  
[2]　“The Coast Guard shall enforce or assist in the enforcement of all applicable Federal laws 

on, under, and over the high seas and waters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4 U.S. 
Code of Laws 102 Primary Duties,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4. 

[3]　有学者认为这一条款（21 U.S.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955 (a), 1980）缺乏国际法依据，

参见M. Lawrence Noyer, “High Seas Narcotics Smuggling and Section 955a of Title 21: Overextension 
of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Fordham Law Review, Vol.50, Issue 4, 1982, 
pp.688-719。

[4]　Office of the Law Revision Counsel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86 
Maritime Drug Law Enforcement Act,” https://uscode.house.gov/view.xhtml?path=/prelim@title46/
subtitle7/chapter705&edition=pre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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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注册的船只，若该船旗国同意或放弃反对美国行使管辖权”。[1] 有学者

认为，该法案授权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特定情况下可登临公海上悬挂外国国旗

的船只，扩大了美国的治外法权，背离了传统的海洋自由原则。[2]

（二）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合作的国际法依据

1.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公约》为人类治理海洋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规范，但它是对不同的国家

利益与制度妥协的结果，是一部“一揽子协议”，从而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这在打击非法贩运的海上执法和维护航行自由的平衡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公约》支持国家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海上贩毒等非法活动，却并

未制定相应的法律框架。第 108 条是各国为打击非法贩运毒品开展海上执法

合作的法律基础，[3] 但其并未涵盖实际执法过程中的各种情形，也未明确执

法国在打击非法贩运活动中可采取的具体措施。该条第（2）款仅规定，一国

在有合理依据相信其本国船旗的船只从事该贩运活动时，可要求其他国家合

作，却并未提及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即一国的执法船遇到其他船旗国的犯

罪嫌疑船只。此外，该条款也未设立执法国与船旗国开展合作的机制。[4]

其次，《公约》关于紧追权的规定限制了打击海上非法贩运的执法活动。

紧追权是海洋法中维护沿岸国海洋权益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海洋执法权，是在

外国违法船舶逃逸至公海以躲避沿岸国执法的情形下产生的。[5] 由于美国与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随船观察员协议”对紧追权作了突破，因此也常被

[1]　“1986 Maritime Drug Law Enforcement Act”. 
[2]　Mary B. Neumayr, “Maritime Drug Law Enforcement Act: An Analysis,” 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Vol.11, Number 3, 1988, pp.487-508.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08 条 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贩运：1. 所有国

家应进行合作，以制止传播船舶违反国际公约在海上从事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物质。

2.任何国家如有合理根据认为一艘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从事非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

可要求其他国家合作，制止这种贩运。

[4]　Douglas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p.83.
[5]　1905 年“北方”号案（The North）确认了在加拿大 3 英里海域内捕鱼的美国渔船

违反了前者关于保护渔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加拿大有权对该船舶进行紧追。“The North in the 
Exchequer Court of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Admiralty District),” Decided August 25, 1905,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No.3, 1908, p.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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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紧追协议”。[1]

《公约》第 111 条对紧追权行使的依据、范围、要求、终止和不当紧

追的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如果沿岸国的海上执法部门有充分理由相信外国

船舶在本国管辖海域中违反了本国的法律和规章，可以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追

逐并将外国船舶押解回岸。[2] 在领海内，《公约》第 27 条第 1 款 (d) 项明确

授予沿岸国“逮捕任何人或对船舶在通过期间所犯的任何罪行进行调查的权

利……如果这些措施对于制止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非法贩运是必要的”。[3]

值得注意的是，执法人员的追捕行动必须从执法国的管辖水域开始，在

嫌疑船只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的领海或群岛水域时停止。由于加勒比国家在

地理上非常接近，海上毒品贩运者常使用改装过的快艇，从一个沿岸国家的

领海迅速驶入另一个国家的领海，使美国海岸警卫队无法继续实施追捕。

最后，《公约》关于登临权的法定事项并不包括毒品贩运活动，导致公海

上的反毒执法活动“师出无名”。《公约》关于船旗国管辖权的规定，充分

体现了航行自由的共同利益和各国控制本国船只的国家利益之争。[4]《公约》

第 94条表明，当执法船有明确的理由相信外国船只在进行非法行为时只能通

知船旗国，而不能采取任何单方面的执法措施，如拦截、登临等。[5] 这也是

美国海岸警卫队试图在公海上开展执法行动时面临的实际问题。

为了在船旗国专属管辖权以及航行自由之间寻求平衡，《公约》也规定

了打击公海上某些犯罪活动的例外情况。第 111 条列举了军舰或有明确标志

的政府船只在公海上遇到外国船只时可以登上该船的条件，[6] 却并不包括毒

[1]　Cassidy Gale, “The Shiprider Shadow: Situating U.S.-Caribbean Interdic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Law of the Sea,” p.425.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11 条。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7 条。

