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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国际关系合作理论所忽视或不能解释的。“一带一路”实践强调合
作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长期性，坚持互利合作，共同
发展，超越了西方理论视域下简单的制度合作、同质性合作和利益合作，
这些为国际合作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元素。对“一带一路”实践进
行理论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外交实践，还可以把中国外交实践
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也是将中国实践转化为世界普遍知识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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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实践往往走在外交理论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不断
创新，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和新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其中的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
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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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迅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增进合作最重
要的平台和机制，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话语。[1]“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不仅遵循国际合作的一些基本规律，也展现出很多新的合作理念以及中国独
特的合作方式和实践特点，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很多是西方传
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或无法充分解释的。为此，对“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进行理论思考和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实践本身，也可
以丰富国际合作理论，把中国实践通过理论的提升转变为普遍的世界知识。

一、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三个主要因素
国际合作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回顾国际关系理
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理念、外交实践、世界形势重大变化
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发展以及不同流派创新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传统文化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背景资源。文化是在一个国家
历史中积累形成的，它可以通过传统和习俗来反映，不仅塑造思想观念、规
范和习惯，而且影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论的产生
和发展，一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当地的特点，使理论带
有地方影响的印记。
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会塑造习惯。人们的行为和行动往往是基于
一种未经理性思考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从理论上讲，既有后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和适切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2] 也有习
惯逻辑 (logic of habit) 和实践逻辑 (logic of practice）。[3] 实际上，
习惯逻辑和实践逻辑都体现了文化的影响，文化直接塑造了背景知识，同时

[1]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日报网，
2015 年 3 月 30 日，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2015-03/30/content_19950951.htm。（上网
时间：2019 年 5 月 2 日）
[2] [ 美 ]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编著：《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
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67-371 页。
[3] Ted Hopf, “The Logic of Habi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4, 2010, pp.53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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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背景知识的体现。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认为，人们通常是无
意识地做事，但他们确实遵循某些规则，只不过是人们对有些规则太熟悉，
以至于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守，使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无意识的。这种无
意识行为实际受到背景知识的影响。[1] 与此类似，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惯习”是个体感知周围社会世界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具体
倾向和偏好系统，它代表了群体文化和个人历史塑造身体和心灵的方式，直
接影响社会行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历史先验论认为历史
先验知识基于历史经验，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这种知识的影响。因此，具有相
似文化背景的人对一些具体话语和行为的理解经常相似，反之亦然。在实践
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标准来理解或判断他人的行为或行动，一
个国家认为正常的东西可能其他国家会认为不正常。如果对其他国家的历史
文化缺乏足够了解、不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沟通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误解，
影响沟通的有效性。
理论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受文化影响的特殊实践。由于理论家都生活在
特定的时间和文化空间内，他们所发展出的理论也会体现这些时空的影响。[2]
例如对美国而言，民主和自由是核心价值。美国在建国伊始，就形成了“上
帝选民”观念，认为美国肩负着向其他国家输出自由理想、民主制度及相关
价值观的责任，二战后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对国际体系的设计也体现了
这些理念。由于英语和西方世界的学术和话语霸权，这些理论往往被普适化，
常被用来解释整个世界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它们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
性理论，在实践中无法解释国际关系的全面图景。近年来，随着非西方国家
发展本国国际关系学派意识的日益增强，反对话语霸权和理论霸权的声音越
来越多。例如，许多俄罗斯学者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认为俄罗斯外交实践

[1] 关于背景知识的影响及其如何影响行为参见 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第六章详细分析了背景知识如何影响社会现象的建构
和理解。
[2] 关于文化与理论发展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 :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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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一套不同和独特的行事规则，无法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1] 印
度同样基于自己的文化发展了甘地学派、尼赫鲁学派、民族学派、自由学派等。
同样，中国文化也塑造了中国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中国人珍视和平，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倡导包容互鉴，把世界看
作一个整体，“自我”和“他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中华文明鲜有扩张理
念，不会主动寻求改变他者，为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这些同西方文明的扩
张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2]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获
得长足发展，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阎学通的“道
义现实主义”等同样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密切相连。[3] 由此可见，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形成不同的偏好和规范，会影响理论发展。
第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受一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的影响。例如，美
国学者提出和发展的许多概念、理论，如权力转移、结构性冲突、大国政治
的悲剧、“霸权稳定论”、“自由制度主义”等大多是基于二战结束后的美
国实践经验。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在借鉴欧洲历
史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社会”这一核心概念。同样，俄罗斯的外
交政策往往与它由物质实力和智力、文化以及精神潜力所产生的大国身份相
联系，[4] 这种身份认同影响其对国际事件的认知和反应。[5] 如在乌克兰问
题上，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国家，肩负着保卫俄罗斯世界和恢复国际
关系“公平”的使命，而这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斥责。[6] 俄罗斯基于其丰富

[1] Maria Y. Omelicheva and Lidiya Zubytska, “An Unending Quest for Russi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Discursive Co-evolution of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ussia,”
New Perspective, Vol.24, No.1, 2016, pp.19–51.
[2]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4, p.11.
[3]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赵汀阳：《天下体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
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 Maria Y. Omelicheva and Lidiya Zubytska, “An Unending Quest for Russi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Discursive Co-evolution of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ussia,”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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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缘博弈实践，地缘政治理论发展也相对成熟。中国不把自己的思想和制
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或输出到其他国家，[1] 体现了内向性和非扩张性特征。
这些理念也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实践反过来也使中国形成了以
和平发展为基本途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外交理论，[2] 突出和平共处、
互利合作、非扩张性、不干涉内政等特点。与此相似，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发
[3]
展和平”
“发展治理”
等理论探讨。
印度发展的理论也体现出很强的印度特色，

如不结盟理论、亚洲价值理论等。
第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受国际形势和重大变化的影响。理论是用来解
释、描述和预测现实的系统化和概念化的思想。[4] 世界本身尤其是国际关系
发生的大变化是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源泉，为理论家反思和创新理论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身处由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主导的两
极世界之中，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体系类比为市场，发
展了非常简约的结构现实主义，[5] 即国家行为选择取决于其所处国际体系的
结构，而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由大国的物质实力所决定。20 世纪 80 年代末，
随着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言冷战结束的质
疑，许多新概念和新视角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
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文化、身份、性别、话语、
情感等随之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也使国际关系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6] 而反思当前的世界，面对百

[1] Daniel McCarthy, “Whose Civilization? Which Clash?,” Modern Age, Vol.60, No.4,
2018, p.10.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人民网，2016 年 3 月 17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17/c40531-28207116.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5 月 2 日）
[3] 参见何银：“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0-32 页；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 年第 3 期，第 121-130 页。
[4] 参见 Steve Smith, “Introduction: Diversity and Disciplin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Tim Dunne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s and D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2.
[5]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6] 孙吉胜、何伟：“跨学科借鉴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国际关系研究》
2019 年第 4 期，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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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和调整，发达国家
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实力发生变化，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赤字甚至治理失败的挑战。各类国际思潮涌动，民粹
主义、逆全球化、民族主义等不断兴起，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不断进行战略收缩，
在国际上频频退群，使当前国际秩序不断受损，而中国作为崛起国却日益成
为维护当前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这些都在经验层面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问
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其进行发展与更新。例如，
过去人们研究国际制度，重点关注制度的形成与设计、制度的选择与变迁、
制度的影响效应等内容，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
加上中美在不同领域展开的制度竞争，很多关于制度的研究开始转向制度间
的关系。有学者开始探讨国际制度竞争、竞争性多边主义等，也有人开始探
讨无美国合作，体现出当前鲜明的时代特点。[1]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国际合作，涉及国家间合作、次区域合作、
区域间合作等。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是否能够充分解释
“一带一路”合作是对其进行理论凝练的前提。总结已有国际合作的研究可
以发现，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研究在各不同理论流派中都有涉
及，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功能主义、地区主义等。总体来看，
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合作的研究具有广度和深度，既包括体系层次的宏观研究，
也包含制度和文化共识层面的中观分析，还有一些个体层次的微观探讨。具
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对合作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现
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总体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

[1] 李巍：“从规则到秩序 ——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
第 4 期，第 30 页；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年第 12 期，第 60-83 页；贺凯、冯惠云：“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制度制
衡与亚投行”，《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31-59 页。在 2019 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博士生论坛上，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无美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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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这种不安全状态使它们在面对合作机会时，
首先想到的不是能否从合作中获益，而是由于担心对方利用在合作中增加的
实力会对自己不利而不愿意进行合作。[1] 现实主义理论一般认为，当有霸权
国提供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物品或是国家在追求均势时，国家可以合作，强调
国际合作经常由霸权国和大国主导，其他国家被动参与，突出特点是强制性。
大国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导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设立，强调国际制度发
挥的功能性作用，同时监督和执行国际规则以维护大国地位。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霸权合作模式，认为霸权国创建国际机制，从维持体系稳定中获得收益，
形成了一种善意的霸权合作，其他国家在霸权国主导的机制下开展合作，获
得大量公共物品。[2] 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由于公
共物品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因而需要由有经济能力且有意愿的霸权国
家来提供。[3] 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认为，
霸权国主导的合作模式是一种恶意的霸权合作，其目的是为了增加自身收益。
霸权国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机制，其他国家由于霸权国的强权和威慑，而
不得不加入不平等的机制，并在其框架下开展合作。[4] 霸权国主导的合作是
为了推行利于自身的规则，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机制，强迫参与合作的
小国付出一定的代价。[5] 珍娜·戈瓦（Joanne Gowa）明确将霸权国主导的
合作称为强制合作，[6] 强势一方迫使弱势一方改变自己的政策。戈瓦指出，
霸权国的功能相当于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威，可以促进合作。但参与合作国也

[1] 郭关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条件的理论述评”，
《社会主义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13 页。
[2]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January 1981, pp.242254.
[3]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pp.18-30.
[4]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 No.3, 1976, pp.317-347.
[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6] Joanne Gowa, “Anarchy, Egoism, and Third Image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0, No.1, 1986, pp.1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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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接受合作的国家可以通过合作限制霸权国的剥削，因为
霸权国也需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维持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地位。以米尔斯
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则
更为悲观。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出于对相对收益的考量和对彼此之间欺骗
策略的顾忌，不会产生真正的长久合作。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安全竞争
主导下的投机行为，是一种均势体系支配下的合作。[1] 按照均势合作的解释，
在无政府状态中 , 理想状态是除了自己比其他国家都强大之外 , 再就是均势。
由于一国实现一家独大极为困难，所以国家最现实的选择是维持均势。国际
合作是维持均势的基本手段之一，一旦某一国家处于落后位置 , 它就会选择
与他国合作，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如果几个强国之间实力相当 , 为了维
持均势 , 它们会分别寻找盟友并与之合作。这种均势合作在大国和小国、盟
友和敌人之间都可以展开，一旦均势发生变化，这种合作会迅速崩溃。
第二，国际制度是促成合作和确保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强调国际制度
对于合作的重要性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
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有碍合作的主要因素，阻碍合作的是信息、欺
骗等中间环节，如合作结果预期、信息和沟通障碍、交易成本、环境的不确
定性等。[2] 如果这些因素都可以解决，国家就可以合作，而解决这些问题的
主要办法就是通过国际制度，以制度促合作。20 世纪 70 年代末，罗伯特·基
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了相互依
赖概念。国家间关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一种复合相互依赖态势，
相互依赖增加了合作的需要。复合相互依赖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也是国际合作开展的背景。[3]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合作性制度，国家可以形
成共同利益、解决共同问题。制度可以减少互动过程中的欺骗，使合作结果

[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4-1995, pp.5-49.
[2] 郭关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条件的理论述评”，
第 113 页。
[3]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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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预测。此类研究重点集中在制度为何能促成合作的解释方面以及在何种
条件下合作更容易实现，学者们经常采纳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和博弈论的
数学模型进行研究。例如，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从集体行动困境
出发，提出了 K 集团合作模式，即降低合作者人数，通过小团体的合作来解
决个体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的问题。[1] 合作者数目越小，每一个合作者公共
产品付出的成本就越低，更容易形成合作。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通过建模对重复多次的博弈进行研究，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互惠合作
模式。该合作模式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在协作型博弈模式下，双方共同利益
的认定和追求是合作启动的前提。但是，每个理性行为体都会采用占有策略，
从而导致策略组合背离共同利益。第二阶段因而需要在互惠基础上制定相关
的策略。最后需要采用针锋相对策略防止任何一方不合作带来的侵害，同时
回应彼此的合作行为，减少合作中的背叛行为，明确未来的预期收益，从而
使合作延续。[2] 基欧汉将市场失灵理论引入到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形成了国
际制度下的合作模式。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合作交易成本，明确法律责任，加
强议题联系，提供可靠信息，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国际制度实际发挥了调节
国际关系、促进国际合作的替代性功能。[3]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国际组织、政
府间协商达成的规则制度，也包括国际惯例。国际制度下的合作模式不需要
中央权威来维持，即使国际机制创设时的条件消失或霸权国权力衰退，合作
仍可以继续，[4] 即霸权后合作。而针对区域合作，有效的区域制度可以减少
互动过程中的欺骗，使合作结果更可预测。地区制度可以加强信息交流，增
加国家间的透明度，减少安全困境，就像两个商人在签署商业合同后对交易
的收益有明确预期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的对手也会有同样的预期，实际是在
强调制度的延续作用。总之，国际制度实际是一种国际协调方式，削弱无政
[1]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3] 宋秀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理论’的不同解读”，《国际论坛》
2005 年第 5 期，第 54 页。
[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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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状态的负面作用，避免各类行为体不考虑普遍原则、规范、规章和程序而
各行其是。
第三，社会因素也会对国际合作产生影响。除了权力、制度外，一些软
性社会因素被认为会影响国际合作。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英国学
派等理论。建构主义尤其强调文化和身份的作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
由国家间的互动塑造的，国家间的互动也可以使国家之间的主体间认知发生
变化，塑造出不同的文化，如人们所熟知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
化。[1] 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塑造一种合作文化。国家间在合作
与融合进程中的互动与谈判过程可以逐渐改变国家偏好、认同、利益、相互
认知和共有知识，增强国家间的“我们感”（we-ness），改变习惯或文化。
东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各成员国的认同感逐
步增强，区域一体化的方式和风格逐渐成形，形成了相互协商、互不干涉、
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习惯，这与欧盟的严格制度主义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
重要的不仅是合作的结果，过程同样重要，这一过程可以在塑造身份和利益，
进而影响最终行动方面发挥重要的建构性作用。实际上，国家之间在相互依
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因素影响下，会形成集体身份。罗伯特·道
斯（Robert M. Dawes）等人研究了当不考虑自利、声誉等因素后，集体身份
对于合作的影响。当集体身份建立后，合作在缺少互惠、未来预期和惩罚措
施的情况下仍可展开。[2] 合作的共识依附于集体身份，当合作的共有知识和
文化内化成为规范，国家就会将合作作为习惯。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认为，行为体有时不需要沟通和明确的协议，只要对合作的观念
一致就可以合作，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全体一致思维模式，这种模式
可以消除搭便车，减少对相对收益的考虑而造成的合作障碍。[3] 海伦·米尔

[1] [ 美 ] 亚历山大 •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2] Robert M. Dawes, Alphons van de Kragt, John M. Orbell, “Not Me or Thee But We:
The Import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 Eliciting Cooperation in Dilemma Situations: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s,” Acta Psychologica, Vol.68, Issues 1–3, September 1988, pp.83-97.
[3]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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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Helen Milner）称其为“心照不宣的合作”（tacit cooperation）。[1]
英国学派围绕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对合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赫德利·布
尔（Hedley Bull）认为，合作形成了社会秩序，反过来合作又通过社会秩序
得以维持。合作的起点在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包括维持国际
社会生存、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共同价值观包括一个区
域内的同质文化以及不同区域内文化的调和。[2] 合作具体的展开路径包括促
进均势体系内成员国形成共同文化、遵循国际法原则、充分利用外交手段推
动政府间沟通和谈判、积极发挥大国在维护和调节国际合作秩序的作用等。
阿克塞尔罗德总结了以施动者为基础的复合型合作模式，如加强和完善合作
行为机制、明确合作的具体标准、建立国际合作组织以及构建相互影响的共
同文化等。[3]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多强调文化与社会影响，即在文化共
识程度高的区域，不同国家针对共同议题组成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合作模
式依赖于成员国的共有文化和集体身份，但是具有较强的排他性。

三“一带一路”实践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的思考
、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客观上，中国获得
了更多实施自己理念、战略和政策的条件和空间；主观上，中国更加自信，
积极将自己的理念融入外交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
不断提出自己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在实践中，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致
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伙
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

[1]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 1992, p.469.
[2]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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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中国已同 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 199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产出了一大批务实合作成果。
“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国际合作，也正在促进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六年多
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同时也显示出其特
有的合作方式、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为国际合作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思路。
第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突破了同质性合作，是一种平等开放性合
作和包容性合作。近年来，世界面临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战，国际
合作不断受挫。实际上，全球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促进全球商品、信息和资本
的流动。但是，当前全球化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刺激了资本的集中和贫
富差距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平等参与，利益也不能平
等分享，导致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分裂，在国家内部产生了边缘化群体，
在国际层面产生了边缘化国家。这也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质疑全球化以及民
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导致
一些国家和群体被边缘化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和群体达不到参与合作的门
槛，无法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从传统西方国际理论关于国际合作的解释亦
能体现出这一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合作多是遵循强制度下的同质
性合作，强调参与合作各方必须达到同样的标准，遵循同样的制度，合作各
方都一概而论，否则就参与不到合作之中。例如，欧洲一体化也是从合作开
始，如果把欧盟作为一种合作机制来看，各国若想要加入，必须要达到欧盟
设立的入盟标准。欧盟在制定成员标准时，就已经制定了经济体系、政治体
系、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标准，加入之后，各国也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和制度。
欧盟合作机制属于典型的强制度同质性合作。东南亚合作机制在达成共识方
面与欧盟模式不同，但主要是制定合作规则的过程不同。在制定规则过程中，
东盟各国多采用协商方式，不断沟通，充分照顾各方舒适度，取最大公约数，
最后达成共识。但是，一旦共识达成，规则确立，各国也是必须严格遵守，
从本质上看也属于同质性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突破了以上合作模式。如果把“一带一路”实践与欧盟、
东盟等合作方式进行对比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并不是同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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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平等开放性合作，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一带一路”强调开放、包容合作。中国文化总是强调事物的关联
性和包容性，强调和而不同，把差异视为一种自然状态。不同的事物同样可
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即使事物相互对立或冲突，它们仍然是相互依存，
可以相互转化。[1] 如果以这样一种思维来审视全球化，过去之所以产生很多
问题，原因之一是它主要是以西方思想和观念为主导，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全
球化也导致了西方思想的全球化，其直接结果是西方价值观和标准的强制传
播，产生了排他性秩序甚至是文明的冲突。在这方面，“一带一路”的实施
有所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关于参与国的表述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2015 年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下文简称《愿景与行动》），
规划了五条主要路线，[2] 但六年多的合作实践显示“一带一路”并不局限于
僵化的路线和固定的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实际是一种平等、开放的合作
网络。虽然人们在谈及“一带一路”时首先会想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但
它早已经超越了亚洲和欧洲，延伸至非洲和拉丁美洲。习近平主席 2017 年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表示，中国也欢迎美国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合作。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对所有的国家开放，不同社会政治制度、
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可以加入。即使对那些开放程度不
高、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为有意愿加入
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正如奥尼尔（Jim O’Neil）等人所言，“一带
一路”作为一个合作机制和平台，主要是为了促进区域和区域间的国际合作，