[4]　Natalie Klein, “The Right of Visit and the 2005 Protocol on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 p.296.

[5]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94 条第 6 款：一个国家如有明确理由相信对某一船舶未行

使适当的管辖和管制，可将这项事实通知船旗国。船旗国接到通知后，应对这一事项进行调查，

并于适当时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补救这种情况。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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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贩运。然而，该条款的积极意义在于确认了各国可通过双边条约扩大登临

权，[1] 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公约》对“随船观察员协议”的认可。[2]

2. 1988 年《维也纳公约》

打击海上贩卖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的活动主要由 1988 年《维也纳公约》

规制。1988 年《维也纳公约》是一项执法条约，但仅对缔约国规定了最低限

度的义务，以便于协调各国共同打击非法毒品贩运。首先，该公约认可各国

通过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明确公海执法可采取的相应措施。从第 17条第 4款

和第 9 款可以看出，尽管对公海上非法贩运活动的管辖依然是以船旗国管辖

为基础，但认可并鼓励各国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

其次，第 17 条目的是为执法船在公海上登临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制定

一个明确流程，通过缔约国之间的沟通机制促进《公约》第 108 条所设想的

国际合作。该条规定了执法国行使登临权的程序以及经过沿岸国授权可实施

登临权的情况，并提供了一个寻求船旗国同意拦截的框架，部分解决了《公约》

第 108 条的缺陷。然而，第 17 条依然没有直接授予执法船对涉嫌非法贩运毒

品活动的外国船只进行查访的权力。

最后，第 17 条第 11 段“根据本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适当考虑到不干

涉或影响沿岸国根据国际海洋法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行使管辖权的必要

性”。这一条款保留了《公约》中规定的沿岸国在领海的管辖权，因此对美

国追捕拦截进入别国领海的非法贩运嫌疑船只也是一个障碍。[3]

（三）美国海岸警卫队“随船观察员协议”评析

作为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国际合作的主要法律依据，“随船观察员

协议”实际上调整了沿岸国、执法国以及船旗国三者的关系。与传统的按海

域划分的管辖权不同，“随船观察员协议”将管辖权与主权、领土分离，重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10 条第 1款：“除条约授权的干涉行为外”。

[2]　Natalie Klein, “The Right of Visit and the 2005 Protocol on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 p.97.

[3]　Cassidy Gale, “The Shiprider Shadow: Situating U.S.-Caribbean Interdic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Law of the Sea,” 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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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包装成一种可移动的资源，与随船观察员一起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1] 美

国在制定海上执法规则时充分利用不对等的国家实力，使“随船观察员协议”