[1] 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外交评论》2017 年
第 4 期，第 8 页。
[2]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
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
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参见“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2015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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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国共同发展，起到了合作网络和组织概念的作用。[1] 与同质化合作相比，
“一带一路”强调先参与，建立一种合作语言，之后逐渐完善制度，进行实
质性合作。除了对不同的参与者开放之外，“一带一路”的内容同样是开放的，
不仅包括陆地、海洋的互联互通，还有“数字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
在合作过程中，尽管都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但并不受制于一个
固定标准或是僵化的规则，各方合作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呈现多样性和灵活
性特点，合作模式可能不同，合作内容也可能不同，合作路径也会存在差异。
根据克里·布朗（Kerry Brown）的观察，“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方式没有
固定的模式 , 具有充分的灵活性。[2] 与所有行为体都必须遵守相同规则的强
制度主义不同，在普遍共识下，“一带一路”的实施、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
由合作双方具体商定，是一个参与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仅是一种促进合作的强有力制度，也是一种设计灵活的制度。各国的合
作可以在进程中不断灵活调整，避免了强制度主义约束合作的僵化性。有时，
合作刚开始是虚的、意向性的，逐渐向实转化。合作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
多元多维，可以是双方合作，也可以是三方合作，甚至做到一个国家一个政策，
充分考虑当地条件、意愿和能力。
二是“一带一路”强调平等合作，尽管各国需求不同，但都可以平等参
与，无论是大国、小国，富国、穷国。这一点也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外交实践、
经历的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强调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
待。[3]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外交方针和任务时也强调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
主义，强调中国的国际主义就是反对大国剥削小国，要各国都独立平等。[4]

[1] Jim O’Neil, “Ambitious Concepts Needs Matching Tactics: China should Make Key
Asian Countries Feel Empowered to Influence the BRI Path,” in Common Prosperity: Global Views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piled by China Watch, Beijing: Wuzhou Communication Press,
2019, p.32; Romano Prodi, “Forward,” in Common Prosperity: Global Views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piled by China Watch, Beijing: Wuzhou Communication Press, 2019, p.13.
[2] Kerry Brown, “Looking for the ‘China Model’,” in Common Prosperity: Global Views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piled by China Watch, Beijing: Wuzhou Communication Press,
2019,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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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334 页。

[4]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2000 年，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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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互利也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
国力大幅增强，成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但是中国一直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强调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别，在国格上一律平等。但是，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合作时重心是在大国和强国上，而小国完全处于被
动。例如，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认为强国因为有机会改变国际制
度的具体内容，更能促进多边制度合作模式的发展，而小国只是被动服从于
霸权国的压力。[1]“一带一路”合作与此不同，在实践中有助于弥合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距，把它们视为平等的参与者。2018
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不仅有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公司
参展，也有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公司参展，对于欠发达国家，中方还免收了
相关费用，目的就是让所有国家都能从巨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一带一路”
倡议更多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和平台，各国可以在此框架下通过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进行多样性合作，各参与国可以结合自身优势，挖掘合作潜力，
从区域层面看，此类合作可以缩小各国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一带一路”突破简单的结果导向合作，是一种过程加结果导向
的渐进性合作。现有的国际合作除了建构主义理论外，大多以结果为导向，
基本忽视过程，在涉及合作时主要从理性主义出发，关注核算收益和成本。
新现实主义在利益方面强调相对收益，而新自由主义强调绝对收益。同时，
新自由主义在强调绝对收益的同时，更强调制度在促成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即制度可以增加透明度，减少互动过程中的欺骗，使合作结果更可预测，实
际上是结果预设好的合作。亚瑟·斯坦（Arthur A. Stein）从理性选择的视
角分析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合作理论，认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认
为合作是目标导向的国家互动，并基于博弈论提出了国家合作的协作型战略
互动模型。[2]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
认为，国家在互动前会先规划出合作逻辑的树状图，通过分析合作方的具体
[1] Karolina M. Milewicz and Duncan Snidal, “Cooperation by Treaty: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Pow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0, No.4, 2016, pp.823-844.
[2]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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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信息，产生不同的合作路径选择方案，再对不同路径下的成本收益进
行排序，选择最佳的合作行为。[1]“一带一路”实践显示，其合作结果并不
是事先完全预设好，而是先设立一个大的合作框架，提出一种合作理念，建
立一种合作氛围，具体合作可在大的合作框架下不断调整、完善，甚至创新。
实际上合作过程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维持了合作的继续，同时也逐渐塑造
相互认知和共同利益，甚至改变偏好。这种方式也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
国文化强调事物的变通性和灵活性，强调事物发展的变、易、通，即事物
在发展过程中会变，不同事物之间相互转化，这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西
方也有学者关注到合作过程的重要性。例如，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A.
Caporaso）认为合作问题不能被描绘成战略互动的博弈，尽管该维度的国家
间行为确实存在。合作模式的研究应该从效用给定的战略互动转移到辩论、
交往、劝说、伦理上。国际合作的开展如同对弈，国家在其中争论、会商、
辩护，同时传递信号。[2] 安德鲁·基德 (Andrew H. Kydd) 将国家间对话作
为形成合作关系的第一步，指出信任来源于沟通，沟通和理解强化了伙伴关
系，使囚徒困境博弈转化为保证性博弈。充分的沟通提高了合作信息的真实
性和合作收益分配的正当性。[3] “一带一路”实践显示其实质是一种典型的
渐进性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渐进完善过
程，从理念转变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到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高质量共建。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带一路”合作实践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参与国之间建立共识的过程。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充分展示合作多元性、松散性和
灵活性的特点，为深化合作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间。
第三，“一带一路”突破了领域外溢合作，以互联互通推动多维合作。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1, No.3, 2004, pp.155-158.
[2] 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p.88.
[3] 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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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合作具体领域问题，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功能主义和新功
能主义角度来解释国际合作，合作从具体领域开始，之后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
托马斯·迪兹（Thomas Diez）主编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一书对欧盟内部合
作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共同体合作起初是为了完成具体功能性任务，最初的
合作实现了特定的经贸发展的功能性职能，强化了共同利益的认知，建构了
相互信任，因而产生了外溢结果。合作从某一特定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
域的其他议题，增加了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也加强了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依赖
程度。[1] 正如人们所熟悉的，欧洲区域内合作首先从煤钢领域开始，直至统
一货币、共同市场，甚至共同安全。而“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并不是遵循这
样一种合作路径。
“一带一路”合作体现了很多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首先强调的是互联
互通。中国文化强调“通”，如中医所认为的，“通”是健康的基础。中国
的发展也是强调从“通”开始，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强调的“要想富，先修
路”。时至今日，中国已经由密集的公路、铁路网联通起来，仅高铁里程就
占了全球的 1/3，互联互通对中国过去 40 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从国
际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经常阻碍发展。非洲内部的互
联互通非常薄弱，从非洲的东南部到西南部，经常需要飞到北部转机。非洲
也没有贯通北部和南部、东部到西部的连通线。东南亚、拉美也同样如此。
“一带一路”实际是以互联互通来带动各领域的合作，通过互联互通来挖掘
各方合作潜力，通过互联互通来产生新的合作动力，激发新的合作领域，催
生新的合作规范。“一带一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环是加强“五通”，
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五通”之中，
第一个重点是建立共享交通线路，以此加强互联互通，部分解决碎片化问题，
以更好地促进商品流通，更好地连接市场。实际上，在政策、基础设施、贸
易、资金和民心五大领域的联通可以把当今世界更好地联系起来。通过互联
互通促进发展与合作也是汲取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互联互通不仅极大地

[1]

Thomas Diez,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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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时空观念。
同样，“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互联互通也将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方面发挥
应有的作用。“一带一路”六年的实践也引起了学界对“互联互通”的重视，
开始研究不同地区不同版本的互联互通，如欧洲的互联互通、非洲的互联互通、
海上连通、冰上连通、网上连通等。很显然，“互联互通合作”可以作为研
究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核心概念继续深入。
第四，“一带一路”是共同利益合作对传统单方利益合作的超越，突出
发展合作。涉及到合作利益，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衡量合作利益时，讨论
最多的是绝对收益和相对利益。新现实主义主要强调相对收益，如果相对收
益小，即使收益很大行为体也拒绝合作；新自由主义则更看重绝对收益，只
要合作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从理性主义角度出发，行为体仍会选择合作。
实际上，在这些理论视域下，利益是固定和事先预设好的。但是，“一带一路”
合作实践显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在合作过程中塑造共同利益。例如，
参与各国通过共同促进发展来塑造共同利益，以此带动多领域的发展合作。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在发展领域是世界上最成功和最有经验的国家。改革开
放至今，中国使 8.3 亿人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问题做出了高达 70% 的贡献。
“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就是围绕发展促进合作。正如习近平在 2017 年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所强调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
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
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1] 因此，发展是“一
带一路”的核心。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与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理念和
发展经验。中国对全球包容性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自身的发展成就，更重
要的是展现了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发展议程和全球发展合作中的
大国责任。中国所持的平等、包容、开放和共赢的合作理念，在一系列双边
和多边平台推动全球包容性发展。在 2016 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

[1]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中国军网，
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www.81.cn/2017zt/2017-05/14/content_7600768_2.htm。(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2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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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展首次被提上全球治理议程，这是中国改善全球治理的独特途径。[1]“一
带一路”实际是参与国从中国发展成果中受益的机制，各参与国可以根据自
身发展需求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接。据世界银行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处于
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 19 个，总人口 24 亿，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
82%，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平均达到 14.8%。[2] 如果“一带一路”能
够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的总体发展图景将
发生变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带一路”也将会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做出巨大贡献，这是过去的全球化和各类合作机制所无法取得
的成就。
第五，“一带一路”实践是长期合作与短期合作相结合。中国文化一直
强调整体思维和长远思维，是一种重视集体主义的文化，往往强调从整体的
角度和趋势看待事物，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的政策中。例如，
中国政府经常制定长期目标或计划，如五年计划、三步走战略和“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目标确定后，国家将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实现。同样，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往往强调顺势而为和长期系统性思考。在实践中，在做具
体事情之前，总是先分析全局，比如世界或国家的整体状况。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并及时调
整外交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中国也比较善
于整合各种力量，使其形成一种整体性概念，在整体框架下推进各种关系的
发展。例如，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创设“16+1”机制，[3] 与非洲开启 “中
非合作论坛”，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澜湄合作机制”。在这些整体性和
长远性思维的影响下，“一带一路”合作也是突出长期性和整体性，有时甚
至可以忽略或牺牲一些短期收益。例如，有些项目从短期看可能收益不是很大，

[1]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2016 年 9 月 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zyjh_674906/t1394306.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5 月 2 日）
[2] 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外交评论》2017 年第 3 期，
第 6 页。
[3]

2019 年，“16+1”机制随着希腊的加入而改为“17+1”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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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合作仍在持续。“一带一路”重点是通过这一平台建立一种宏观的合作
语言，进而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具体的多样性合作。

四、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中国不断提出自己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提出
自己的思路、倡议和措施，作为一个自变量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当前世界秩序
演变和国际格局调整。同时，中国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理论自觉和理论
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合作，以中国路径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有效平台和机制。从“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情况可以看出，除了与传统的国际合作有相似之处外，
它还体现出很多新特点。“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强调平等、
开放、包容、发展，强调合作的渐进性、过程性、协商性、长远性，为传统
的国际合作理论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和新元素。对“一带一路”实践进行理论
凝练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的国际合作
理论以及多边主义理论，同时也可以把中国实践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
把中国实践的特殊性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知识。只有这样，中国的国
际合作理念和模式才可以成为国际合作领域的知识，成为世界普遍知识的组
成部分。

【完稿日期：2020-3-27】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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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应对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必将对国际秩序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鉴此，本刊特邀六位专家围绕“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应对”进行深入讨论，
并将相关成果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1]

疫情肆虐全球 中国当行“ 四个坚持”
于洪君 *
2020 年是中华民族决战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复兴、加速走向世界舞
台中心的重要节点，也是国际社会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谋求改善全球治
理的关键之年。然而，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世界，使人类社会陷入
前所未有的半瘫痪状态。以邻为壑、相互仇恨、彼此隔绝的“政治病毒”与
嫁祸于人、造谣生事、鼓动对抗的“精神瘟疫”相互裹挟，呼啸而来。面对
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惟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推动和
参与全球抗疫合作，坚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展政策沟通与民心
相通，方可在百年未遇之时代变局中趋利避害，破浪前行。
第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在繁衍生息、薪火相传、
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总会遇到源自内部或外部的各种风险和危难，总要
面对各种无法预见的冲突和挑战。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进
入现代发展阶段后暴发的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场生
死浩劫。这场灾难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类未来行为方式的

* 于洪君，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原副
部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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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目前还难以准确评估。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截至北京时间 4 月 30 日 16 时，全球确
诊病例超过 309 万例，死亡超过 21.7 万例。[1] 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疫情超
级大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情况都非常严重，有
些国家病死率超过 10%。从俄罗斯所在的独联体地区，到东北亚、东南亚、
南亚以及伊斯兰国家较为集中的西亚，从非洲大陆到南太平洋乃至整个拉丁
美洲，病毒攻击没有国界与民族种族之分，也不论宗教文化、价值观体系、
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和挑战。
为了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防止疫情持续蔓延，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
相继采取对内断路封城、禁绝社交、停工停产，对外关闭边界、中止人流、
暂行货运等非常措施。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防控传染病而大规
模停摆。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别无选择的极端手段，使世界经济遭到难以承受
的重创。服务业、制造业大幅度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面积断裂，世
界期货市场与股市剧烈震荡。世界各国需要应对的是共同性风险和危机。
对于人类社会安全与发展利益密切交织、前途与命运彼此相关的本质属
性和时代特点，中国早有科学判断和思考。近些年来，中国特别注意强调本
国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与世界各国发展利益、安全利益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首次就人类文明进程、世界格局演变、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表演说，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
及与此相关的时代观、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和文明观。他指出：我们所
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
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此后，习近平在国内外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2017 年 1 月，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专门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题发表演说，再次强调：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正处在挑战层出
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包括重大传染性疾病在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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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持续蔓延，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参与国际
事务、处理对外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行动指南。这一重要思想的
真理性，已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所证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
球抗疫合作局面逐渐形成，再次彰显人类社会安危相依、命运与共的根本属性。
3 月 26 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宣布，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此后，罗马教皇方济各为世界祈祷时表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彼此
需要帮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这一人类面临的
危机需要全球主要经济体协调一致，采取果断包容创新的政策行动。虽然他
们的话语体系不同，但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科学判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这已是不争之实。
因此，无论未来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疫后世界格局怎样重组，中国
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地坚持用这一理论
和相关政策处理对外事务，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进步。
第二，坚持推动和参与全球抗疫合作。由于发展水平、治理体制、社会
习俗和文化心理不同，各国应对重大灾难和危机的能力和方式存在很大差异。
但面对重大灾难，携手应对符合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品格和本性，符合危难
关头和衷共济的永久诉求。
此次疫情在中国突然暴发，中国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企业、民间
组织和友好人士的支持和援助。中国政府已多次向国际社会表达谢意。与此
同时，中国一开始就与 WHO 保持了密切合作，及时通报疫情发展情况和中国
的防控措施。后来，随着中国防控形势渐趋稳定，中方向 WHO 和联合国其他
相关机构，向周边邻国、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欧美国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支
持和援助，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此表示了“赞同”，
承认中国对全球抗疫的支援是“积极的”。
对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此次疫情，中国一开始就秉持坦诚开放、
积极参与的建设性立场，这是人所共知的。习近平主席曾在 G20 特别峰会上
宣布，中国愿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疫情的有益做法，并就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全球阻击战，明确提出一系列重大建议。当时，他还复信 WHO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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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表示：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同 WHO 及各国一道，
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此后，国际社会注意到，中国从中央
到地方，从民间组织到企事业单位，从驻外机构到境外公司，纷纷行动起来。
中国参与和支持全球抗疫合作的力度和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
学者和医护人员，飞赴世界各地，投入全球抗疫斗争第一线！
各种迹象表明，抗击新冠肺炎的全球行动，可能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中国参与全球抗疫合作的方式方法将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付出和努力，既
会得到充满善意的回报，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譬如国际敌对势力的恶
意攻击和歪曲，境内不良商家或个人违规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管局面
多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中国都应矢志不移，坚持在全球抗疫合作中肩负
大国责任，履行大国义务。对于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与
世界同行，与时代同步，不会有任何犹疑和动摇。
第三，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仅对
各国人民的健康生活与生命安全造成现实威胁，同时也给世界经济运行、贸
易秩序重建、国际人文交流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害。换句话说，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影响和扰乱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受疫情冲击影响，今年的世界经济走势和全球就业状况将极为严峻。作
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股市连续多次出现熔断，美联储无底线放水救市，
波音、通用电气等巨无霸企业或停产歇业或大幅裁员。4 月 21 日，美国 5 月
份西德州轻质原油期货 WTI 价格竟跌至负值，最终以每桶 -37.63 美元收盘，
整个世界为之惊骇。国际社会遭遇的这轮经济危机，将远超二战前的大萧条。
主权经济盛行的封闭发展时代可能到来。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习近平在 G20 特别峰会上建议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些建议
如能被普遍接受并全面执行，世界各国通过全球抗疫合作强化经济联系，重
建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世界经贸格局，打造更高水平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开辟新路径，这些并非没有可能。
在阻止经济全球化崩盘、探索建立新的经贸秩序、推进新型国际合作的
过程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价值。六年多来，
“一带一路”建设已在许多国家、许多领域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果。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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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继续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不但是与世界融合发展、联动发展的“中
国策”，同时也是引导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的“新范式”。大疫之
后的世界格局将有重大变化，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继续开展平等合作、
广泛合作与可持续合作，世界各国仍可摈弃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纷争，
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理念对接、政策法规对接、体制机制对接。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迫使各国政府将当前的行为
重心和施政重点转移到防控疫情上来，“一带一路”建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
冲击。在国内，企业面临生产、流通、融资、用工、安全等多方面困难和压力，
走出去的能力相对下降，执行境外合同、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可能要打折扣。
另外，很多国家已无力继续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新项目
新工程此呼彼应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再现。国外某些势力，难免借机唱衰“一
带一路”，挑拨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关系。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要在资源配置、着力方向、
政策引导等方面，作出新的安排和部署，确保“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
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要一如既往，百折不回，
又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加严格地恪守稳中求进
总方针，努力调整行为方向、优化项目质量、提高合作水平、化解安全风险、
加强民心相通、确保人员安全。在当前形势下，要注重国计民生需求、服务
公共卫生事业，力争为国际抗疫合作作出实质性贡献。
坚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打开国门搞建设的意志体现，是中
华民族与国际社会风雨同行的不二选择。我们不急功近利，不强人所难，而
是统筹规划，合理运筹，张驰有度。“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抗疫合作以及
疫后世界经济重建中，一定会再创佳绩。
第四，坚持开展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警示我们，人
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方式、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
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突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这一最大意外
以及纷至沓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国际舆论场一片混乱。中国应对这场疫情
的超强能力、特殊手段和示范效应，导致国际上某些势力对中国加速崛起愈
加恐惧和不安。
国际上某些势力，一方面造谣生事，污名化中国，企图推卸他们防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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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严重滞后加剧灾难的政治责任，要求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承担
责任，甚至要求中国对各国作出“赔偿”。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政府为防
止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说三道四，进而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治理方
式和价值观体系，不遗余力地抹杀中国抗疫成功、支持全球抗疫行动的积极
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坚持开展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势在必行。
所谓政策沟通，就是要在习近平身体力行的元首外交带动下，从中央到
地方政府，从驻外代表机构到境外国有企业，全体动员，密切配合，持续加
大中国内外政策解读与诠释工作。所谓民心相通，就是要充分利用境内外一
切传播资源和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潜能和因素，包括各类传媒和学术
机构，面对境外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有的放矢地做好解疑释惑、引导舆情、
匡正视听等工作。
当前对外开展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工作，重点在于宣介中国政府领导全
国人民取得的抗疫斗争阶段性成果，宣传中国为支持全球抗疫合作而作出的
巨大努力。开展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一是要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新
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公敌”，世界各国除摈弃前嫌，相互救助，没有其他出路；
二是要昭示国际社会：中国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就不容诋毁；中华民
族为全球抗疫合作作出的贡献不容歪曲！
开展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工作，既要着眼于当前全球抗疫这场重大斗争，
也要兼顾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交流合作等常态化工作。要把当前工作重点与
长期工作任务有机统一起来。既不失去重心，又不顾此失彼。
坚持做好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两项工作，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塑造，
事关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互信合作的民意根基。要坚持不懈地做好统筹协调，
努力形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格局。要善于总结经验，补足短板，改
进回应负面国际舆论的方式和方法。要阻遏狭隘民族主义、粗俗民粹主义对
外交工作的冲击，抨击反社会反文明反人类言行，把推进政策沟通与民心相
通两项工作引导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章有法有序的常态化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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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铁律
[1]