成为服务其追求自身海洋利益的重要工具。实力越弱的国家通过“随船观察

员协议”获得的权利和义务越不相称。

其一，“随船观察员协议”刻意将美国存在争议的海域排除在外。美国

和加拿大的边界长达 8891 公里，目前在西北航道、波弗特海、缅因湾的海豹

岛和北岩岛仍存在岛屿主权争议和海域划界争议。为避免对两国争议产生影

响，《美加框架协议》明确了以充分尊重双方国家主权和法律制度差异为原则，

将统一跨境海上执法行动的地理范围限制于“共同水道”即“无争议的海域

或内水”，且执行的必须是“专门基于水域的行动”。[2] 此项限制条件使该

协议将仍未进行海域划界的争议海域排除在外，也使海上执法合作远离两国

涉及原住民领土和水域的敏感争议问题。

其二，“随船观察员协议”突破了《公约》的限制，使美国海岸警卫队

可在对方签署国的领海内实施紧追。美国和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国家开展联合

执法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从事非法贩运的船只以迅速穿越加勒比海

沿岸各国领海的策略逃避拦截。《公约》的第 111 条指出，一个国家可在其

领海之外追捕外国船只，只能在公海上进行。当该外国船只进入另一国的领

海时，这种追捕必须停止。但若船旗国或第三国表示允许，紧追便可在这些

国家的领海内进行。[3] 美国“随船观察员协议”中的“紧追”条款就是对美

国海岸警卫队追击涉嫌非法进入外国领海或空域的船只或飞机的授权。

其三，“随船观察员协议”使美国海岸警卫队可在外国的专属经济区开

展执法活动并一定程度上使用武力。例如，根据美国和瓦努阿图的协议，瓦

努阿图随船观察员可授权其乘坐的美国执法船只追赶逃往本国领土的可疑船

[1]　Anna C. Pratt and Jessica Templeman, “Jurisdiction, Sovereignties and Akwesasne: 
Shiprider and the Re-Crafting of Canada-US Cross-Border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 Society, Vol.33, No.3, 2018, pp.335-358.

[2]　《美加框架协议》第 12 条第 5款。

[3]　周忠海：《论海上紧追权的权利内涵及其实践》，《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6 年第

1期，第 183-197 页、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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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也可以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协助开展本国的执法活动。更为特殊的情况

是，即便在瓦努阿图随船观察员无法登上美国执法船的情况下，美国海岸警

卫队的船只依然可以进入瓦努阿图的领海和群岛水域，对任何可疑的船只进

行追捕，甚至实施登船或搜查。若证据确凿，在等待瓦努阿图处置指示的同时，

也可以扣留任何嫌疑船只。[1]

美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协议中也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即在没有该国

随船观察员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执法船的情况下，美国也可以在该国领海以

外的海域开展执法活动。[2] 有学者认为，这似乎意味着美国甚至可以在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的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按照美国国内法进行执法。[3]

其四，“随船观察员协议”使美国可在公海上对悬挂对方船旗的嫌疑船

只开展拦截、登临和逮捕等执法活动。1988 年《维也纳公约》第 7、9、11

款规定授权方有义务迅速作出回应，这是美国在公海建立对外国船旗国船只

行使管辖权机制的基础。当悬挂“随船观察员协议”签署国国旗的船只位于

公海并涉嫌非法贩运时，根据该协议的相关条款，美国海岸警卫队可在未经

船旗国许可的情况下拦截、登临和搜查这些船只。

三、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实施随船观察员项目的
前景与法律问题

    近年来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南海沿岸各国的互信水平和海上合作不断巩

固和深化，地区海上规则构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进。然而，美国海

[1]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Vanuatu concerning Counter Illicit Transnational Maritime Activity Operations,” 
Article IV (1) b,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5/39-Signed-Shiprider-Agreement-
with-Vanuatu-.pdf.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rinidad and Tobago concerning Maritime Counter-drug Operations,” Article 8, https://2009-2017.
state.gov/s/l/2005/87199.htm. 

[3]　Laleta Davis-Mattis, “International Drug Trafficking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utstanding 
Issues and Bilateral Responses with Emphasis on U.S.-Caribbean Agreements,” Ocean Yearbook, 
Vol.14, 2000, p.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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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警卫队通过与南海沿岸国海上执法部门开展执法培训、联合演习等方式逐

渐强化在南海的存在。未来，美国海岸警卫队有可能打着渔业执法合作的旗号，

通过实施随船观察员项目的手段介入南海事务，对抗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

（一）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东盟南海争端当事国合作现状

美国海岸警卫队多年来一直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南海沿

岸国通过提供装备、培训和联合训练等方式保持着紧密联系，将其影响力投

射到南海。

美国自 2015 年起资助菲律宾设立国家海岸监视中心，以协助菲律宾提升

海域感知能力；2018 年至 2020 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协助菲律宾培训了 1500

名海上执法人员；[1]2019 年美菲两国开展了两次联合演练，其中一次是在黄

岩岛附近水域进行的搜救演习。2021 年 9 月，美国海岸警卫队与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再次举行联合演练，声称是为了加强应对自然灾害、保障安全和反恐

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菲律宾对管辖海域的执法能力。[2] 美国海岸警卫队也

多次向越南赠送或出售巡逻艇，协助其海上执法能力建设。2020 年 7 月，美

国与越南渔业管理局签署渔业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承诺将以提供技术援助

和共享信息来加强越南的渔业管理、执法能力和海上监视系统，也将加强两

国海上执法机构间的合作。[3]2021年4月，美国向越南提供了 2艘“汉密尔顿”

级巡逻舰，还在头顿市帮助越南修建了海警训练基地。[4]

在多边合作方面，美国与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

[1]　Amy E. Searight, “U.S. Coast Guard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ubcommittee on Coast Guard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rch 10, 2020, 
https://transportation.house.gov/imo/media/doc/Searight%20Testimony.pdf. 

[2]　Xavier Vavasseur, “Philippines and US Coast Guards Conduct Joint Maritime Exercise,” 
September 3, 2021,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1/09/philippines-and-us-coast-
guards-conduct-joint-maritime-exercise/.

[3]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Sign an Agreement to Strengthen Fisheries Law 
Enforcement,” July 22, 2020, https://vn.usembassy.gov/the-united-states-and-vietnam-sign-an-
agreement-to-strengthen-fisheries-law-enforcement/. 

[4]　Vu Anh,“U.S. Hands over Training Facilities to Vietnam Coast Guard,” April 18, 2021, 
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us-hands-over-training-facilities-to-vietnam-coast-guard-426476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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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东南亚海上执法倡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Initiative）和东南亚合作与培训机制（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下定期举行多边联合演习，这两项合作机制目前已常态化运作。[1]

派遣海岸警卫队到南海地区执行任务是美国自 2019 年以来应对中国所

谓“灰色地带”行动的新策略、新举措。[2]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年来一直稳步

增加在西太平洋尤其是中国周边海域的部署与行动。2020年 12月，美国海军、

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了《海上优势：综合全域海军力量获胜之

道》战略报告，指责中国“在南海开展侵略性海上行动并试图构建有利于自

己的国际秩序”，称“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这三支涉海力量

将通过加大投射、强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合作对抗‘中国威胁’”。[3]

2020 年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要在西太平洋设立海

岸警卫队巡逻基地，部署新一代快速反应巡逻舰，在南海打击中国的“非法

捕鱼”行为以及“在其他沿岸国的专属经济区对他国渔船的骚扰活动”。[4]

美国海岸警卫队不仅已融入美军作战体系，还强化了与南海地区沿岸国海上

执法力量的交流合作，并积极地开展准军事软实力外交。[5] 早在 2019年 6月，

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地区司令费根就曾表示，将帮助南海沿岸国尤其是菲

律宾保护“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还派出两艘舰艇部署在南海，以加强沿岸

国家渔业执法领域的能力建设。[6]2019 年 7 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舒尔茨

[1]　Amy E. Searight, “U.S. Coast Guard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2]　陈永：《在“灰色地带”航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中美南海竞争中的作用》，南海

论坛会议论文，2019 年 11 月 23 日。

[3]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December 2020,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Dec/16/2002553074/-1/-1/0/TRISERVICESTRATEGY.PDF.

[4]　“Statement from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C. O’Brien,”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national-security-advisor-robert-c-
obrien-102320/ .

[5]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西太的兵力运用及意图》，“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

2019 年 9 月 5 日，http://www.scspi.org/zh/yjbg/1567612800。
[6]　“US Coast Guard Watching Chinese Militia in South China Sea,” The Rapplers, June 11, 

2019, https://www.rappler.com/world/asia-pacific/us-coast-guard-watching-chinese-militia-south-
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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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海岸警卫队正在积极推进西太地区兵力部署计划，并考虑邀请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日本等盟友参与未来的行动。[1]

（二）美国海岸警卫队通过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的方式在南海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的可能性分析

一方面，美国积极为在南海地区开展海上执法活动作舆论准备。美国一

直渲染中国在南海的“海上民兵”，声称这是一支“准军事力量”，会利用

战略和战术优势对南海航行自由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带来严峻挑战，是周

边国家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当前面临的重大海上安全挑战。[2]2019 年初，美

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声称，美方将把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视为同海军一样

的军事力量。[3] 美国学者也呼吁将海岸警卫队力量投射到南海，并应联合南

海周边国家及其他域外国家对中国“海上民兵”进行遏制。[4] 近年来，美国

大肆制造国际舆论，炒作中国在各大洋海域的所谓“非法捕鱼”活动，称将

在印太地区严厉打击 IUU 活动。2020 年 9 月，美国发布关于美国海岸警卫队

太平洋行动与打击 IUU 活动的战略报告，专门提及中国的所谓“非法捕鱼”