秦亚青 *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像一个幽灵在世界徘徊，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已
经成为现实，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引发亿万人的恐惧。这场灾难对世界
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对
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提出新的尖锐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充分说
明，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村，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面对全球性威胁和全人类灾难，“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
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
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一、全球性威胁的时代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的公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世界上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病例。最初的 200 多病例，似乎转眼之间
就达到 100 多万例，这个数字仍在不断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
是自该组织成立以来最大的公共安全威胁事件。主要国家的政府也都已经将
战疫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
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迅猛发展，
经济要素高度流动，形成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和销售网络；人员高度
流动，各国国民之间的互动成为连结当今世界的纽带，形成跨国跨境的人脉
网络；信息高度流动，互联网等技术将各种各样的资讯即刻之间传遍世界，
*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

27

《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
年第33期
期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形成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相互依存和互联互通使得整个世界从这些不断流
动的动态网络中获得巨大收益。比如，经济全球化使各方能够充分发挥自身
的比较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市场优势、资本优势、劳动优势都可以
在这种流动网络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实现经济利益的共赢。
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传统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威胁是国
家之间的威胁，传统安全威胁的最高形式是国家间战争。一战、二战都是这
种威胁的典型表现。传统安全威胁有着明确的敌人、清晰的意图和具体的目
标。但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安全威胁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威胁，敌人、意图、
目标都无从寻找，但危害性完全可能超出任何传统安全威胁。如果说一战、
二战时人们仍然可以发现方寸安生之地，新冠病毒已经威胁到全球几乎所有
的国家。关于疫情的信息也同样迅速传播，实际恐惧和虚拟恐惧对人的心理
产生了严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威胁时代。
全球性威胁的特征是明显的。一是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具有不受国界限
制的流动性和随机蔓延特征。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就
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实体，国家边界也成为国家实体空间存在的标识，国
际安全的界定也常常以国家边界为依据。但全球性威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
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隐形的病原体、污染的空气、计算机病毒随时可以轻
易越过边界，在不同国度之间穿梭往来。即便采取最严密的防范措施，也难
以完全控制这种无确定目的、无清晰渠道的无形跨国界流动。
二是全覆盖性。全球性威胁是对全人类、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它超
越了种族、国家、信仰、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不接
受任何妥协和投降。这些年出现的重大威胁，无论是 SARS 病毒、埃博拉病毒、
新冠病毒，还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等，概莫能外。2008 年的
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不及这次的新冠病毒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却覆盖了几乎所
有重要的经济体，且越是全球化嵌入程度深、相互依存度高的国家，越是遭
遇灾难性打击。我们经历的这些威胁，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威胁，
而是针对全人类的威胁；世界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
全人类的公敌。
三是非排他性。全球性威胁面前，任何国家都无以独善其身。不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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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力多么强大，都没有办法仅凭自身的力量消除威胁，保全自身。在历
次重大全球性威胁中，主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9·11”事件中，恐怖主义
袭击的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2008 年的金融危机威胁到所有重要的经济体，
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当下的新冠病毒更是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几乎所有
国家都成为病灾区。进而，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病毒被全部消灭，疫情就可
能卷土重来，再行蔓延。
新冠病毒的全球化彰显了全球性威胁时代的风险形态。全球化的标识是
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的特征是高度关联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复杂多维、相互
联结的全球网络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一方有险，八方危难。只有
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安全，才会有每一个成员的自身安全；也只有每一个成
员安全，国际社会才能整体安全。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国际社会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每个国家的利益也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整个人
类成为一个更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二、合作的铁律
全球化和全球性威胁将不同国家、民族、社会、个体的利益不可分割地
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更加证明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思想的深远意义，也将人类的
命运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利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合作成为命
运共同体的铁律，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无可辩驳地表明，
战胜这种威胁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国际社会的全方位合作，是共同体成员的戮
力齐心、同舟共济。
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合作的历史。生命科学和合作进化的大量
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物种进化遵循三大定律。一是突变，产生了物种的多样性，
呈现一个多彩纷呈的天地。二是选择，辨识出最适应环境的物种，容其存活、
生长、繁衍、繁荣。三是合作，只有那些与环境、与他者、与群体进行积极
合作的物种才是最适应物种，才能实现成功的进化。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
最具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的是人类。正因为如此，人类有着比任何其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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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成功的发展进化。换言之，人类成功和人类社会进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
因在于人类是超级合作者。[1]
合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合作一直不
断。中国多次发出积极合作的宣示，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保持
了密切合作关系，与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在自身遭受严重疫情的时候，
中国仍主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东亚地区合作也出现了新的向好势头，中
国与东盟相互支持，中日韩之间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合作迹象。各国之间相
互捐赠的抗疫物品以及上面的赠言表达了人类一体、守望相助的心情和意愿。
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将东亚各国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成
为疫情之后合作动力最强的地区，进一步夯实了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虽然合作是唯一的出路，但不合作的言行也比比皆是。将抗疫行动政治
化、意识形态化，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国他人、对疫情中出现的问题无端猜测、
进行污名化评论，以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对抗疫合作妄加评议、恶意猜度背后
动机，从狭隘的自我利益出发看待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和抗疫行动，等等。
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极端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本来是一件可以促成全球合作
的契机，但在当下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却屡屡遭遇无奈的合作困境，甚至会
将世界推向失序和分裂的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威胁，抗击疫情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在这个领
域出现的合作困境也反映了全球化以来全球治理的尴尬境地。自全球化强势
启动至今，全球治理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人们曾经将恐怖主义、金融危机、
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列为全球性威胁的重要领域，也试
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治理的目标。但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领域的治理
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和可持续的进展。全球性威胁日趋严重，全球治理赤
字日益增长，全球多边制度建设出现明显倒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
再次表现了全球治理的严重失灵。
追其根源，国际合作严重缺失是一个根本原因。近年来，民粹主义、单
边主义、强权政治等强势回潮，战略竞争日趋严重，国际关系向地缘政治偏移，
[1] Martin Nowak with Roger Highfield, Super Cooperators, Edinburgh-London-New YorkMelbourne: Canonga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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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责任的承担意识明显下滑。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等政策和接连退出
多边国际组织等行为就是典型的表现。结果是国际社会的信任度不断降低，
竞争上位，合作缺席。合作共赢既是铁律，也是常识，人人似乎都知道这个
道理，但是，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合作精神很容易被掩盖、被遗忘，甚至
被刻意抛弃。

三、重建合作：G20+1 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将国际社会再次推向了十字路口。是加强制度建设，
进行全方位合作，推进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还是拒绝国际合作，龟缩一隅，
加剧世界分裂割据？是扩大冲突，使疫情成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推手；还
是化危为机，使疫情成为合作促进共同体构建的动力？这是人类需要做出的
选择。
理智的选择必当是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危机，不仅给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带来重创，还会通过外溢效应使其他领域出现不同程度的全球性威胁。
经济发展受到的冲击已经显而易见，国际贸易投资等活动已经受到明显限制，
社会领域、安全领域的风险也正在相继出现。这就要求国际社会重建合作共识，
采取合作行动。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为了战胜病疫，也是确保世界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有序进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重建合作，需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
多边合作机制至少要包括两种功能，一是政治领导，二是咨询实施。从目前
的国际条件来看，“G20+1”的模式是比较可行的，亦即 G20 承担政治领导责
任，联合国专门机构发挥咨询实施作用。比如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G20
的政治领导和 WHO 的咨询实施就可能形成一种比较有效的全球性行动模式，
更为主动地抗击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威胁。
G20 是最合适的多边领导机构，应承担政治领导责任。G20 原本就是全球
性威胁暴发之际成立的多边国际组织，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和欧盟等重要国
际行为体，有着高度的权威性和比较充分的代表性，也由于成员较少容易达
成危机决策。G20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旦某个
领域出现或是可能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类危及全球公共安全的紧迫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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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作为核心领导机构，可以宣示合作意愿，提出指导原则，规划全球战略，
协调各国政策，承担全面推进国际合作的领导责任。霸权合作的时代已经终结，
多边集体领导的机制不能缺失。
联合国专门机构可以在全球合作架构中发挥政策咨询和任务实施的功
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要求专门机构发挥核心的政治领导功能是不现实的，
因为专门机构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威和权力资源。但是，作为某一领域具备丰
富专门知识的多边组织，为政治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实施却是专门机构
的根本责任和应尽义务。比如，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类危机中，WHO 就可
以汇集各方的重要信息，提出应对威胁的合理意见和具体建议，为 G20 提出
全球性指导原则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制度性改革和国际合作平台的重塑需要政治意愿与合作共识的坚实支
撑。多边主义是迄今为止全球治理最合理的途径，多边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
题、应对全球性威胁最民主、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多边机制成功的必要条
件是大国一致，充分条件是广泛支持。一战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反思权力政
治的弊端，达成了建立多边组织的共识，开创了世界范围内多边机制的先河。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合作共识，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
为战后世界 70 多年的长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冷战之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
再次出现了以合作为基本行为取向的态势，支持多边国际机制，推动全球化
进程，对冷战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重大危机，堪比一战、二战，也再次考验世界各国、尤
其是重要国家的政治意愿。能否因危机而达成合作共识、构建合作机制，不
仅直接影响到这次抗疫战争的成败，还会对疫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深
远的影响。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存、利益相关、命运相连。中国多次强
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今日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都需
要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家园
而通力合作。从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可以看出，像人类历史上任何
一次重大危机一样，共同体发展的铁律是合作。任何一个共同体，只有合作
才可以长久生存、持续发展。至暗时刻，合作精神尤为珍贵，合作行动尤为重要。
只有合作，才能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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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当代国际关系互动初探
[1]

杨洁勉 *

去冬今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向中国和世界，严重威胁着
人类的生命健康，并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在疫情的冲击下，世
界事务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甚至质的变化，公共卫生、经济科技、政治
安全、全球地区等诸领域和地域的体制机制建设走进了新阶段，整个人类社
会将在经受严峻考验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安全议题的变化。在横跨一战和二战的半个世纪里，
应对军事和战争的传统安全威胁是当时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20 世纪下
半叶开始，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显现和加重，如 60 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工业
污染、70 年代兴起的国际恐怖活动、80 年代加剧的气候变暖、90 年代暴发
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9·11”事件、印度洋大海啸、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甲型 H1N1 流感等流行时疫不断发出严重警示，要求国际社
会予以重视和应对。后者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进行
了国际合作。但是，美国在此后不久就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安全威胁，先后提
出了针对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直至特朗普政府
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对手。近些年来，地缘战略、大
国博弈、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非
传统安全议题逐步退居后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警钟。这一“超级非
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警示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
安全威胁时，还需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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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在惨重和沉痛的代价中警醒，终于加强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
3 月 26 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
重要会议。峰会“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并致力于“抗
击新冠肺炎大流行”“维护世界经济”“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加
强全球合作”等。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加大了国际磋商和协调的力度，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百年一遇的巨大挑战。
国际社会在共同抗疫时的主要困难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一
是协调行动的困难。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国的应对很不
一致，有的各行其是，有的以邻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国际抗疫的致
命弱点。二是协调机制的困难。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社会尚不具备公共卫生
的高度权威机制，美国的公开挑战又干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工作。在地
区范围内，缺少地区公共卫生机制，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因各自为政而难以协调。
一些原来开放的边界重又关闭。三是协调思想的困难。在疫情的生死考验面
前，一些国家先前的脉脉温情被抛在一边，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能，不断冲击着国际抗击疫情的
有效合作。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忙于应付疫情的“硬任务”而无暇顾
及思想意识的“软任务”。一旦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社会思潮，世界各国需要
花费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应对和消除其恶果。
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正在加快重组的步伐。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继
续催化国际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在特殊条件下会加速变化，此次疫情无疑是一剂猛烈的催化剂。
第一，国际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组合。冷战结束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一度主导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总体态势。但在国际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
不断冲击下，国际格局逐步朝着有利于世界主要力量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失去了“单超独霸”的地位，西方发达大国也被迫与发
展中大国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平台上共议世界经济大事。在此次生命攸关的
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的许多盟国友邦不再听从盟主发号施令。例如，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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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外长会议拒绝了美国对中国的 “污名化”和“甩锅”。又如，法国和德
国的领导人重申国际合作和共同抗击疫情。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同盟体系已
经无法应对当前世界的许多挑战，凝聚盟国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动摇。
第二，国际思想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变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
一直用其思想理论感召和影响世界各国。一战后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和二战后成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新独立的国家，不断动摇着西方在思
想理论界的一统天下。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霸权又是一次
猛烈的冲击。在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紧迫的威胁时，传统的种族宗
教差别、贫富贵贱区分、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抗等已经退居次位。
现在全世界除少数人（如美国当政者），时疫防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团结合
作的最大公约数，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明显改善，欧盟和中国都在投桃报李，
连挪威首相也公开请求中国不计前嫌给予支持。人类社会的地球村和共同体
意识在新冠肺炎的威胁下得到增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有形和无形的
阻隔，正在超越西方思想理论而进行全球一家的时代思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相对衰落的进程中，试图指望其思想理论帮助维护
自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一图谋正在落空。一是西方的影响力风光
不再。
“历史的终结”已被证明为“历史笑话”，
“让美国再次伟大”折射了“美
国不再伟大”的现实。特朗普政府的“单干”和“退群”，已现强弩之末的颓势。
相反，美国以外的大国（以下称“其他大国”）则主张多边主义和改善全球治理，
在全球抗疫的特殊困难时期更应如此。此外，中小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在疫情中，更加强调国家间的互相帮助。由此，整个国际社
会都在疫情灾难中体现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二是美国寻敌导向的军事同盟和
地缘政治支撑的全球战略根本无法应对当代的全球性挑战。这在 2001 年的国
际恐怖主义攻击、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反复得到了
证明。其他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共识逐渐增多，在打击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粮食和食品安全、抗灾防疫等方面的合作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是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对于世界各国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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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而言，追求的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世界和平，希望拥有与时代进步相一致的
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紧紧抓住发展和民生等
议题，提出创建美好生活和安全健康人生的战略口号，这些在本次疫情中体
现出深远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三，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接近质变的临界拐点。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力
量对比在基本和平条件下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即两极格局的兴替以及美
国短暂独霸和“一超多强”时期。当前的第三次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主要表现
在国际力量相对稳定和基本平衡的轨迹上又迈出了重要步伐。国际格局持续
的时间长度在和平时期要超过战争时期，其质变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和
规则机制的相应演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平衡的
方向持续发展，至今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经过更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我们再“回
头看”本次抗疫之战时，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国际力量对比质变拐点的前夜。
这是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方向虽然已经难以逆转，但真正的质变还需要更多
类似国际合作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轮催化。国际社
会对此应有足够的战略视野和战略耐心，不断努力促进质变拐点的早日到来
和确保拐点之后的持续发展。
大国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国际机制的创新。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在国际格
局发生质变的前夜，正在进行新的战略布局。第一，此次疫情将会明显提升
非传统安全在国际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在国际战略布局中，地域布局往往重
于领域布局，这是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历史惯性所造成的。第二，提升公
共卫生安全在非传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很可能形成非传统安全的“4+1”重点，
即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 + 其他问题（如难民潮）。
第三，大国间国际战略布局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进行协调、磨合和斗争。
当前除美国以外的大国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共识要远大于传统安全，下一步目
标是要在相关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和专项应对的共识基础上，调整战略布局，
减少战略摩擦和增加战略协调。
国际格局的变化势必会落实到国际机制的变化和创新。本次疫情使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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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国家深刻感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峻性，要用国际规则、
规范和机制动员和协调世界各国的力量加以应对。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
化危为机，加快国际体制机制的更新和创新，使后者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和未
来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诚然，历史发展从来不会直线前行，总是充满着回流和逆流，所以建设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机制依然任重道远。仅以 21 世纪以来的国际机制建设为
例，“9·11”事件后开展的国际反恐合作不但没有落实为新的全球机制，而
且还出现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度被边缘
化的西方七国集团还想卷土重来以主导世界经济事务，二十国集团作为世界
经济主要平台的目标也经常受到干扰。在本次抗疫中，美国和某些国家也不
会就此善罢甘休和改变本性，它们会试图夺回在困难中失去的阵地和权益。
但是，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和坚持团结合作，并且努力用制
度和规范巩固本次疫情中来之不易的进步。从发展的眼光看，国际社会在抗
疫中形成的共识和努力总会压倒某些国家的一意孤行，并能转化为相应的国
际体制和机制。只要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 30 年
前和今天的基本立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国际机制方
面争取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权益，而且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 30 年的前
景更加光明。
在国际机制中，元首外交和大众参与是处于两个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20 世纪初、中期，两次大战的需要和交通通讯的便捷化提升了元首
外交的机制性作用，这一机制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达到了历史高峰。本
次疫情正在加速国际交流的机制性变化。作为国际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各国
领导人正在开启“虚拟峰会”的新时期。疫情形势下的压缩会议在后疫情时
期可能常态化，主场外交将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此举对于全球事务和治
理国际关系的创新意义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另一方面，大众参与世界
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情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二战结束以后，非政府组织逐渐
成为大众参与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平台。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个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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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又成为一种新的形式。这主要因为疫情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危，世
界各国民众超越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台，直接借助先进又廉价的通讯工
具形成了大众参与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在元首外交和大众参与的两端都
发生重大变化的进程中，相应的机制变化也必将随之而来，并将更多和更大
地影响到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历史担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巨变”的前期，
同时又面临百年一遇的大疫，中国和国际社会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任务。中国
为此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人民战争和总体战争，有效阻隔和控制了国内疫情的
蔓延。中国在疫情初期得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在初战告捷后又合力
回报国际社会，即使对有些曾攻击嘲讽中国的国家也不计前嫌予以人道主义
的帮助。中国还从国际合作的高度，强调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应
邀派出医疗队同有关国家分享医学医疗的成功经验，竭尽所能地提供物资和
经济帮助。中国长期坚持的合作理念在此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中国
的正确义利观也因此增添了新的含义，从而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时代内涵，
阐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需要和国际社会确立更高的战
略站位，共同总结应对以抗疫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经验教训，努力解
答当代和未来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加强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
秩序建设，确立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和国际社会不仅
要制定相关的原则，还要筹划主攻方向和行动纲领。
总之，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同样，就建设新型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而言，中国正处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最
为有利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也拥有了前所未
有的强大基础。在全球合作抗疫的新形势下，中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更加有力
地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不懈地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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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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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全球化发展的新调整及影响
[1]