和海上民兵威胁全球渔业安全。[5] 海岸警卫队司令舒尔茨点名批评中国约

300 艘渔船在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开展捕鱼活动，声称非

法渔业捕捞活动威胁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稳定，美国将通过与沿岸国开展合作，

[1]　“Schultz: Coast Guard Expanding Western Pacific Operations,” July 23, 2019, https://
news.usni.org/2019/07/23/schultz-coast-guard-expanding-western-pacific-operations. 

[2]　Andrew S. Ericsson, “The South China Sea’s Third Force: Understanding and Countering 
China’s Maritime Militi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ea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 Subcommittee, Hearing on Sea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ptember 16, 2016.

[3]　“U.S. Warns China on Aggressive Acts by Fishing Boats and Coast Guard,” Financial 
Times, April 29,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b4b1602-696a-11e9-80c7-60ee53e6681d.

[4]　Andrew S. Ericson and Ryan D. Martinson, eds., China’s Maritime Gray Zone Operations,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9, p.352.

[5]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Strategic Outlook,”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uscg.mil/Portals/0/Images/iuu/IUU_Strategic_Outlook_2020_Final.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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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打击非法捕鱼。[1]2021 年下半年，拜登政府开展了

频繁密集的东南亚外交活动，防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副总统哈里斯等

出访东南亚国家或线上出席东盟重要会议，以恢复和巩固南海地区的盟友伙

伴关系并试图扩大海上安全合作。

另一方面，少数东盟南海声索国存在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开展海上执法合

作的客观诉求。菲律宾作为美国在南海地区最重要的盟友，长期以来都是美

国介入南海事务的“马前卒”。2021 年 3 月的“牛轭礁事件”发生后，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分别与菲方同级

别高官举行线上对话，声称要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应对“中

国胁迫”，并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2]7月奥斯汀访菲期间，

两国达成一致，宣布恢复《访问部队协议》，正式结束了 2020年 2月菲律宾

总统杜特尔特宣布的终止协议的决定。[3]

越南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也在不断深化。越南是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

国的重要借重对象，美国是越南在南海抗衡中国的重要凭仗。在美国的纵容

和偏袒下，越南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单边行动有恃无恐，尤其是海上油气勘探

开发活动。2020 年 7 月美越两国签署的关于增强渔业执法能力的备忘录，[4]

也为两国海上联合执法奠定了基础。美国若想通过与南海沿岸国签署“随船

观察员协议”的方式开展渔业联合执法行动，越南也将是选项之一。

鉴于上述背景，美国海岸警卫队未来有可能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越南

海岸警卫队和越南渔业执法力量为合作执法主体，以菲、越主张的“专属经

[1]　Admiral Karl Schultz, “Strategic Outlook on US Coast Guard Pacific Operations and 
Deterring IUU Fishing,”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state.gov/briefings-foreign-press-centers/
strategic-outlook-on-u-s-coast-guard-pacific-operations-and-deterring-iuu-fishing/.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Philippine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Locsin,”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philippine-
secretary-of-foreign-affairs-locsin/. 

[3]　“Philippine, U.S. Visiting Troop Pact in Full Force Again,” RFA, July 30, 2021, https://
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pact-07302021152338.html.

[4]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Sign an Agreement to Strengthen Fisheries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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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为执法海域，以中国所谓“海上民兵”为主要执法对象，通过签署双边“随

船观察员协议”的方式开展打击南海“非法捕鱼”的联合执法行动。

作为菲律宾的海上执法主体，菲海岸警卫队主要负责反走私、打击海盗、

非法捕鱼和海上贩毒等行为的执法活动，总共有 7 架飞机和近 70艘舰艇（包

括 500 吨级的巡航舰、补给舰和巡逻艇）。越南的海上执法主体主要是海岸

警卫队和渔业监察总队。根据 2008 年《越南海岸警卫队条例》，越南海岸警

卫队是一支民事武装力量，日常执法活动由国防部指挥，主要负责在近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上执法任务。[1] 而越南渔业监察总队是隶属于该国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渔业局的一支负责海域巡逻、监察和专门处理渔业违法活

动的执法力量。

若菲、越海岸警卫队或渔业监察总队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签署“随船观察

员协议”，可能性较大的情形是美国的执法官员登上菲、越两国的执法船只

或飞机，在菲、越主张的所谓“专属经济区”开展针对中国渔船的执法活动。

若“牛轭礁事件”再次发生，美国执法人员在菲律宾海警船上协助驱赶中国

渔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若万安滩海域再次发生由于越南单方面进行油气资

源开发而引发的中越海上对峙，美国执法人员亦有可能协同越南海上执法部

门对中国合理的海上维权行动进行反制，并且提供必要的情报支持。

受到财政因素等制约，短期内美国不太可能将海岸警卫队大规模部署在

南海。[2] 但美国高官已多次声称要在南海永久性部署海岸警卫队力量，并称

将战略性地在西太平洋设立母港。[3] 南海一旦发生的任何渔业纠纷或小型海

上冲突，都将成为美国实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常态化部署的借口。

（三）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活动的法律分析

第一，作为非沿岸国，美国在南海并不享有任何基于陆地和岛屿主张的

[1]　Nguyen Thi Lan Anh and Mai Ngan Ha, “Vietnam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No.6, 2018, pp.172-198.

[2]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西太的兵力运用及意图》。

[3]　“Statement from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C. O’B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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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权益，因此美国海岸警卫队并无在南海开展海上执法行动的权利。《公约》

第 56 条规定沿岸国在其专属经济区有以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

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第 73条赋予沿岸国制定国

内法律和规章的权利，以及采取登临、检查、逮捕等执法措施的权利。然而，

美国在南海并无领土及管辖海域，因此并不享有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沿岸国

对非法渔业捕捞等犯罪活动的管辖权。

第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享有的合法权利主要是《公约》及一般国

际法赋予的、受到一定限制的航行权。《公约》对海上军事力量活动的规制

和调整主要集中在航行制度上，如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群岛海道通过权、

国际通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等。根据《公约》，美国海岸警卫队船舰在南海

享有一定程度上受到沿岸国制约的航行权利。同时，美国海岸警卫队船舰在

南海航行也要适当顾及其他国家在《公约》及一般国际法项下的航行权利。[1]

此外，救助海上遇险人员的义务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规则。根据《国际救助

公约》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等国际条约，拯救海上人员生命的义务

适用于军事船舶、国有船舶以及私人船舶，也适用于所有海域。

2019 年以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活动主要是在海军第七舰队的指

挥下与海军军舰联合行动，未来也将继续协同海军或单独执行“维护航行自

由行动”任务。在中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发生海上冲突或意外事件时，美国

海岸警卫队船舰也可能以“偶遇”旁观或拍照等方式进行有倾向性的国际舆

论炒作。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特殊情况：若其船舰在南海航行时遇到撞船事

件或由于天气等意外因素落水的渔民或其他人员，可履行对海上遇险人员的

救助义务开展救援行动。因此，美国海岸警卫队无论是以军事力量还是执法

力量的身份在南海活动，其合法权益都集中在航行权益，并需要承担救助海

上遇险人员的义务。

第三，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南海沿岸国通过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在南

[1]　雷筱璐：《域外国家在南海法理权益究竟如何？》，“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

2020年 1月 14日，http://www.scspi.org/zh/dtfx/157899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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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开展执法活动，实际上是沿岸国让渡了其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

使南海争议海域成为“美国享有司法管辖权的海域”，进而使美国海岸警卫

队在南海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根据“随船观察员协议”，沿岸国的

地方执法官员可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船和飞机，在沿岸国的专属经济区内

开展执法活动，并可登上和搜查涉嫌违反法律或条例的船只。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美国与加拿大、古巴存在海洋争端，但现有的“随船观察员协议”刻意

回避了美国与邻国存在争端的海域。

与加勒比海、太平洋岛国地区相比，南海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海上争端。

南海问题的核心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有关国家围绕南沙部分

岛礁的领土主权及相关海域管辖权主张的争议。在南海问题上不再“中立”

的美国，早已将南海争议海域视为东南亚南海争议当事国的“专属经济区”。

2020 年 7 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美国关于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立

场”，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声称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主张和“涵