张蕴岭 *
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肆虐，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疫情，30 多亿人口
被不同形式的隔离，尽管染病人数和死亡率比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少，但其
[1]

波及范围和综合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全球化 [2] 是病毒在全球快速蔓延的一个
主要原因，它使得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便利的陆、海、空运输，
加上日益频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往，如今才真正体现“环球同时凉热”。
面对疫情，各国都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其中停止或限制国际交往和
居民活动是普遍采取的应急手段，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交往突然
中断，整个经济社会活动断崖式冷却。在此情况下，国内外生产与消费的供
应链断裂，企业和个人都陷入困境。
疫情与其连带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反思：全球化怎么了？对全球化的
责难如潮水般涌出，悲观的论调占上风，有人断言，全球化已经终结。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问题。事实上，反
全球化势力一直与助推全球化的势力相伴相随。在全球化的问题凸显时，自
然就使得反全球化的势力影响增大。比如，近年来，有关财富积累的两极化
讨论变得活跃起来，在一些国家甚至催生新的政治势力崛起，引发激烈的社
会运动，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批判财富积累两极化的专著《21 世纪资本论》
成为热销书。批评者认为，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大肆扩张，使得财富越来越集
中在少数人手里。
本次对全球化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企业界，全球化下的国际供应链在疫情
面前不堪一击，顿时崩塌，因此，他们呼吁重新考虑企业的经营安全；另一

*

张蕴岭，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 本文中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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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来自政治家，他们把疫情扩散和经济困境归罪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对外
依赖。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肯定会发生变化，究竟会如何变化呢？
从发展上说，全球化有四大支柱：一是多边的开放体系，二是企业的国
际化经营与国际供应链，三是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开放政策，四是公民的支持，
即公民认为他们可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加速发展，因为世界市场分裂的状态被打破了，形
成了统一的市场。从数据来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或是供应链，冷战结
束以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全球化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大的转
折点。全球化所积累的问题凸显，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从大的方
面说，主要背景之一就是世界经济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以中国为
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成了对世界经济原有结构的挑战和改变。
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实力上升，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崛起的
情况下，美国对以普遍开放为原则的多边体系不再给予支持，对冷战后转型
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发难。发达国家抱团要求改变原来的规则，这
使得支撑全球化的多边体系面临制度危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部长先
后发表了多份联合声明，提出推动 WTO 变革的主张，美国则直接干预，阻碍
WTO 争端机制的运作，甚至威胁退出。
面对诸多的国内社会问题，如贸易不平衡、地区发展失衡、公众对财富
分配的不满等，许多国家的政府大幅调整政策。作为推动全球化发展主力的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本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像中国这样
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实行单边主义限制。其实，不只是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
国家也不再支持普遍性开放，转而推行平衡与对等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多的
国家在考虑开放的负面影响，不再认可“开放都是好的”自由主义信条。
社会公众不再盲目支持全球化，而是要求政府保护就业，保障收益，民
粹主义泛起，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这种变化的背景是，在全球化快速
发展过程中，财富快速、极化地向少数个人、集团集中，大公司放弃本土生产，
构建基于成本收益的国际供应链，一些传统经济带变为衰落的“铁锈地带”，
不同社会群体在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大的分裂，有些群体成为受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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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也是受益者。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之后，尽管出现了政府与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但企业界仍然
基本坚持国际化战略。不过，由于政策与社会导向的变化，它们的国际化战
略与运行环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这次疫情蔓延对全球化的冲击，使得此前已经发生的一些问题更加凸显，
同时也增加许多新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企业战略以及政府的政策。
就企业战略而言，最重要的调整是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疫情对全球
供应链的损害来自两个冲击波：第一波是先发的疫情导致了中国方面的停工
停产，使得国际供应链断裂。鉴于中国是地区和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其影响
巨大。供应链断裂后，国外大批依赖供应链运营的企业没法再进行生产。同时，
为了阻断疫情蔓延，其他国家也采取封关措施，致使国际联系从双向切断，
诸多经济活动都陷于停滞。中国国内的疫情减弱，各地都开始复工，在此情
况下，原来断裂的供应链有望得到恢复。但是，由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
导致了第二波冲击，其力度更强。特别是，疫情在参与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发
达国家蔓延，使得疫情对全球生产、消费、金融的影响加重。各国实行更严
厉的封堵停措施，市场恐慌加剧，金融风险增大，许多企业陷入困境。在此
情况下，企业开始认真考虑今后的经营战略，不仅要考虑成本，更要考虑安全，
甚至强调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政府的政策而言，巨大的冲击波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危及到社会、人
的生命安全、就业安全，而且也危及到总体国家安全。这使得许多政治家、
战略家对全球化的含义进行新的认识，甚至重新定义。其中，谈论最多的是
全球化使国家安全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像新冠病毒肺炎这样的疫情暴发，供
应链断裂，国家就会面临重大的危机。因此，必须降低对外依赖，让涉及国
计民生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在美国，有的政治家甚至主张实行极端的保护
主义、排外主义政策。
不过，从发展规律上看，严重的疫情往往会导致极端思维、极端势力上
位，而危机过后，会出现思维与行为的理性回归。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对新
形势下全球化所会发生的重要调整与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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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准确把握大趋势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应对之策。
一方面，出于对国内社会经济均衡，特别是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会更
重视对国内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保护与留驻，更注重公民对利益的关注与
诉求，从而更强调内向性支持、内向性发展。据报道，美国政府对企业回归
在国内生产将会给予更多的支持。日本政府已经拨出巨资，为那些愿意迁回
日本的企业提供支持，承担搬迁费用。
不过，也要看到，让企业都回归本土，甚至是大部分回归，是难以实现的。
对大多数参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把全部或部分经营环节转移国外是保证企
业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企业获得了生存和扩张的机会，
让后起发展中国家有了参与的机会，形成了优势互补的组合，那些处在产业
链上端的企业，总体上是获益更多的。如今要他们迁回国内，即便政府出资
承担搬迁费用，那么以后的经营呢？比如，苹果公司的生产大都在其他国家
进行，特别是装配工序，主要在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完成，如果在美国生产，
高昂的生产成本将使其产品失去竞争力。
企业针对新形势的调整早已开始，疫情冲击将会推动进一步调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企业加速进行全球化经营布局，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
很多大企业都实行零库存供应制度，这种制度大大节约了成本，加速了贸易
投资的发展，但这样的供应链也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发生突然事故，就会
受到断供的影响。此前，日本的地震、核事故就曾造成供应链中断，既影响
国内，也影响国外。这次疫情非同寻常，波及广，影响大，促使许多企业重
新考虑国际产业链布局。预计，未来调整的一个趋势是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
尽可能保护关键环节的安全。也就是说，把一些核心的东西往国内迁移，尽
可能缩小环节间距离，把主要的供应集中在少数的几个节点上。以往，有的
产品的生产链多达几十个环节，这样的安排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但风险大。
事实上，有些调整并不主要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经营环境的改变。比如，
随着中国的成本上升，许多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加工地的生产链必然会迁到成
本更低的国家，但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的生产链会继续留下来，还会随着
中国消费需求的增大而扩大生产。成本是企业效率的基本要素，全球化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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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机遇和平台，为了生存发展，企业是不会放弃的，因此
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是调整，而不是摒弃。
另一方面，疫情也催生新的全球化的发展。比如，与疫情关联的公共卫
生产品的国际交易大幅度增加，网络技术加速升级，迅速扩张，诸如网络视频、
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线上销售等的国际化加速。网络数据产业具有空间化、
全球化的特征，将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原来许多产业链的构造可以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进行调整，使得供应链更有稳定性与安全性。
大疫情突如其来，来势凶猛，让世界各国都措手不及。疫情还在发展，
何时结束，如何结束，结束后会不会死灰复燃，或者以新的变种再暴发，都
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观察现在，又要思考未来，需要科学分析，
对新形势、新变化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以制定新战略、新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实现了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还需要支持、
参与和利用好全球化。疫情发生前，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
上升，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支持全球化发展、捍卫多边主义体系的立
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要看到，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在总体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要重视新变化，无论是政府的政策，
还是企业战略，都需要与时俱进，政府政策、企业经营策略要跟得上变化。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一些势力把全球化、疫情冲击政治化，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由，助推与中国脱钩，以增加安全性为借口，排斥中
国企业参与供应链，对此我们需要有准备。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已经是当代与未来世界的一个
基本特征，全球化要发生根本性逆转，世界要退回到所谓“部落式”孤立主义，
是不可能的。也许原来的全球化回不去了，但新的全球化还会发展。

43

《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
年第33期
期
《国际问题研究》2020

一个世界 两种秩序
[1]

阮宗泽 *
大危机、大分化、大调整，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全球，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秩序的交叠碰撞，一个世界、两种秩
序初露端倪。在病毒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惟有同舟共济方能战而胜之，
全球治理呼唤全球智慧与全球责任。然而，多边主义秩序与单边主义秩序的
角力有增无减。大国合作步履艰难，中美关系渐行渐远。大疫当前，加强国
际合作，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刻不容缓。国际社会期待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
理事国向全球发出共同抗击疫情的倡议，共克时艰。

一、共同体从想象到现实
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疫病抗争的历史，也是不断唤醒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历
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化了新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共同体
不再是空中楼阁。当意识形态偏见、“文明冲突”、政治分野等人为因素制
造世界的分裂和不信任时，病毒这一共同敌人却正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将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历史上霍乱、
天花、鼠疫、1918—1919 年大流感、SARS、H5N1 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
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交叠肆虐，对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造成重
大威胁。在全球化高度发达的 21 世纪，疫病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均前所未有，
影响至深。疫情大流行、生态灾难、气候变暖、粮食危机、水资源短缺等等
都可能演变为一个个混合型危机，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2020 年 3 月习近
平主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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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生命至上，“人的安全”重于一切。人类生活的星球已经变成“地球村”，
个人的健康与他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
能是一座孤岛，不能完胜“没有国界”的病毒威胁。世界卫生组织（WHO）成
立于 1948 年 4 月 7 日，其诞生标志着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机制化，是人
类与疾病抗争史上的里程碑事件。WHO 在推动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与国际社
会团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疫情形势严峻，WHO 为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
中心协调作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抗击疫情是一场关乎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战争。面对来无踪去无
影的病毒敌人，需要的是充足的医疗资源，而不是飞机大炮。当疫情浪潮汹
涌袭来、横扫全球时，所有国家均措手不及，不得不仓促应战，口罩、呼吸
机成为最紧俏的战略物资。即便是拥有最先进技术与设施的发达国家，同样
出现医疗资源被“挤兑”的严峻局面，更何况那些本来就医疗资源稀缺、力
量薄弱的国家。经此一战，世界各国都应当增加对医疗资源的投入，以便更
加从容地应对不测。引人注目的是，中医在这场抗疫战中功不可没，特别是
中西医结合得到实战的充分检验，成功挽救了不少生命。这说明中西医并非
零和竞争关系，而是互助互补，相得益彰。
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更大风险挑战还在后面。疫情将对经济、
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世界经济今年将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尤其需要关注其外溢效应，如加剧不平等，引发社会仇恨、种族歧视，导致
社会动荡与混乱等。而那些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遭受的冲击将更
大。同时还有一些国家至今仍然遭受经济制裁，连抗疫物资都无处购买，疫
情将加剧其人道主义灾难。因此，为了确保“人的安全”，国际社会应当加
强协调，消除壁垒、降低关税，畅通贸易，为全球经济复苏、社会发展创造
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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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秩序
以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为底色，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较量与碰撞日趋
激烈。多边主义秩序的基础是共同体意识，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多
边主义将发挥积极作用，全球性问题只能以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化解；多边主
义顺应时代潮流，追求的是互利共赢。单边主义秩序的基础则是一家独大，
唯我独尊，以邻为壑，奉行丛林法则，追求的是你输我赢。两种秩序的角力
将决定世界未来的走向。
诚然，新形势下多边主义面临不少新的挑战。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让各种
地区、全球的多边机制如雨后春笋般迸发而出，互联互通大行其道，进一步
塑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事实证明，多边主义、国际多边机构有助于维
护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全球共同利益。但同时，全球化也模糊了“国
家”的边界。危机时刻找回“失去的国家”成为涌动的社会思潮，让国家中
心主义有了新的市场。疫情危机既严重冲击多边机制，也暴露了多边机制自
身缺陷。一些多边机制在危机面前作为有限、行动迟缓、形同虚设。
危机既可拉近也可分裂大国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9·11”事件、
金融危机、埃博拉疫情等重大危机面前，大国很快搁置争议，凝聚国际合作
的力量，搭建合作的平台，提振共克时艰的信心。上述可视化的行动让人们
看到国际合作是应对危机的最佳方式。相比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
经数月，大国合作仍步履蹒跚，各自为政多于相互协调。可见，“国家”意
识的凯旋还源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倡议。由于缺失有效的国际协调
与合作，各方自扫门前雪，进一步刺激国家中心主义的高涨。加上意识形态
偏见成为一种政治病毒，如一些政客热衷于“甩锅”，转嫁责任，令大国关
系每况愈下。美欧为争抢医疗物资而反目，嫌隙扩大；美俄关系再遭重创，
改善难度不小。
透过现象看本质，此轮大国关系的分歧反映了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对峙
的加剧。“美国优先”不过是单边主义的包装，它使美国从国际公共产品的
提供者变成我行我素的“独行侠”。美国认为受到国际机制的束缚，便从多
个国际机制中抽身，迄今已经退出诸多国际机制或协定，对多边国际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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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构成威胁。美国企图将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转化为大国地缘政治的竞
争，不断推责，转嫁矛盾，分散精力，给病毒可乘之机。美国对 WHO 以“断
供”相逼，其豪横的背后是：谁出的钱多就得听谁的。然而，WHO 姓“世界”，
并不姓“美国”。4 月 24 日 WHO 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正式启动“里程碑式”
的国际合作倡议，以加速新冠肺炎相关疫苗、诊断工具和治疗工具的研发、
生产和公平分配，却遭到美国的抵制。此前，二十国集团（G20）卫生部长会
议原本要发布一份公报，承诺加强 WHO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赋权，但会
议公报因美国反对而流产。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关键时刻，美国对 WHO 说“不”
无异于自我孤立。美国单边主义做派削弱了全球共同抗疫的努力。
尽管如此，单边主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与抵制。越来越多的国家
认为，在全球性挑战日益迫近之时，国际社会必须联手互助，多边机制是应
对全球性挑战的有力工具。国际社会普遍支持 WHO 发挥领导作用以凝聚全球
抗疫力量，挽救更多生命。3 月下旬召开的 G20 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表声明，
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这一共同威胁。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于
4 月初首次通过专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议，呼吁加强应对疫情的多边合
作。中国与中东欧 17 国、东盟与中日韩、东盟与中国等地区合作得到加强，
有利于促进合作、相互支持，共同防控疫情。同时，中国与俄罗斯、欧洲国
家的防疫合作也可圈可点。
全球化的大江大河不会因为疫情而断流，不仅如此，全球化已经将人类
的命运日益紧密地镶嵌在一起，携手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各国责无旁贷。
难以想象疫情之后，大家闭关自守，老死不相往来。疫情挑战令人目不暇接，
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单边主义、以邻为壑换不来独善其身，惟有团结合作、
并肩向前，人人安全，才会有自身的安全，实现这一目标的密钥就是坚持多
边主义。

三、中美角色转换
中美曾经在面临危机时有过良好的合作，不仅增进了中美关系，而且维
护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但“过去的好时光”不再重现。中美关系因为贸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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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已经下滑，此次疫情本应当成为双方携手合作的机会，却因美国一意孤行，
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造成中美关系新的裂痕，增添了中美关系未来
的悬念。
为什么中美在“9·11”事件、2008 年金融危机时都能求同存异、团结
合作，而这一次面对波涛汹涌的疫情，两国却渐行渐远呢？前两次危机都发
生在美国，从一开始美国就迅速采取行动，发挥了“领导作用”，形成了“美
国领导 + 中国参与”的互动模式，增进了中美的共同利益，拉近了中美关系。
而此次疫情首先在中国暴发，中国成为抵抗疫情袭击的前线，被迫走上前台。
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中国果断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中国一边做好自身防控，一边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加快复工复产，向国际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有力地支
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遭遇感同身受，没有袖手旁观，
这既是投桃报李，也是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而采取的行动。
相比前两次危机，在这次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重大危机面前，中美角色
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中国发挥“引领作用”；美国却自顾不暇，出现“领
导缺失”。其实，早在特朗普上台伊始，美国就在多个领域只讲自身利益、
推卸责任，选择放弃国际“领导者”角色，本次疫情中的消极表现只是美国
抽身的延续而已。
中国无意替代谁“领导”世界。中国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是在承担应有
的责任，却被误读为要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实际上，不论中国做与不
做、做多做少，都会招致别有用心者的指责。美国以“大国竞争”、零和思维、
权力转移的紧张心态贬损中国的作用，炒作中国借机在“输出模式”、搞“口
罩外交”、争夺国际“领导权”、扩大“地缘政治影响”等，白白浪费了两
国合作抗疫的机会。
关键问题在于，华盛顿一些人试图利用疫情来削弱别国，人为制造分裂。
疫情之初，美国一些政客就有一种趁人之危、幸灾乐祸的心态，误将中国之“危”
视为美国之“机”。美国政府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而美国民间却给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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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的帮助。中国却不计前嫌，向美国提供医疗物资。截至 4 月 20 日，中国
已向美国提供了超过 24.6 亿个口罩，这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能分到 7 个口罩。[1]
然而，华盛顿一些政客为了推卸责任，掩盖应对疫情不力的真相，将中国作
为替罪羊，不负责任地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由于
美国的国际舆论动员力和影响力较大，其破坏力也甚巨，很容易让一些不明
就里的人跟风起哄。多边机制曾是中美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由于美国不断“退
群”导致中美关系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双方转寰回旋的空间逼仄，加大了
中美打交道的难度。遗憾的是，疫情危机没有让中美携手合作，反而加大中
美之间的矛盾，成为所谓“大国竞争”战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病毒面前，没有旁观者，没有加害者，都是受害者。与世界通力合作、
同舟共济、抗击疫情，中国不能缺席。人类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
花。可见，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如果中美在应对疫情这样一个全球性
挑战时都不能友好合作，恐怕在其他地方合作的机会将更加渺茫。这次疫情
危机是一场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但绝不应当错误地简化为中美危机。
后疫情时期的世界需要修复，经济需要重建，任务异常艰巨，仍需要中美放
下包袱，相向而行。2020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
话时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
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关系。
综上所述，着眼当前和今后形势的发展变化，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需要加强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支持 WHO 在全球抗疫合作
中发挥领导作用，支持 G20 发挥沟通协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领导人应当求同存异，坚定
信心，团结协作，发挥全球抗疫的领导作用。

[1] “华春莹：中国提供给美国的口罩，够每个美国人分 7 个”，中国青年网，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m.youth.cn/qwtx/xxl/202004/t20200426_12304104.htm。（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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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双重作用
[1]

崔洪建 *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此起彼伏的胶着状态，短期内难见分晓。
由于人类对新冠病毒尚缺乏足够认识，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措施也各不相同，
导致疫情持续时间和扩散范围存在不确定性，其对世界格局的冲击和对国际
秩序的影响也仍有变数。疫情将对此前已经出现的一些变化起到助推作用，
同时也会催生出重塑格局的思想和行动。助推与重塑将是影响未来的两个基
本动力，疫情前后的世界有何不同，将取决于两者既相关联又相矛盾的相互
作用。无论疫情将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助推器”还是“分水岭”，国际政
治的内涵更新、全球治理的议程变化以及全球化经济基础的改造等，都是正
在发生并将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重大趋势。

一“助推器”还是“分水岭”？
、
在疫情发生之前，世界格局已经出现一些变化趋势：在与逆全球化思潮
近乎白热化的争论中，全球化的前半程走到了十字路口；一些国家的政治生
态发生显著变化，“身份政治”回潮，安全观念泛化，保护主义抬头，政策
趋向保守；大国间竞争的对抗性增强，并逐渐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
全球治理领域斗争激烈，多边主义受困，公共产品赤字扩大。疫情冲击之下
的一些乱象体现并且加强了这些趋势：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各自为战
甚至以邻为壑的政策，国别和种族歧视、相互关闭边界和截留医疗物资的行
为不仅体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和“利己民族主义”的合流，也似乎击穿了全球
化有关“国际分工带来相互依存进而增进共同利益”的逻辑，再次印证了“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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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相互依存不能限制国家主权，不能改变追逐各自利益的基本现实，因此
也不会自动导致和平和合作”的现实主义论断。即便在疫情最炽的时候，大
国间竞争也有增无减并以政治化、污名化的形式延伸至公共卫生领域。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短板和缺陷，世界卫
生组织（WHO）作为专业国际机构也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难以完全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继黑死病、1918—1919 年大流感等
大规模传染病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之后，被赋予了某种颠覆性的历史意义，成
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一个“分水岭”：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可能将遭到极大削弱，
从此逆转并走向解体；国际体系向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单位和力量来源的“无
政府状态”回归；大国间竞争难以管控，多边体系难以为继，力量多极但无
序竞争的格局正在出现。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在人类应对传染病的历史经验
和现有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上，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成为世界格局变化进程中另
一种意义上的“分水岭”：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和理念将被改造而不是被彻底
放弃；主权国家能在危机时期发挥突出作用但也进一步暴露出在缺乏国际协
作的情况下国家力量的短板；在大国竞争加剧和蔓延的同时，意识形态对立
和集团对抗的意愿和能力也在被削弱。
新冠肺炎疫情正以助推和重塑两种力量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和影响，因
此疫情前后的世界之间不会骤然断裂、截然不同，国际秩序是回到“更糟糕
的昨天”还是走向“不会更糟的明天”，取决于当前国际社会向何处思考、
从何处着手，取决于国际政治内涵的更新和塑造、全球治理议程的变化和改
革以及对全球化经济基础的改造。

二、国际政治内涵的更新
由于疫情改变了交往方式，在公众生活和外交活动停滞的同时，更密集
的公众讨论和国家间的舆论互动成为疫情期间国际政治交锋的集中体现。围
绕疫情应对的“叙事之争”及其后的“制度比较”将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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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竞争的主要内容。“叙事之争”的主要目的是为政
策和行为效果的正当性、合理性提供解释，在疫情背景下同时具有在国内维
护政治合法性和在国际政治中提升主导权的功能。更能有效应对危机的国家
具有话语权优势，但一些国家也会通过转移叙事方向、改善叙事技巧来尽力
消解他国的优势。
“各国应团结应对”与“各国靠自身优势胜出”之争，“民主国家无力
应对”与“集权国家强力胜出”之争以及“东方威权社会易于动员”与“西
方自由社会难以管理”之争是当前“叙事之争”的主要内容，但这些争论背
后的逻辑没有超越西方对“权力转移”的所谓“忧患意识”。美国学者认为，
“疫
情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从西向东转移。韩国、新加坡表现最好，中国在经历
最初的混乱之后管理得很好。但欧美国家却对此表示怀疑，行动迟缓，削弱
了西方品牌的力量。”[1] 但也有观点将“东方”进一步按政治体制进行划分，
认为“专制或民粹主义者并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做出成功反应的韩国和新
加坡是民主国家而不是由民粹分子或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如何应对疫情等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结构、文化支撑和资源转换
等综合能力的集中检验，任何单一的文化或制度解读都显单薄，不能提供令
人信服的答案。弗朗西斯·福山的认识就更为客观，“有效应对疫情危机的
主要分界线不是东方专制与西方民主之别。决定绩效的关键因素不是政权类
型而是国家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2] 各国对疫情的认识及应对正在
消解传统国际政治对“东方 - 西方”“专制 - 民主”的狭隘认识，并催生出
新的认知角度和叙事方式，这将成为国际政治内涵更新的主要方向。
大国竞争是在“权力转移”视角下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否接受这一视角，

Stephen Walt, “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Foreign Policy, March 23, 2020,
[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上网时
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2] “Francis Fukuyama on Coronavirus and the Crisis of Trust,” Financial Times, April 16,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a42ba47c-2433-410f-8c5d-1753d4728570.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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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俄等国家和地区在疫情期间的应对及其成效将凸显出治理能力
竞赛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大选年背景对疫情应对的
影响，在全球合作抗疫中顽固坚持“美国优先”的单边逻辑和行为，利用“溯
源”、“追责”和“索赔”等政治污名化手段试图赢得“叙事之争”等做法，
都让其继续处于软实力下降的轨道。欧洲在早期对疫情的仓促应对，欧盟公
共卫生权能的缺失和内部围绕关闭边界、发行“新冠债券”的争吵，都让其
内部权力结构调整和一体化出路处于关键但是尴尬的境地。俄罗斯的国内政
治议程、经济发展负担和相对孤立的国际处境使其防疫压力增大，保持在乌
克兰东部的小规模摩擦和借宣示“易北河精神”调动与欧美国家关系等，体
现出俄罗斯为摆脱困境沿用其通过军事和外交向外发力的传统套路，以及试
图在国际政治内涵变化的背景下占据有利地位的抱负。中国在防疫中的突出
表现和美国的针锋相对，强化了中美竞争的氛围和预期，有人甚至预言分别
以中国和美国为主导的“新旧秩序之争”已经出现。但在疫情给国际社会提
出的复合挑战面前，无论一些国家或人群对新一轮大国博弈甚至“新型冷战”
有多么热切的期盼，医治疫情带来的创伤、总结经验教训去提升治理能力、
从改革全球治理议程的角度去寻求应对下一次危机的可行方案，将是疫情过
后各主要行为体更应当追求的目标，也是国际社会在疫情的惨痛经历中应当
始终保持的正确价值观。

三、全球治理议程的改革
对疫情影响世界格局的最悲观预期是由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导
致地缘政治冲突，产生“‘9·11’事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 埃博拉病毒”
似的叠加效应。全球性重大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篇之际，
这种对危机叠加的忧患不无道理，疫情期间美国股市发生多次“熔断”和国
际能源市场的不正常波动足以证明危机具有强烈的联动效应。为避免世界格
局因危机叠加而滑向混乱无序，认真应对久拖不决的全球治理改革问题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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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急迫，疫情不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还将倒逼出新型全球治
理的基本形态和建设方向。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不断同病毒和瘟疫作斗争的历史。在全球化
推动下已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需要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可持续和有效率的
全球公共卫生机制来加以维护和巩固。近年来，在抗击 SARS、甲型 H1N1 流
感和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已经开展了一些双边、局部的有效合作
并取得积极经验，但距离全球性、可持续和更紧密的合作还有差距。为此需
要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有效改革，但方向不是一些国家针对别国的“问责”
更不是任性地拆台，而是进一步提升现有多边机制的权能并增加资金支持力
度，同时针对疫情区域性传播的特点，鼓励各国各区域积极开展合作，并将
双边或小多边公共卫生合作扩大至区域范围内。为此现有的中日韩联防联控
机制、东盟框架内的公共卫生合作都需要保持和巩固，并适时升级和拓展为
泛亚太区域的公共卫生合作。同时欧盟、非盟等区域联合机制也应从当前着手，
推进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亚欧、亚欧非之间以及更大
范围内的区域合作。
大范围疫情在提出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区域和全球治理重大课题的同时，
还将在全球人口流动、全球粮食供应等后发问题上对全球治理提出严峻挑战。
在疫情冲击及其长期影响下，获取并维护生命安全保障将成为今后全球人口
流动的新动力，疫情之后人口从医疗和保健能力不足的国家流向拥有更好医
疗服务国家的趋势将大大增强。为此希腊和土耳其边境上百万难民的处境更
令人担忧，从中美洲到墨西哥和从中东到欧洲的移民危机也将再次加剧。同时，
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暂停、物流供应中断和部分国家限制农产品出口，还将
增大出现全球性粮食危机的风险。对于维护生命健康安全和粮食安全，现有
全球治理体系在目标方向、体制机制上都付之阙如，如何在推进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框架内更多体现上述安全维度将是疫情期间和之后全球治理改革的主
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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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经济基础的改造
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对作为全球经济中心和产业链枢纽的东亚、欧洲和北
美造成严重冲击，让原本就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大范围的停
工停业和难以同步的复工复产加剧了经济发展困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部分
断裂更暴露出由比较优势和市场原则决定的全球化经济基础的脆弱性。这一
脆弱性被各国医疗防护物资的普遍短缺状况放大，不仅将在观念上强化疫情
之前一些经济体已经开始谋划的产业调整方向，还将在政策和行动上推动全
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这意味着此前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将经历一
次深刻的改造。
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维护“经济和产业安全”的产业布局调整方向将进
一步清晰，尤其是在新兴和战略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布局将成为趋势。在市场
规律作用下，疫情之前特朗普政府有关“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计划受到来自
产业界不同程度的抵制，推进缓慢。但疫情期间美国暴露出来的产业链在外
并失控问题，会被美国政府加以政治利用，不仅将进一步坚定其推进相关产
业回流的决心，也将帮助其把“维护安全”而非“创造利润”树立为新的政
治正确性，从而消除来自产业界的抵制。欧洲在疫情之前已经推出其产业发
展战略，提出要在绿色、数字等新兴产业和能源、电子和基础设施等战略产
业实现全产业链布局并发挥引领作用，疫情将加快其行动步伐。另一方面，
疫情期间医疗物资和设备的普遍短缺，将使各主要经济体将生命安全、政治
安全和供应安全计入经济成本中加以考虑，不仅将把医疗、粮食等事关安全
的产业纳入战略考虑，还将推动对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实行就近布局。特朗普
政府在 3M 医用口罩的生产和供应问题上的表态，可以被看作今后美国供应链
调整的方向。而对于“整个欧洲不能生产一片扑热息痛”“70% 的医疗防护
设备在欧洲以外生产”的痛苦经历，也将促使欧洲更积极地实施其供应链改
造计划。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的“经济区域化”极有可能取代现有的全球产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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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分工，成为全球化未来的经济基础和形态。美国着力打造的美洲自贸区、
欧盟推进的泛欧洲经济区和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渐成三足
鼎立之势，预示着未来全球化的新态势。但这仍将是一个渐进和曲折的过程，
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前景不应是各地区实行经济割据，这将完全丧失市场比较
优势带来的利益，得不偿失。一些将经济区域化的发展等同于“去全球化”
的观点，不仅在观念上是对全球化的片面和狭隘理解，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
同时，在维护安全和获取利润之间能否保持合理的平衡，将决定这种新态势
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因为安全观念的泛化和绝对化最终将导致市场
失灵并损害经济本身，进而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某些将“去全球化”视为“去
中国化”的论调，显然也没能对安全与利润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出正确理解。
因此在疫情之后，能否在发展区域经济的动力和维护全球化利益分配公平格
局之间找到平衡并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命运。
疫情之下，世界大病一场，在失去众多生命、经历无数痛苦之后，国际
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各国之间需要重建信任并重启合作。疫情之下各国经历
大考，无论是应对经济损失还是治理困境，都需要改革体制并提升能力。这
应当成为在经历疫情洗礼之后，世界格局应有的变化方向。

【完稿日期：2020-4-30】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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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G20）已将全球卫生治理列入关注议题，“在应对

[1]
全球卫生挑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
G20 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既有其优势，

*
本文是 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冠”专项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全
球卫生治理和国际合作机制”（项目号：72042014）的阶段性成果。
[1] “G20 Leader’s Declaration: Shaping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Hamburg, July 7/8, 2017,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955/g20-hamburg-leaders_-communiqu%C3%A9.pdf.（上
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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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诸多挑战。积极开展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是 G20 发挥全球卫生治理
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拓展其他全球治理功能的重要路径。

一、G20 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
尽管 G20 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心仍在经济领域，[1] 但非正式性的运作机
制为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议程提供了可能，全球卫生治理已成为 G20 的重要
议程之一。在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撕裂和经济衰退风险下，
G20 全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与使命。2019 年 6 月，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 G20 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健康是一种政治选择，为了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G20 领导人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做出这个选择。[2] 总的来看，
G20 主要从议程设置、融资机制建设、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多边机制开展合作
等三个路径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一）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是行为体拓展和获得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 G20 的全球卫生治
理议程设置来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一是东道主轮值国发挥主场优势影响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在没有常设秘
书处的情况下，G20 东道国在峰会主题设定方面积极发挥塑造作用。2013 年，
德国卫生部首次发布针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国家战略文件，强调“未来几年德
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点是加强全球卫生体系建设，以及采取全球集体行
动共同承担卫生治理责任”。[3] 2017 年，德国作为 G20 领导人峰会东道国，
推动将卫生治理议题列入峰会议程，[4] 并促成召开首届 G20 卫生部长会议。