盖大部分海域的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将南海争议海域称为“菲律宾、

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的专属经济区”。[1] 同年 9 月，蓬佩奥再次声

称美国准备采取坚定行动，帮助南海沿岸国反对中国的“欺凌”。[2] 然而，

在岛礁主权归属尚未明确，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五国主张

重叠的海域划界完成之前，南沙群岛海域的性质依然是争议海域。中国在南

沙群岛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都是无法否定的，南沙海域存在争议也是美国

无法改变的事实。

第四，争端国无权将本就存在争议的海域权利让渡给第三方域外国家。

争议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让渡，应建立在争议双方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

[1]　“U.S. Position on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atement by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July 13, 2020, https://www.state.gov/u-s-position-on-maritime-claims-in-the-
south-china-sea/.

[2]　“ASEAN Nations Should not Allow Themselves to be ‘Bullied’ by Beijing in South 
China Sea, Pompeo Says,” September 10,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asia/diplomacy/
article/3101058/asean-nations-should-not-allow-themselves-be-bullied-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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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且仅在争端国之间。在尚未完成划界的争议海域，《公约》并未对沿岸

国在争议海域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各国都存在着对该海域拥有海洋权

利的可能性，沿岸国的权利和义务也产生了重叠。因此，沿岸国的海上执法

缺少明确的管辖权基础，一国的海上执法行为会“潜在地”侵犯争端国另一

方的主权权利。[1]

关于争议海域的权利让渡，当前的国家实践主要集中在争议海域油气资

源的“共同开发”问题上。“共同开发”实质上就是争端国在划界完成前暂

时让渡各自主张的部分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上合作安排。作为过渡性的安

排，“共同开发”并不会改变争端国的海洋权利主张，也不会妨碍最后协议

的达成和海上边界的划定。例如，1958 年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共同开发案，

即是由沙特阿拉伯全权负责争议区域的油气资源开发和管理，巴林作为另一

争端方分享收益。[2] 在南海，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海上油气共同开发，也是由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勘探开发的全部任务。[3] 因此，争议海域权利让

渡必须是争议双方自愿并协商一致，在不影响各自海洋主张和最终争端解决

的前提下，通过让渡自身部分权利的方式开展海上合作。沿岸国无权将本就

存在争议的海洋权利让渡给非争端方的第三国。

第五，《公约》对规范在争议海域的国家行为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

例如第 74/83 条的第三款，规定在划界协议达成之前沿岸国应努力达成临时

安排，相关国家实践也应“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国际法既赋予

沿岸国在管辖海域内的各项权利，也让它们承担维护管辖海域内正常国际秩

序的义务。很显然，沿岸国在争议海域和域外国家开展海上执法合作并不利

于维护海上和平，并且将使未来的划界和争端解决更为复杂，也将成为引发

[1]　欧水全：《争议海域执法的武力使用及其国家责任问题》，《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期，第 6页。

[2]　陈德恭：《共同开发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实践》，《清华法律评论》2002 年第四辑，

第四卷，第 225 页。

[3]　Nguyen Hong Thao, “Vietnam and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Gulf of Thailand,”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 1998-1999, pp.13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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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冲突的导火索，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结语

美国将海岸警卫队部署在南海，并与南海沿岸国开展联合海上执法行动，

极有可能引发海上冲突与对抗，损害南海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引发南海局

势升温。美国并非南海沿岸国，在南海地区并不享有任何基于陆地和岛屿主

张的海洋权益，包括执法权。由于争议海域存在权益主张重叠，沿岸国无权

将存在争议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让渡给非沿岸国。为有

效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维持南海稳定，中国应对美国海岸警卫队扩大介

入南海保持警惕，思考美方介入下的海上危机预防和管控，维护南海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完稿日期：2022-3-5】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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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LIU Qing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has undergone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a 

view to serving the goal of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highlights China’s diplomatic 

idea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while foster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mbodying the nature of Marxism and rooted in 

the fine tradi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joint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and integrates principles and flexibility. In practice,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values the leadership role of the head of state, focuses on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dvocates a new security concept and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promote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the neighborhood.