[1] Andrew Cooper, “The G20 as an Improvised Crisis Committee and/or a Contested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3, 2010, p.741.
[2] Editorial, “G20 Osaka: When Will Global Health Commitments be Realized?,” The Lancet,
Vol.394, No.10192, 2019, p.1.
[3] “Shaping Global Health, Taking Joint Action, Embracing Responsibility,” Federal Ministry
of Health,Germany, 2013, p.41.
[4] Ilona Kichbusch, “A New Global Health Strategy for German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366, July 26, 2019,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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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年度卫生部长会议已成为 G20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重要对话机制。
2018 年，阿根廷推动将该国面临的“营养失调和超重”问题纳入 G20 卫生部
长会议议程。在阿根廷，只有 32% 的 6 个月以下婴儿能够接受母乳喂养，远
远低于南美洲 64.2% 的平均值；另外，有 18.6% 的育龄女性因营养不良患有
贫血，9.9% 的成年男性及 9.5% 的成年女性患有糖尿病。[1] 将营养均衡、超
重及糖尿病等问题纳入 G20 全球卫生治理议程，有助于推动解决阿根廷本国
的卫生难题。作为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日本在 2019 年主办第
三届 G20 卫生部长会议时将“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并
在会议发布的《冈山宣言》中加以强调，“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强有力的医
疗保障体系，需要加强有关疾病监测诊断、老年痴呆症等老年病的进一步研
究”。[2]
二是 G20 领导人倡议推动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德国
总理默克尔的个人推动是德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 年，
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指出，“埃博拉应当同恐怖主义、强迫迁移
等其他全球性问题一样被视为严重的人类安全威胁”。[3] 英国时任首相特蕾
莎·梅也在 2019 年宣布为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筹资 18 亿美元，
并在日本召开的 G20 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希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能够增
加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资金投入，以应对全球传染病威胁”。[4]
在各国领导人倡议下，G20 通过卫生部长会议将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转化
为集体行动。首届 G20 卫生部长会议达成了以“合作共建一个健康未来”为
主题的《柏林宣言》，将管控全球卫生危机、增强全球卫生体系以及应对抗
生素耐药性作为 G20 重点关注的全球卫生问题。G20 卫生工作小组也随之建立，
[1] “Argentina Nutrition Report,” p.1，https://globalnutritionreport.org/media/profiles/v2.1.1/
pdfs/argentina.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2] “Okayama Declaration of the G20 Health Ministers,” October 19-20, 2019, p.5, http://
www.g20.utoronto.ca/2019/G20Okayama_HM_EN.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3] Ilona Kickbusch, et al., “Germany’s Expanding Role in Global Health,” The Lancet, Vol.390,
August 26, 2017, p.898.
[4] Sophie Edwards, “UK Pledges £1.4B to Global Fund, Boosting Advocates’ Spirits,”
Devex, 2019, https://www.devex.com/news/uk-pledges-1-4b-to-global-fund-boosting-advocatesspirits-95213.（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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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进一步发展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加强医疗保障系统覆盖，减轻营养不
良问题，进一步加强卫生危机管控，同时加大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抗击力
度”。[1] G20 领导人峰会或倡议促进了卫生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显性地位。
（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多边融资机制
高效的全球卫生治理离不开稳定的融资机制。G20 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
的 80%，全球贸易总量的 75%，无疑是当今全球卫生治理融资体系的最大贡献
力量。G20 中的发达国家成员均在全球卫生发展援助资金排名中名列前茅，[2]
G20 中的发展中国家也为全球卫生治理融资机制贡献了力量。通过对全球卫
生事业的广泛资金投入，G20 有望重塑全球卫生融资新体系。[3] 2019 年 G20
日本峰会期间，第一届卫生和财政部长联席会议召开，重点是“强化可持续
的卫生融资体系”。会议指出，“各国财政部门同卫生部门的有效合作能够
整体上促进该国卫生事业发展，卫生部长负责制定高质量、财政可持续且平
等的卫生政策，财政部长有责任确保卫生政策得到强有力的资金保障”。[4]
G20 通过多种机制推动了全球卫生治理融资体系发展。发展援助委员会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是 G20 促进全球卫生治理融资体系
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G20 中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是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
员会成员，作为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机构，该委员会将全球卫生
发展援助投入作为重点。全球卫生发展援助约占全部发展资金投入的 13%，
2018 年经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全部卫生投入高达 389 亿美元。[5] 另外，卫生
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也是 G20 各国官方发展
[1] OECD, “Global Health and G20,” 2017, https://www.oecd.org/g20/topics/global-health/.
（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2] Angela Micah., et al., “The US Provided $13 Bill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in 2016, Less Per Person Than Many Peer Nations,” Health Affairs, Vol.36, No.12, 2017, pp.21332141.
[3] Dieleman, J. L et al., “The G20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Historical Trends
and Crucial Questions to Inform a New Era,” The Lancet, Vol.394, June 27, 2019, p.174.
[4] “G20 Shared Understand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UHC Financ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Toward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June 6, 2019, p.2, http://www.g20.utoronto.
ca/2019/annex8_1.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5 日）
[5] Joseph Dielem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Global Health Financing,” The Lancet,
Vol.393, June 1, 2019, p.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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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帮助中低收入国家改善卫生状况；同时，卫
生发展援助资金也可由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供。[1] 目前，全球卫
生发展援助的典型机制包括世卫组织、国际卫生伙伴关系及相关行动（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hip and Related Initiatives）、卫生体
系基金平台（The Health System Funding Platform）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 on HIV/AIDS）等。
G20 还通过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公私伙伴关系机制促进全球卫生治理融
资。公私伙伴关系指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进行合作，共同参与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向公众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的新型合作机制。全球卫生治理的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机制旨在通过社会和政府多方合作，共同承担风险责任，共同参
与全球卫生决策过程，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全球卫生危机。[2] 世卫组织已将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 21 世纪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推进。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在全球卫生领域已广泛出现，全球基金、全球疫苗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
（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被忽略疾病药物研发组织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等都颇具代表性。G20 积极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机制建设，近半数成员都是全球
疫苗联盟和全球基金的重要捐助国，[3] 为全球疫苗联盟和全球基金做出了重
要资金贡献。
（三）影响主要相关多边机制
世卫组织、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平台。当前，
世卫组织处于重要变革和转型期，G20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必将对其产生重

[1] 唐昆、赵英希、李春燕：“卫生发展援助在国际及国家援助体系中的协调机制”，《中
国公共卫生管理》2016 年第 5 期，第 632 页。
[2] Rachel Taylor and Joe Alpers, Exploring Partnership Governance in Global Health, 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8, p.5.
[3] GAVI, “2018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https://www.gavi.org/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2019/GAVI%20Alliance%202018%20Annual%20Financial%20Report.pdf; “The
Global Fund, Pledges and Contributions Report 2019,”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media/9603/
corporate_2019annualfinancial_report_en.pdf?u=637239176250000000.（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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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2017 年，首届 G20 卫生部长会议发布的《柏林宣言》指出，G20
将严格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角
色，并将同世卫组织密切合作，共同解决全球卫生危机；期望世卫组织加
强资金体制改革和人员结构调整，以更好应对全球卫生紧急事件。[1] 第二
届 G20 卫生部长会议发布的《马德普拉塔宣言》进一步承诺，将提供资金支
持世卫组织建立并完善全球卫生应急储备资金制度（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2] 第三届卫生部长会议发布的《冈山宣言》宣布，G20 将同
世卫组织一道为“全民健康覆盖 2030”共同努力。[3]
G20 的全球卫生治理发展目标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高度契合，相互促进，成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二重奏。G20 的全球卫生治
理政策目标之一是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了“全民健康覆盖”，而 G20 卫生部长会议已将其
作为其重要议题之一。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引入 G20 全球治
理议程，有助于“为 G20 设立一个新的中长期目标，克服集团内部制定有关
政策的迷失感”。[4] 在一定程度上，G20 可通过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有专家指出，“可持续发展议
程需要 G20 参与并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纲领中发挥引导作用，而 G20 参与
全球卫生治理同样有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部分目标的实现”。[5]

[1] “Berlin Declaration of the G20 Health Ministers,” May 19-20, 2017, Berlin, Germany,
https://www.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de/fileadmin/Dateien/3_Downloads/G/G20Gesundheitsministertreffen/G20_Health_Ministers_Declaration_engl.pdf.（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2] “Declaration: G20 Meeting of Health Ministers,” October 4, 2018, Mar del Plata, Argentina,
http://www.g20.utoronto.ca/2018/2018-10-04-health.pdf.（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3] “Okayama Declaration of the G20 Health Ministers,” October 20, 2019, Okayama, Japan,
http://www.g20.utoronto.ca/2019/2019-g20-health.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4] 朱杰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G20 机制转型”，《国际展望》2016 年第 4 期，
第 44 页。
[5] Sunisha Neupane, et al., “SDGs, Health and the G20: A Vision for Public Policy,” Economics,
Vol.12, No.35, 2018,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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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20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因
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国际社会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面临着共同的脆弱
性（mutual vulnerability），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遭受卫生危机的危害。[1]
G20 成员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面临的共同威胁，成为 G20 参与全球卫生治
理的客观动因。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促使 G20 在全
球卫生议题领域采取积极行动。G20 本身的运作机制特点不但为治理议题的
扩展和政策共识的达成创造了条件，而且为该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共同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
埃博拉疫情和寨卡危机是 G20 将全球卫生治理纳入议程的直接原因。
2014 年，埃博拉疫情蔓延整个西非大陆，使国际社会暴露在“共同脆弱性”
之中。2014 年 9 月美国出现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例；1 个月之后西班牙出
现确诊病例，这意味着埃博拉病毒穿越了发达国家建立的针对传染病的“马
奇诺防线”，对 G20 成员国产生了直接威胁。随后不久，寨卡病毒开始在全
球肆虐。据统计，2015 年至 2017 年，寨卡病毒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国家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达到 70 亿 ~180 亿美元，巴西、美国和加拿大都“可
能难以承受寨卡病毒带来的卫生和经济威胁”。[2]
上述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直接触发了 G20 针对全球卫生安全的应对机制。
2014 年 G20 布里斯班峰会期间，领导人就埃博拉疫情发表《布里斯班声明》，
表示将“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国际努力能够消灭这一疫情，并解决疫情导
致的经济与人道主义问题”，[3] 这是 G20 成立以来首次以领导人官方声明形
式发表全球卫生治理承诺宣言。

[1] Ivan L. Head, On a Hinge of History: the Mutual Vulnerability of South and North,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232.
[2] UNDP, “A Socio-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ZIKA Viru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7,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a-socioeconomic-impact-assessment-of-the-zika-virus-in-latin-am.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3] 郭炘蔚：“G20 峰会发表声明 承诺尽力‘消灭’埃博拉疫情”，中国新闻网，2014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11-15/6780372.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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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功能失调
作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多边机制，近年来世卫组织应对全球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表现欠佳，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又弱化了其自主决策能力。
在多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中，世卫组织因“过度反应”或“反
应迟缓”饱受诟病。2009 年初甲型 H1N1 流感暴发后，世卫组织迅速宣布其
为“国际关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各国做最坏打算。此后，世卫组
织被指控为获得大额资金捐赠，故意夸大甲流危害性，以帮助国际制药巨头
推销流感疫苗。[1] 欧盟官员将这一事件称为“本世纪最大的医学丑闻之一”。[2]
2014 年年初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共和国扩散，然而直到 2014 年 8 月疫情大
规模暴发后，世卫组织才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反应迟缓，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3] 联合国不得不专门成立“埃
博拉紧急应对联合国使团”加以应对。
此外，世卫组织面临的财政危机导致其自主决策能力弱化。世卫组织预
算主要源自成员国会费及有指定用途的自愿捐赠。会费的“零增长原则”导
致世卫组织严重依赖自愿捐赠，来自发达国家的自愿捐赠占其总预算的 80%
以上。[4] 然而，自愿捐赠并不利于多边治理，国际组织的权威被分散到捐助
国手中，[5] 全球卫生的优先事项遭到扭曲，组织的自主性和全球领导地位被
极大削弱，其决策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也遭到质疑。谭德塞强调，组织有必要
努力促进经费来源多元化，以避免对某些捐赠方的过度依赖。[6] 然而，在成
员国评定会费绝对数量增长冻结的情况下，世卫组织对自愿捐赠的依赖困境
[1] Rob Stein, “Reports Accuse WHO of Exaggerating H1N1 Threat, Possible Ties
to Drug Maker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1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6/04.（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
[2]

Michael Fumento, “Why the WHO Faked a Pandemic,” Forbes, February 5, 2010.

[3] Kate Kelland, “Global Health Experts Accuses WHO of Egregious Failure on Ebola,”
Reuters, November 23, 2015.
[4] Mushtaque Chowdhur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verhaul or Dismantl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106, No.11, 2016, p.1911.
[5] Erin Graham, “Money and Multilateralism: How Funding Rules Constitute IO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7, No.1, 2015, p.175.
[6]
p.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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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难以扭转。
（三）组织活力的维持和成员国的政策偏好考量
作为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G20 就特
定议题展开协商并达成共识的议程设置模式，能够考虑到个别成员国的政策
偏好，有助于不断拓宽议题框架。从全球金融危机治理到跨国反腐败合作，
从全球能源治理、气候变化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G20 在原有对话机制基础
上不断构建新的开放式合作。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代表人物厄
恩斯特·哈斯最早提出了有关国家合作的“外溢”效应，即一个组织的任务
功能将随着该组织从已经和正在执行的各种任务中获得的经验而不断扩展的
过程。[1] G20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能源治理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为其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借鉴，即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卫生领域的“功能性外
溢”。有学者认为，议题设置及其有效性是 G20 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力的五大
重要决定因素之一。[2]
在具体议程设置方面，讨论议题的开放性也使 G20 能够针对不同国际形
势做出灵活应对。以全球卫生治理为例，G20 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议题广泛，
既包括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全民健康覆盖”“药物可及性”，也包括发达国
家的“抗生素耐药性”“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传染病监测体系建设”，
等等。[3] 全球卫生治理议题的丰富需要参与治理的决策者具备较强的专业性，
G20 卫生部长会议解决了这一问题。非正式的议程设置程序使全球卫生议题
进入 G20 治理议程成为可能，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作为非正式国家间协调机制，G20 没有常设秘书处，这种组织架构具有
[1] 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11.
[2] 杨洁勉：“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国际问题研究》 2011 年第 6 期，
第 55 页。
[3] Gerald Bloom et al., “Next Steps towards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Call for Global
Leadership,”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365, May 24, 2019, p.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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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有利于降低谈判成本，减少国家间合作中的强权政
治和霸权治理。[1] G20 创立以来不断拓展发展议题的讨论，1999 年确立了发
展使命，2005 年将发展议题提升到新高度，明确发布了关于实现均衡发展议
题的声明。[2] G20 以互利发展为导向的协商机制使各国摆脱了传统国际合作
中的安全困境。与此同时，灵活性和包容性也有其代价，如何将“口头协议”
“共
识”高效、强势地转化为实际行动，还需要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一）G20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势
包容性的协商机制有助于全球卫生治理从发达国家“独治”转向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共治”。G20 涵盖了美欧日、金砖国家、中等强国和国际
组织四大群体，它们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 G20 转型和发展的成败。[3]
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和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是 G20 内最为活跃的
两股力量。在全球卫生治理议程方面，截至 2019 年底，七国集团召开了 7 次
卫生部长会议，金砖国家召开 8 次，这意味着双方分别形成了较成熟的卫生
治理合作机制，有望将各自达成的成果在 G20 多边机制下凝聚为合作共识。
此外，G20 跨机制合作的特性使其能够在内部达成平衡。国际机制体现
了大国的利益与政策。[4] 过去，无论是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药品专利权
保护，还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对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义务方
面的轻描淡写，都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与决策权方面
的主导。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往往有利于特权和强势者，而使穷国不相
称地承担了传染病的负担”。[5] 而在 G20 框架下，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卫
生治理中有效发声、参与决策，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全球卫生治理决策的合法
性和公平性。G20 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包容性竞争”，充分
[1] Chand, S., Morrison, J. S., Piot, P., & Heymann, D. L., “From G8 to G20, Is Health Next
in Line?,” The Lancet, Vol.231, June 23, 2010, p.3.
[2] “Meeting of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October 15-16, 2005, http://
www.g20.utoronto.ca/2005/2005communique.pdf.（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3]

杨洁勉：“G20 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第 52 页。

[4]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9.
[5] Roger Detels, Robert Beaglehole, Mary Ann lansang, and Martin Gulliford, Oxford Textbook
of Public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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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地发挥了新型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势。[1]
秉承“发展”治理理念，G20 全球治理跳出了具有排他性的传统安全观。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卫生治理概念往往
被塑造为“传统安全”话题，亦即卫生问题的“安全化”。这意味着发达国
家在面临人类共同的卫生威胁时，更偏重关注自身安全利益。发达国家的全
球卫生治理行为出发点，主要是使其自身免于卫生问题带来的安全风险，而
非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卫生威胁。这一理念势必造成全球卫生治理的“安
全困境”，即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必然会削弱其
他国家的安全感。[2] 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这种削弱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
达国家积极倡议并协助世卫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全球疾病监测体系，而不
是援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共卫生应对能力，力求通过在海外建立传染病预警
系统，为发达国家自身安全提供再保险。二是体现在发达国家对于救命药品
专利权的限制、研发技术保护等，这些限制性政策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应对公
共卫生危机的能力。
G20 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时，秉持以“发展”为核心的
包容性全球治理理念，有望缓解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结构性矛盾。2009 年，
G20 伦敦峰会通过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承诺，包括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进行援助，提供 500 亿美元支持低收入国家社会保障，呼吁为最贫穷
国家提供 60 亿美元特惠贷款等，[3] 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治理政策框架之中。
2016 年，杭州峰会发布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聚焦全球卫
生治理议程。“G20 认识到卫生是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要素之一，也是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承诺支持国际社会采取的全面管控健康风险和
危机的行动，包括从健康风险预防和早期识别到有效应对和康复行动，支持

[1] 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6 期，
第 77 页。
[2]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196.
[3] “Declaration on Delivering Resourc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ondon Summit, April 2, 2009, p.1, http://www.g20.utoronto.ca/2009/2009delivery.pdf.（上网时
间：2020 年 2 月 20 日）

67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
世卫组织的有关行动以及《国际卫生条例》”，“将继续支持就加强全球和
国家卫生体系的可持续和创新融资采取国际行动”，“认为需要以完善、统一、
协调的方式强化卫生体系，促进卫生服务的普遍覆盖，为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应对全球健康威胁奠定基础”。 [1] 由此可以看出，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
持续发展议程”，G20 与联合国全球卫生发展议程保持同步，在卫生发展目
标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面临的挑战
在 G20 内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议程设置方面存在冲突。
G20 囊括了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构成能够拓宽 G20 参
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议题领域，但也容易引发卫生优先事项冲突。G20 内部的“制
度化不平等”依然存在，七国集团仍然掌控主要话语权。甚至有学者认为，
目前 G20 的协议和集体行动将会加剧其内部的权力失衡，大国之间的对话机
制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其他成员国只能充当消极的旁观者角色。[2]
以七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和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为例，2015 年七国集
团卫生部长会议与 2017 年 G20 卫生部长会议的议题高度契合，主要围绕抗生
素耐药性和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设。而金砖国家 2017 年卫生部长会议关注的
重点领域，如“传统医药合作”“药物可及”“药品研发”等依然未能进入
G20 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两者的议题设置区别较大，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在卫生安全优先事项方面存在差异，在全球卫生治理议程设置中的
诉求也不相同。如何提升 G20 内部平等、有效的沟通，是 G20 参与全球卫生
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此外，G20 有关全球卫生治理的宣言或倡议缺乏约束力和行为监督机制 ,
成为其有效发挥全球卫生治理作用的现实羁绊。G20 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合作
方向，其宣言或倡议既不需要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和公布，也无需经过成员

[1] “Global Action Plan o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
2016, p.14, https://www.b20germany.org/fileadmin/user_upload/G20_Action_Plan_on_the_2030_
Agenda_for_Sustainable_Development.pdf.（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2] Robert Benson, Michael Zurn, “Untapped Potential: How the G20 can Strengthen Global
Governan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6, No.4, 2019,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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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立法机构批准。G20 治理机制中问责性的缺位严重制约其治理功能的
发挥。[1] G20 宣言或倡议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成员国完全可以忽略联合宣
言中达成的共识和承诺。对于成员国是否有义务严格履行上一年度卫生部长
会议所作承诺也没有具体规定。G20 年度卫生部长会议虽已机制化，但由于
缺乏约束力和问责性，各成员国无意也无法在一年时间内采取措施严格履行
上一年所达成的共识和承诺。

四、G20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参与及其局限性
2019 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 对全
球卫生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还将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重创。经
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 2020 年经济增长减半，并导
致一些国家经济萧条。[3] 2020 年 4 月 8 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年度贸易
展望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史无前例”，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萎缩 13% 至
32%，超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4] 有学者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
将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5] G20 曾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发
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埃博拉疫情应对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此次全球
卫生安全危机中，G20 积极参与全球抗疫行动，从议程设定、抗疫融资以及
推动机制间合作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同时，在此过程中，G20 本身的治理
局限性也进一步凸显。

[1] Steven Slaughter, “The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G20: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Contest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9, No.1, 2013, pp.71-90.
[2]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Coronavirus COVID-19 Global Cases by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pril 22, 2020,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2 日）
[3] Richard Partington and Phillip Inman, “Coronavirus Escalation could Cut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 Half,” The Guardian, March 2, 2020.
[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Statistics and Outlook,” April 8, 2020, https://www.wto.
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5]
2020.