China’s Diplomatic Capacity Building: Connotations and Paths
LING Shengli

Diplomatic capacity is the capability of sovereign countries to effectively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foreign policies,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trategic capacity. It 

mainly includes the capability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iplomatic planning, 

diplomatic mechanism construction,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and diplomatic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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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China’s diplomatic capacity building is a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ave posed a new test to China’s diplomatic 

capacity buil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raised new expectations for China’s diplomatic capacity; the mission of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diplomatic capacity; and 

China’s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has provided new topics for its diplomatic capacity 

building. Given the long-term, systematic, complex, and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diplomatic capacity build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improve China’s diplomatic capacity.

 

Shaping the New Normal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U Xinb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herit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basic positioning of 

China and followed its line of thinking on China policy, while attempting to formulate 

a competitive strategy towards China that is more beneficial and sustain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its first year in off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ndeavored to 

contain, constrain and deter China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name of competi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ought fo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expressed the willingness 

to avoid conflicts. China resolutely fought against US containment, suppression and 

provocation, while striving to shape the context and process of Sino-US interaction 

through active diplomatic maneuvering. At a time when dynamics driv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downward remain robust, both sides should face the reality of their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and seek to shape a new normal of their relations by pursuing more 

benign contest, increasing the space for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conflicts. In particular, it is all the more imperative to hold the bottom lin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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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Tensions
WANG Jia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designate China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has expanded it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ith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ontaining China’s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S has on the one hand used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coalition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itself and thereby outcompete China’s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resorting to discourse of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to 

advance its domestic agenda, reinvigorate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implement 

geo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against competitors. However, 

China’s rise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deepening interdependence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ve resulted in internal tensions in the U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ich are prominently manifested i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nipolarity and multipolarity, between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that of territory, between globalism and nationalism, and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internal tensions als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rovide additional perspectives of observing its prospect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ZHANG Xue 

Entering the new era,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by providing its solutions to various problems. 

For China, the key to transforming its strong economic power into these contributions 

is that it has responded to the actual needs to reform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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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trengthened the interaction of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ith a decisive 

and inspiring force, and pooled partners and strength from all sides. But for China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t still faces re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ntainment by the dominant countries in the current system, the growing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in reaching consensus in emerging area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its 14th Five-Year Plan, and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its strategic focus while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changes, to make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fairer and more reasonab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and China’s Response
XU Xiujun & LIN Kaiwen 

The advancement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driven the 

prosperit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brough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to a new 

historical era. In terms of governance object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s of global industrial 

governance, trade governanc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pproache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ken innovative path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riggered changes 

in information exchange, risk prevention, crisis response,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In this context, Chin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new opportunities 

amid the reform of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While vigorously developing its 

digital economy, it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international 

digital cooperation, continuously enhance it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in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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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Reg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and Limits
JU Hailong & LIN Kaicheng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committed to building regional 

security advantages vis-a-vis China through multilateral strategies,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s its central focus. By strengthe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viting extraterritorial forces to intervene in regional security affairs, 

woo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Indonesia, and encouraging 

international media to shape a new global discours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US has attempted to maintain its dominant power over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owever, the legitimacy is naturally defective for the US and other non-regional 

countries to dominate the secur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over, the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nd major ASEAN countries 

are vigilant about being involved in major-power security confrontation. These factors 

have substantially limited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The Deployment of US Coast Guar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tivations 

and Impact
ZHENG Anguang

To reinforce its maritime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deploying coast guard forc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 recent years. The US Coast 

Guard has been involved in navigation, and exercises of the US naval and air forces 

in the region. It has also signed law enforcement agreements and conducted joint law 

enforcement drills with regional countries, with the purpose of countering the so-

called “gray-zone challenge” of China,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regional all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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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and enhancing its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acts have undermined the easing regional situation, increased the risk of maritime 

crises and conflicts, and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China’s efforts to safeguard it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response, while upholding the “dual-track 

approach” for dealing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China must also prepare for 

contingencies in the reg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deployment of US Coast Guard. 

The Possibility and Legal Analysis of US Coast Guard’s Shiprider Progra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YAN Yan

Through the Shiprider Program, the US Coast Guard has engaged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with more than 60 countries worldwide. As an essential 

instrument for the US to pursue its maritime interests, the Shiprider Agreement allows 

coastal states to partially transfer to the US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erritorial waters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legal basis for the US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 agreement does not fully respect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coastal states and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disputed waters where maritime claims overlap. The US is neither a 

party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nor a coastal sta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f the US conducts joint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other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rough the 

Shiprider Agreement, it will pose a major challenge to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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