Robin Niblett，“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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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20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七国集团、金砖国家乃至联合国安理会等
大国协调机制，未能充分发挥预期的协调作用。G20 凭借其机制灵活性优势，
积极参与到全球疫情防控之中。
首先，凝聚全球抗疫政治共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主席强调，
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1] 法国
总统马克龙也敦促采取全球行动遏制病毒扩散。[2] 2020 年 2 月 23 日，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联合公报，表示将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加
强协调；3 月 13 日，G20 发表《G20 协调人关于新冠肺炎的声明》；3 月 26 日，
G20 发表《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强调推动全球合作应对
疫情、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呼吁各国本着团结精神，采取透明、
有力、协调、大规模、基于科学的全球行动，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
一共同威胁”。[3] 为落实上述声明，3 月 30 日 ,G20 发布《G20 贸易部长应
对新冠肺炎特别会议声明》；4 月 19 日 ,G20 召开卫生部长视频会议讨论全
球抗疫合作。自成立以来，G20 从未如此频繁地互动协调共同立场和行动，
推动了 G20 全球合作抗疫所需政治共识的形成。
其次，推动全球抗疫融资体系建设。G20 承诺采取一切必要公共卫生措施，
争取提供足够资金来抑制此次疫情，以保护人民，特别是最脆弱群体；大幅
增加防疫支出以增强各国、地区和全球应对潜在传染病暴发的准备；[4] 与利
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尽快填补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战略防范和应对方案”
的资金缺口，在自愿基础上立即向“世卫组织新冠肺炎团结应对基金”、流
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支持。4 月 12 日，英国已承诺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26 日。
[2] Noemie Bisserbe, Stacy Meichtry, “France’s Macron Urges Global Effort to Contain
Coronavir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2, 2020.
[3]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声明”，新华网， 2020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3/27/c_112577391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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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等机构捐资 2 亿英镑。[1] G20 领导人声明还要求财政部长和央行行
长定期协调并制定《G20 应对新冠肺炎行动计划》，迅速提供适当的国际金
融援助。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挑战，声明还强调“向全球
经济注入超过 5 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
划的一部分，抵消疫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2]

G20 的上述承诺为

全球抗疫融资体系建设提供了指导原则。
最后，促进全球卫生治理相关国际机制间合作。作为非正式的协商机制，
G20 本身并不具备其相关声明和决议的执行主体和能力，相关声明和决议凭
自身力量难以实施，需要借助世卫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实现全球疫情防
控治理目标。“要想成功控制疫情，G20 必须与国际组织合作，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世卫组织”。[3] 此外，鉴于疫情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的影响，新冠疫
情防控本身也需要全球卫生机制和金融机制密切合作。因此，无论是 G20 领
导人峰会声明，还是部长会议声明，都强调了与世卫组织、世界银行、联合
国等全球治理机制合作的重要性。G20 领导人峰会声明强调，G20 致力于同世
卫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战胜疫情。[4] G20 承诺支持全面实施《国
际卫生条例》（2005），并要求世卫组织与有关组织合作，评估大流行病防
范方面的不足，在未来几个月内向财政和卫生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以期建立
关于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的全球倡议。G20 领导人声明或部长决议，有力推
动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机制间合作。
（二）G20 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局限性
G20 通过举行领导人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彰显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其
议程中的优先地位，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诸多局
限性也更加凸显。
[1] Michael Holden “UK Pledges 200 Million Pounds in Aid to Help Stop Second Coronavirus
Wave,” Reuters, April 12, 2020.
[2]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声明”。

[3] Erik Berglof, “A Pandemic Strategy as Global as COVID 19,”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19, 2020.
[4]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声明”。

71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
首先，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大国存在不同甚至对立
的优先事项情况下，具有实际意义的集体行动更是难以出现。2011 年，曾有
专家认为 G20 难以发挥什么效用，一个“G 零”（G0）的世界正在出现，各
国自行其是或成立临时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没有国家能够或愿意担当领导角
色。[1] 英国前首相布朗也认为，G20 内部盛行的“微边主义”(minilateralism),
使其难以完成全球治理使命。[2] 而“微边主义”盛行的原因就是成员国之间
优先事项差异和政治分歧。就本次疫情应对而言，中国和美国并未就共同威
胁展开有效沟通，特朗普政府将疫情防控“政治化”的不当言行为两国合作
平添障碍。在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
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发出有力信号，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3]
特朗普对此却避而不谈。中美之间的分歧决定了领导人峰会声明难以产生实
质性协调行动。声明只起到引导合作方向的作用，各成员国承诺能否落实有
待观察，且声明没有谈到如何通过新的机制化合作推动全球疫情防控。对此
有专家表示，《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只是在宣传各国正
在做的事，并没有提供一个多边的全球愿景。[4]
其次，G2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声明或宣言不具备可执行机制。要
想实现疫情防控目标，至少需要借助以下两种路径之一：建立正式疫情防控
合作机制，或借助诸如世卫组织这样正式的全球疫情防控机制。然而，G20
连常设的秘书处和工作人员都不具备，遑论执行机制。这就导致相关声明或
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纸面。《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
承诺在自愿基础上立即向“世卫组织新冠肺炎团结应对基金”捐款。实际上，
世卫组织早在 2 月 5 日就启动“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呼吁各国募集 6.75

[1]

Ian Bremmer, Nouriel Roubini, “A G-Zero World,”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2]

Laurence Norman, “Gordon Brown Laments G2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6, 2011.

[3]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2020 年 3 月 26 日。
[4] Stephen Kalin, David Lawder, “G20 Leaders to Inject $ 5 Trillion into Global Economy in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Reuters, March 2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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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重点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较高的国家。[1] 然而直到 4 月 17 日，
世卫组织收到的捐款仅为 3.68 亿美元。[2] G20 领导人峰会声明中各国承诺
的捐款意愿能否落实也仍未可知。此外，G20 的议程协调一般由当年东道国
通过设立临时秘书处来组织，东道国有较大空间塑造会议议程。然而，今年
的东道国沙特阿拉伯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并不积极，2 月 23 日的 G20 财政部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即淡化了新冠肺炎疫情构成的风险。
最后，世卫组织协调能力弱化制约 G20 发挥作用。在 G20 本身不具备正
式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只有借助其他正式国际机制才能实现其疫情防控目标。
与 G20 相关议题领域合作的国际机制的治理能力和 G20 对该机制的影响力是
影响 G20 治理有效性关键因素。[3] 因此，G20 全球疫情防控的有效性与世卫
组织能力密不可分。世卫组织无疑是 G20 新冠疫情防控最重要的借助和依托
对象 ,G20 在声明中亦反复强调并承诺与世卫组织进行合作。然而，世卫组织
本身在全球抗疫协调方面也面临不少问题，“世卫组织是一个有效的全球合
作平台，但却缺乏一个全球麦克风来领导全球抗疫”。[4] 特朗普甚至公开指
责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威胁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5] 4 月 19 日 ,G20
召开卫生部长视频会议，希望发布联合公报草案支持和承诺进一步赋权世卫
组织协调全球抗疫，并对世卫组织紧急卫生项目的持续性和资金短缺表达担
忧，敦促捐献者给相关基金注资。然而，美国仅派副部长参加，在其反对下
联合公报“流产”，会议以简短的联合声明草草了结，且声明中对世卫组织
只字未提。[6] 可以预见，在大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之下，世卫组织的协调能力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S$675 Million Needed for New Coronaviru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Global Plan,” February 5, 2020.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tributions to WHO for COVID-19 Appeal,” April 17,
2020,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ors-and-partners.（ 上 网
时间：2020 年 4 月 17 日）
[3] 项南月、刘宏：“G20 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
第 2 期，第 145 页。
[4]

Nicholas Burns, “How to Lead in a Time of Pandemic,” Foreign Affairs, March 25, 2020.

[5] Emma Farge, “WHO Rejects ‘China-centric’ Charge after Trump Criticism,” Reuters,
April 8, 2020.
[6] Patrick Wintour, Fiona Harvey, Peter Beaumont, “US Scuppers G20 Coronavirus
Statement on Strengthening WHO,” The Guardian, April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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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进一步削弱，G20 在全球疫情防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也将面临重
重阻力。

五、结语
全球性卫生危机频发使国际社会期待 G20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
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G20 连续召开领导人峰会和部长会议积极应对，充
分彰显其全球卫生治理转向。然而，G20 发挥全球卫生治理作用面临诸多挑
战，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多边主义举步维艰的背景下，G20 在全球
卫生治理中采取实质性集体领导行动并不现实。面对共同的疫情威胁，惟有
抛开政治分歧，避免疫情防控的“政治化”，强化政治共识和致力于全球卫
生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才是促进 G20 全球疫情防控功能的价值方向。这需
要 G20 各国，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展现责任担当，共同促成有效的全球疫情
防控集体行动。在全球卫生治理协调领域，一个处境日益艰难的世卫组织无
疑将弱化 G20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效率。而无论在政治合法性还是疫情防控
专业性方面，世卫组织仍然是当前唯一能够提供全球抗疫领导力、激发干预
所需信任的国际组织。鉴于 G20 对世卫组织的财政贡献，其对世卫组织拥有
绝对的影响力。因此，G20 有能力通过进一步向世卫组织赋权，提升该组织
在全球疫情防控中的协调能力和资源能力。对于 G20 在全球疫情防控中面临
的客观困境，如干预措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如何在干预政策和经济刺
激政策之间寻求平衡，也值得进一步思考研究。
【完稿日期：2020-5-2】
【责任编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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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扩员后全球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凸显，成为新时

期上合组织发展新的着力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开始起步
到积极参与，再到主动作为的发展历程，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
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呈上扬之势。印巴加入上合组织、中俄强化制
度对接合作和美国大行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是促使新时期上合组织加大
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因。不断丰富的先进治理理念，日臻完善的制度
性建设、日益密切的对外合作使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占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但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内
外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偏见和掣肘、地区形势复杂多变、自身内部
治理不足等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形成制约。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高度充分认识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提升全
球治理在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中的地位，注重提高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建设进程，不断创新参与全球治
理方式，为建立公正、合理、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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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治理一直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的基本任
务之一。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剧变和自身实力上升，参与全球治理在上合
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趋凸显。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明确提出
了全球治理的“上合主张”，强调要以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
全为基础，构建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1] 这是成员国
基于共同需要达成的重要政治共识。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全球泛起，
青岛峰会专门就贸易便利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发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坚
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上合强音，成为上合组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标志性
事件。2019 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宣言进一步强调，应继续完善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通过深化合作不断强化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系，为开展经贸和投资合作创造透明、可预见和稳定的条件，反对国际贸易
碎片化和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2] 2019 年上
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联合公报强调，通过完善谈判、监督、争端解决
等关键职能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以提高其工作效率。[3] 显而易见，全球治
理已成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合作的重要议题和优先方向，其发展走向不仅关系
上合组织的前途命运，也将对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一、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历程
上合组织是在“上海五国”机制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新型区域性国际组织。[4]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全文）”，新华网，2018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1/c_112296498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全文）”，新华网，2019 年 6 月 1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5/c_1124625929.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联合公报（全文）”，
新华网，2019 年 11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03/c_1125185470.htm。
（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4] 戚振宏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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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力实施区域治理的同时，随着成员、合作领域、合作机制的不断扩大和
完善，上合组织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呈现逐渐加大之势。自 2001 年成立至今，
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从 2001 年成立到 2008 年，这一阶段是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起步阶
段。首先，上合组织将全球治理确立为自身基本任务之一。上合组织在成立
宣言中明确指出致力于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 并
在 2002 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 2007 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得到进一步确认，[2] 从而使全球治理与维护
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并行成为上合组织的三大任务。2004 年 12 月，联
合国赋予上合组织联大观察员地位，标志着上合组织获得了世界上最具权威
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认可，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保障。其次，
上合组织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理念。上合组织在国际关系领域首倡以“互信、
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涵的“上海精
神”，积极践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合作观和新文明观，为全
球治理理念贡献了“上合智慧”。最后，上合组织提出全球治理的新主张。
上合组织着重针对国际政治安全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发出上合声音，提出“上
合方案”，如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
全面公约》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3] 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协调
作用下建立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全球体系；[4] 制定不在外空部署武器，不针
对外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全面协议；[5] 支持联合国和安理会进行合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央视网，2001 年 6 月 15 日，http://www.cctv.com/
special/1037/-1/88231.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国人大网，2002 年 10 月 22 日，http://www.npc.gov.cn/wxzl/
wxzl/2002-10/22/content_301223.htm；《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
人大网，2008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8-12/24/content_1467393.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签署联合声明（全文）”，中国网，2002 年 1 月 8 日，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2-01/08/content_5094388.htm。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全文）”，人民网，2002 年 6 月 7 日，http://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0607/747610.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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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必要的改革；[1] 加强战略稳定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体系；
加强国际信息安全合作等。[2]
这一时期是上合组织初创阶段，由于忙于内部建设，加之成员国自身条
件不足，如当时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多数成员国
还是非世贸组织成员，因此，这一阶段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领域更多扮演了
跟随者角色，实际影响和作用十分有限。
从 2008 年到 2017 年扩员前，这一阶段是上合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阶段。首先，中国和俄罗斯开始积极参与并组建具有全球治理功能的国际
机构，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上合组织的双引擎，
中俄两国 2008 年双双加入二十国集团，2009 年共同参与组建了由新兴国家
组成的金砖国家机制，加之两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使中俄在
全球治理中得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成为中俄更加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次，中俄大幅提升了全球治理在本国外交
中的地位，分别提出了具有全球治理向度的重大倡议，并把上合组织作为不
可或缺的实施平台。2013 年至 2014 年，中国提出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全球治
理中国方案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同时倡
议和支持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大大丰富充
实了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手段，增强了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
底气和信心。俄罗斯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设想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意在新
的地区和国际秩序重塑中占据应有一席。[3] 更为重要的是，2015 年中俄签署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声明，明确提出将上合组织作为“一
带一盟”对接平台，从而为上合组织在中俄推动下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
提供强大助力。最后，随着大部分成员国加入世贸组织，上合组织开始更多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2005）”，中国网，2006 年 6 月 13 日，http://
www.china.com.cn/chinese/HIAW/zhuanti/gjyj2/124043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声明”, 中国驻欧盟使团网站，2006
年 6 月 15 日，http://www.chinamission.be/chn/zgwj/t34657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3] Караганов С.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Октября 2016, https://rg.ru/2016/10/24/politolog-karaganov-povorot-rossii-k-rynkam-azii-uzhesostoialsia.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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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全球治理进入了政经并重的新阶段。截止到 2015 年
7 月，除乌兹别克斯坦外，上合组织其余成员国均已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为
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创造了有利前提。这一时期，上合组织在继续关注国际
政治安全问题的同时，开始对全球经济问题和治理发出上合声音，如主张建
立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兼顾各方利益，使全球化惠及各国的国际
金融秩序；[1] 呼吁各国应通过大规模结构改革，实现多元化，提高经济长期
竞争力和创新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深度改革；[2] 提出推动全球经济化进程，
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在透明、非歧视和适用于所有参与者的规则基础上开展
世界贸易，反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消除现有贸易壁垒和防范新壁垒，
支持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3]
从 2017 年扩员后至今，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入了主动作为阶段。
首先，上合组织扩员大幅提升了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和能量，为其在全
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为提供足够底气。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上合组
织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体量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同时容纳中国、俄罗斯、
印度三大全球性新兴大国，使上合组织上升为全球治理进程中堪与传统西方
大国相匹敌的重要力量。其次，“两个构建”的推出为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
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理念支撑。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宣言宣布，
要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并在 2019 年比什凯克峰会宣言中再次加以重申 , 标
志着全球治理成为上合组织新的重要发力点。最后，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迈入积极实践的新征程。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专门就贸易便利化问题发表联合
声明，这在该组织发展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彰显了成员国支持世界贸易便利化、
自由化的坚定立场和决心。从 2018 年《青岛宣言》到 2019 年《比什凯克宣言》，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叶卡捷琳堡宣言（全文）”，中新网，2009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news/2009/06-17/1736907.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全文）”，观察者网，2016 年 6 月 25 日，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6_06_25_365356_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全文）”，新华网，2017 年 6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09/c_112111875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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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都专门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问题表明态度和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昭示了上合组织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的坚定信心和意志。2017 年 7 月，中俄签署了《关于欧亚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2018 年 5 月，中国与欧亚经济
联盟正式签署经贸合作协定，标志着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迈出实质性步伐。

二、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
从 2017 年成功实现首次扩员开始，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驶入快车道，
进入了积极进取、主动作为的新阶段。全球治理成为新时期上合组织新的重
点攻关方向和增长点，主要有三大动因。
第一，印巴加入为上合组织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注入强劲动力。印巴加入
是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该组织进入全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大幅提升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分量，为上合组织在全
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有利契机。扩员后，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由 6 国
扩大为 8 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由 25% 上升到 44%；面积由 3016.79 万平方公
里扩大到 3384.34 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在全球 GDP 占
比由 15% 增加至近 25%。[1] 上合组织成为欧亚地区乃至全球人口最多、幅员
最广、潜力巨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大大增强，使
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陡然上升，使其能够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同时，印巴加入彰显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新主张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了上合组织推进建设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信心。印巴都是发展中国家，印度还是全球发展中大国
和新兴市场大国，两国的加入进一步凸显了上合组织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治
理机制的特征和优势，更有利于上合组织争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的话语权与代表性，在全球治理变局中发挥更大推动和引领作用，促使国际
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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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俄强化制度对接合作为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内在动
力。中俄合作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上的合作进入了制度对接合作的新时
期。2015 年 5 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文件，明确要以
上合组织为平台开展合作，[1] 为双方开展区域治理合作奠定法律基础。2018
年 6 月，中俄完成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行性研究，[2] 标志着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进入制度对接合作新阶段，开启
了两国在全球和区域治理合作新时期。中俄强化各自全球治理方案的制度对
接合作，为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铺平了道路，清除了障碍，有利于上
合组织在更高起点上参与全球治理。
与此同时，中俄大幅提高对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视和投入也对上合组织参
与全球治理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中国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
“两个构建”作为核心和目标，显示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强烈意
愿和信心，并积极推动将“两个构建”写入《青岛宣言》和《比什凯克宣言》，
使之成功上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集体共识，为上合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
球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讲话中明确指出，我
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
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五观”即新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
明观、全球治理观，[3] 对“上海精神”内涵作出了全新阐释和概括，进一步
揭示了“两个构建”的基本遵循原则。习主席在比什凯克峰会讲话中进一步
提出，要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2015 年 5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9/
c_12778086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1 日）
[2] “中俄签署《关于完成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商
务部网站，2018 年 6 月 8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6/20180602754029.
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1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
年 6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0/c_1122964457.htm。（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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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1] 这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中国方案”，
成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源源不断的动力之源。
俄罗斯一直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近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形势日益
严峻、美欧制裁持续不断的新形势，俄罗斯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的构建，并在全球治理领域频频提出主张和改革倡议，力图在全球治理
体系重建中占据话语制高点。2016 年 6 月，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
坛上正式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首批潜在参与者有 40 余个，包括独联体、
上合组织、东盟国家，以及韩国、日本、以色列、埃及等，对欧洲也是开放的。[2]
大欧亚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俄版全球治理计划，也是其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
理提出的“俄罗斯方案”。目前，俄罗斯正在积极完善并大力推进这一计划，
其实施客观上也在推动上合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第三，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出于应对美国大行单边主义、保
守主义的现实需要。特朗普上台后信奉“美国优先”，抛弃其所倡导的自由
国际秩序，急速回归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导致全球治理进程严重受阻，治
理机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呈现碎片化趋势，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
G20 等主要全球治理多边机制正常有序运转面临严峻挑战。同时，美国出于
自身利益需要，肆意挑起大国竞争乃至对抗，将中俄同时定性为“战略竞争
对手”，千方百计重建排除中俄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推出所谓“印太战略”、
阿富汗新战略、中亚新战略，中俄倡导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多边主义
为原则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美国可谓是当前全球
治理严重失序失衡的始作俑者，对全球和地区稳定构成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
作为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合组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高举
多边主义旗帜，弘扬合作共赢理念，力阻全球治理发生逆转，确保国际秩序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新华网，2019 年 6 月 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14/c_1124625213.htm。（上网时
间：2020 年 3 月 4 日）
[2] Путин В.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X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 Июня 2016,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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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的压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朝着良性
有序的方向前行。

三、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利条件
当前，上合组织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不论是从外部环
境看，还是着眼于自身发展，加大全球治理都已刻不容缓。作为一个成立伊
始即把全球治理视为己任的多边机制，上合组织完全有可能在当前完善全球
治理进程中发挥应有甚至更大的作为。
首先，上合组织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治理理念，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提
供了方向指引和理念支撑，有可能引领全球治理走上一条希望之路。着眼于
防止重蹈冷战覆辙，避免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文明冲突窠臼，上合组织提
出的“上海精神”完全不同于以往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理念，打破了传统和
现存的很多国际组织和集团不同程度具有的封闭性、排他性、强制性特点，
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合作模式。它倡导以平等协商为
核心的新合作观，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协商一致，以合作促和平，谋发
展，维护成员国核心利益，以平等互利方式推动区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它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秉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
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以开放合作方式增强战略互信，为
地区发展创造稳定的安全环境；它推广以多元包容为特征的新文明观，提倡
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各自的道路选择，倡导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推
动文明间交流对话，促进区域认同、和谐区域建设。上合组织提出并践行的
全新理念，是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的创新性有益探索，
为冷战后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2018 年青岛峰会上，上合组织明确提出
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两个构建”。这是对“上
海精神”的进一步发展，赋予“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为新时期上
合组织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贡献了新的先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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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青岛峰会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上海精神”的新“五观”，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赢得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这是对“两
个构建”理念的具体化，揭示了“两个构建”的基本遵循，使“上海精神”
与“两个构建”有机地融为一体，代表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
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贡献了新智慧、新理念，对于改变目前全球治理碎片化
状态，完善全球治理价值体系，构建更好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权益的
新型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其次，上合组织高度注重制度和规范建设，为新形势下构建全球治理制
度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可能加速全球治理走出失序状态。世界各国千差
万别，如何制定一套为各方认可接受并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是全球治理面临
的主要难题，上合组织对此一直不懈探索，其实践经验对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一直按照循序渐进、由易
到难、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本组织的制度体系建设。
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即通过了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公约，在国际上第一次从
法律上清晰地界定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概念，为成员国合作打
击三股势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上合组织先后通过了《上海合作
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
（2009 年 6 月）和《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
（2017
年 6 月），进一步细化了打击三股势力法律制度，使之更臻完善和系统，为
全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积累了宝贵的制度建设经验。与此同时，针对地区存
在的毒品、非法贩运武器等跨国犯罪行径，上合组织也制定出台了相应法律
文件，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
前体的协定》（2004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武
器、弹药和爆炸物品的协定》（2008 年 8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
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协定》等，使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
法律制度体系，为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武器，有效维护了地区
安全与稳定。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上的法律制度不仅促进了本组织地区的安

84

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与全球治理
全治理，也对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本，具有示范性和普适性。
同时，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上也在加大制度化建设。2014 年，上合组织成员
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便利化协定》，标志着经
济合作制度建设取得里程碑式的重要进展。2019 年，上合组织政府首脑会议
批准了新版经贸合作纲要，表示将进一步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
由化进程，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安排。目前，成员国正在积极商签《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服务贸易框架协
定》，这将为推动地区贸易便利化奠定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础，为全球经济治
理贡献新的“上合智慧”和“上合方案”。上合组织在合作制度上的有益探
索和实践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也是上合组织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所在。
最后，上合组织秉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构筑多边伙伴网络，
为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与全球治理机构建立联系和协
作是上合组织直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上合组织一直把联合国视为全
球治理的核心，致力于维护联合国权威，积极与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建立联
系和发展合作，力图通过联合国参与到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的进程。2004 年，
上合组织成为联合国观察员，获得参与联大会议和工作的权利；2009 年，第
64 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联合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合作》决议，强调联合国
与上合组织加强对话、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2010 年，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
合国秘书处签署相互合作联合声明，表示将合作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与威胁；2011 年以来，上合组织秘书处先后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联
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合作谅解
备忘录。[1] 2019 年 3 月，上合组织反恐怖机构与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
执行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上合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预防外交
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开展了不定期交流与对话。显而易见，
上合组织与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建立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为其在全球治
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上合组织也注重与地区性国
[1]

戚振宏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第 9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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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或机制性协作机构建立联系和协作，为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增添助
力。从 2005 年开始至今，上合组织陆续与独联体 (CIS)、东盟 (ASEAN)、独
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 (ECO)、亚信会议（CICA）
等签署了正式合作文件。与欧安组织、金砖国家机制、欧亚经济联盟也建立
了联系。上合组织不断扩大对外交往和多边合作，为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
治理进程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四、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不可避免地遭逢内外多重挑战。
从外部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全球治理主导地位，其对上合组织
参与全球治理竭力干扰、阻遏和打压，成为制约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最主
要的外部因素。一方面，美国等西方保守势力始终固守冷战思维，认为上合
组织具有地缘政治色彩，是“东方北约”，将“上海精神”称为“威权主义
范式”，[1] 视之为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同时，极力渲染夸大上合组织内部
差异，声称印巴的加入损害了组织凝聚力，进一步冲淡了既有日程，使其沦
为无效的“清谈馆”。[2] 西方的误解和偏见给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严
重的消极和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定
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明确把秩序、制度之争作为与中俄
竞争的重心所在，并推出带有浓厚地缘政治色彩的战略规划，企图将中俄排
除在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之外，从而对中俄力推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构成

[1] Thomas Ambrosio, “Catching the ‘Shanghai Spirit’: How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motes Authoritarian Norms in Central Asia,” Europe Asia Studies, October 2008,
pp.1321-1344.
[2] Evan A. Feigenbaum,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entral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3, 2016, http://carnegieendowment.
org/2016/06/23/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central-asia-and-united-states-pub-63907.（ 上网
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

86

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与全球治理
严重阻碍。同时，肆意抹黑、贬损、阻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其是
在谋求规则制定权，不能容忍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推出美版的基
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案，联手欧盟，极力分化拉拢地区国家，与“一带一路”
一争高下。美国不断加大与中俄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上的竞争，对中俄致力于
推进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构成直接挑战。
与此同时，上合地区是一个在全球治理中相对滞后、治理赤字比较严重
的区域。当前，上合组织地区存在多种治理机制和方案，竞争色彩浓厚，甚
至存在明显的对抗性和排他性，加之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发展困难
重重，上合组织地区治理环境不容乐观，给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投上阴影。
从内部来看，随着印巴的加入，上合组织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加凸显，
协调一致行动面临更大困难。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
传统上各具特点，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相互交织，导致成员国在上
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问题上很难步调一致，在诸如如何对待现行国际体系、
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和集团关系、如何确立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
目标、如何推进区域合作等重大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尚需进一步协调立场，
凝聚共识。强化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理念始终是上合组织面临的艰巨任务。
同时，如何将先进理念和地区实际相结合，切实有效推动各项合作，上合组
织尚未拿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尤其是区域经济合作进展有限，成员国迄今未
能在建立开发银行、专门账户以及建立自贸区问题上达成一致，导致上合组
织经济合作成效不彰，进展迟缓。自身实力和能力的不足对上合组织参与全
球治理构成严重羁绊，使其示范和先行作用大打折扣。

五、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
未来 5~10 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振兴的关键期和机遇期，也是上合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期和机遇期。总的来看，上合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
进程中虽面临不少困难，但机遇更大更多。上合组织应立足当下，着眼长远，
统筹规划，精心施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努力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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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应有贡献。
（一）提升全球治理在上合组织合作中的地位
与安全、经济、人文三大合作相比，全球治理在上合组织中仍是一个相
对薄弱、滞后的合作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理当适应形势需要，
积极主动挖掘上合组织潜藏的巨大优势，努力使全球治理成为上合组织合作
新的增长点。首先，应切实提高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写入上合组织峰会文件，成为成员国集体共识，
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而参与全球治理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充
分认识全球治理在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将参与全球治理与构
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从全球治理的高度审视上合
组织各项合作，充分认识各项合作不仅要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区域
发展和繁荣，而且必须放眼全球，从合作理念、合作规则、合作模式等方面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从而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其次，应加重全球治理在上
合组织合作中的分量。上合组织历次元首峰会联合声明或宣言均对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表明原则立场，但迄今未能形成专门文件。上合组织应在历次峰
会文件基础上，充分征求成员国意见，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最终就全球
和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发表专门的元首联合声明，彰显上合组织对全球治理
的高度重视。待条件成熟时，可以着手制定上合组织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构想，
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行动指南。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地区
重大突发事件，上合组织应更加积极主动及时发声，可以考虑适当扩大常设
机构秘书处权限，授权其代表上合组织就国际和地区重大热点问题及时发表
声明，阐明原则立场，以提高上合组织应急反应能力和效率，可在秘书处下
设相应的工作组。最后，把全球治理作为对外合作的工作重点和目标。应把
全球治理作为加强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
交流对话，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凝聚共识，可以将成员国通过的具有普适
性特点的法律文件，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打
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上海公约》等扩大签署至观察员国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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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扩大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使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成为上合组织参与全
球治理可以依靠的同盟军。同时，从全球治理高度，深挖上合组织与联合国
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潜力，促进彼此合作走深走实。应与已签署合作文
件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商讨制定更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合作交流计划，加大相
关政策的协调、规则的对接，做好“软性”合作，积极将双方达成的共识转
化成实际行动；更加主动地开展对外磋商，就全球面临的迫切议题开展专题
对话，努力形成共同立场，采取更多的联合行动。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应加大与世卫组织联系，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确保有效防控疫情；
继续拓展对外合作空间，积极与 G20、金砖国家机制等全球治理机构建立常
态化机制性联系，尤其应与金砖国家机制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机制，时机成
熟时可以两个机构的名义共同推出全球治理的主张和倡议；切实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待西方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开放、自信的姿态主
动与欧盟、欧安组织等建立联系，真正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提高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当前上合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尚不足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主角，应从实际
出发，立足本地区，从区域治理做起，练好内功，进一步释放自身内部潜力。
一要加大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作为双引擎，中俄应积极
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切实落实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加快共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共同为本地区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更多
公共产品。中俄印应努力在上合框架内形成良性互动，必要时可以建立中俄
印关于上合组织合作的磋商机制，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凝聚在全
球和区域治理问题上的共识，合力推动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
为。应切实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尊重中小成员国的利益关切，充分
调动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鼓励支持其提出全球治理的倡议和主张，使
其成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不可缺少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
二要始终保持先进理念。在坚持“上海精神”，坚持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的同时，与时俱进，将得到成员国广泛认同的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融入新时期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体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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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到成员国支持的新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即“五
观”理念充实到“上海精神”中，引导上合组织理念升级，并使之统摄上合
组织各领域合作，成为上合组织合作的行动指南。
三是从全球治理高度改革和完善制度体系。目前，上合组织通过实施的
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十分有限，严重制约着上合组织的行动力和效率，也使上
合组织制度的推广、复制价值大大降低，为此，应把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建
设作为上合组织制度建设的重心。考虑到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现实需要，应加大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可以先从建立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制度做起，加紧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便利
化协定》，争取尽早签署《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动关于服务贸易
合作框架谈判，探索商签投资、海关、质检等方面的多边合作协议。同时，
为确保制度落实和效率，应加强相应的工作机制建设，加大制度履行监督力度，
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规范效力。
（三）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设
由于美国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大行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
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乱象丛生，失序加剧。经济治理已成为当前全球治理中的
当务之急。同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以有色眼镜看待上合组织、美国加
大对中俄全面打压、扩员后成员国利益诉求差异加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参
与全球政治安全治理的难度和阻力空前加大，而经济治理敏感度相对较低，
加之扩员后上合组织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发展成为各国核心聚焦，应把经济
治理作为当前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
上合组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根据形势和自身发展需要，区分轻重缓急，
切实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逐步推进，一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坚决维护基于世贸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包容、透明、非
歧视等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和政
策空间，坚持各方广泛协商，循序推进改革。考虑到世贸组织改革势在必行，
上合组织可以考虑就此发表联合声明，阐明原则立场，提出“上合方案”。
二是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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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话语权，促进国际货币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构筑更加牢固的全球金融安
全网络。三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贯
彻落实。四是把发展置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设的优先突出位置，落实好
联合国 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敦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维护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空间。
（四）创新参与全球治理方式
目前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是通过发表声明、宣言等方式，比较单
一，效率有限，其中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上合组
织各项决策的基本方式，充分体现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保证了
各成员国之间的权利平等，但客观上也对决策效率构成日益严重的影响，成
为制约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效率的一大制约因素。为此，可以考虑对这一
基本原则进行创新性运用。如在坚持重大问题“协商一致”的同时，在其他
一般问题上采取“简单多数”原则，而非事事处处都要“协商一致”，以免
自缚手脚，影响效率。同时，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灵活
态度。如果上合组织长期对成员国之间以及周边热点严格按照“不干涉内政”
原则不闻不问，无所作为，势必严重削弱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也会使其
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大打折扣。为此，应积极考虑实施“建设性介入”政策，
即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在充分尊重成员国和有关当事国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前提下，依据成员国和当事国需求，采取必要的介入措施，
以帮助化解矛盾，缓和危机，防止事态恶化，引导事态向积极方向发展，切
实维护当事国乃至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彰显上合组织“负责任国际组织”
的威望。

【完稿日期：2020-4-22】
【责任编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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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完善
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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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海洋治理
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在其中影响巨大。当然，联合国在促进
全球海洋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尚无法彻底解决全球海洋治
理中的一些难题。全面梳理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联合国的作用与困境，有助
于在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的世界形势下，深入理解联合国对全球治理的作用
和局限，推动联合国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一、联合国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相较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凭借其较高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以及较为丰
富的全球治理经验，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有明显的优势。根据“3Cs”分析
框架 [1]，联合国在建构与传播海洋治理倡议、多途径营造全球海洋治理契约
环境、提高相关治理主体履约能力等方面均发挥显著作用。
（一）建构与传播全球海洋治理倡议
在参与和领导全球海洋治理 70 多年的历程中，联合国建构与传播了诸
多全球海洋治理相关倡议，近年来较为重要者包括：
第一，制定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目标。在 2015 年 9 月举行的历史
性首脑会议上，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面向 2030 年的 17 项可持续

[1] “3Cs”分析框架认为，有三个条件对有效治理全球环境问题至关重要：第一，政
府要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第二，一个良好的契约环境可以使国家免除被欺诈的忧虑，增强其
安全感，有助于其做出并履行承诺；第三，国家必须拥有管理国内事务的施政能力，有效遵
守和执行国际规范。参见 M. A. Levy, P. M. Haas and R. O. Keohane, “Institutions for the Earth: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34, No.4, 1992,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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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其中第 14 个目标旨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
可持续发展”。[1] 联合国通过发起促进蓝色增长的深度倡议，借助“海洋大会”
积极推动相关各方做出自愿承诺，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蓝色经济和推进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2020 年 1 月，联合国正式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计划，广泛讨论全球合作对建设“我们希望的未来”的作用，加速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2]
第二，推动建立海洋治理伙伴关系。联合国积极推动构建最广泛的全球
治理伙伴关系，于 1998 年设立“伙伴关系”办公室。[3]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通过发挥年度会议、论坛、各职司和区域委员会的协调作用，加强各方
就海洋和气候相关议题的相互学习与对话。[4] 2019 年 6 月，联合国启动“可
持续海洋商业行动纲要”，召集商界、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等主要行为体采取
切实行动创造一个更具生产力和健康的海洋环境并建立伙伴关系。[5] 联合国
为支持落实《巴黎协定》而倡导的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也将海洋
合作列为重要事项（根据《巴黎协定》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涉及海洋者占
比高于 70%），其将促进政府、城市、地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开展合作。[6]
第三，设立联合国海洋特使。为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与传播海洋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倡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 2017 年 9 月任命斐济驻联
合国大使汤姆森（Peter Thomson）为联合国海洋特使，由其协调各方一道落

[1]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外交部网站，2016 年 1 月 13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
t1331382.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2 日）
[2] “联合国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秘书长就‘21 世纪的四大威胁’发出警告”，
联合国新闻网站，2020 年 1 月 22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671。（上网时间：
2020 年 1 月 27 日）
[3]

李东燕：《全球治理——行为体、机制与议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年，第 36 页。

[4] “伙伴关系”，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ecosoc/zh/node/49676。（上网时间：
2020 年 1 月 27 日）
[5] “Sustainable Ocean Business,” the Website of UN Global Compact, https://www.unglobal
compact.org/take-action/action-platforms/ocean.（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7 日）
[6]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eptember 11, 2019,
https://undocs.org/zh/A/74/350.（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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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联合国海洋会议的积极成果并负责联合国系统内外的相关宣传工作。[1] 另
外，联合国海洋特使还将积极促进民间组织、科学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
合作，以更好地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
（二）营造全球海洋治理契约环境
为促进海洋合作发展蓝色经济，联合国通过多种途径营造良好的全球海
洋治理契约环境，主要包括：
第一，制定全球海洋治理的“国际规则”。联合国海洋大会、《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大会、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不限
名额非正式磋商等皆是通过联合国推动和组织，这些会议通过了许多与全球
海洋治理直接相关的决议，既包括宪章式、框架性的公约，也包括概念性的
专门条约或协定，为推动和指导国际海洋治理协商与谈判提出了全面的政策
框架。为了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联合国通过了《1990 年国
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1995 年 5 月 13 日生效）、《养护大西洋
金枪鱼国际公约》（1996 年 3 月 21 日生效）等公约和规制。2002 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纲领》，这是全球
唯一直接解决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连通性的政府间机制。[2] 在
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矿物的勘探和开发方面，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颁布了以
“采矿守则”[3] 为代表的一系列规则、规章和程序，最大程度确保海洋环境
不受深海采矿活动的破坏。[4]

[1] “古特雷斯任命联大前主席汤姆森担任海洋事务特使”，新华网，2017 年 9 月 1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13/c_112165642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8 日）
[2] “海洋和海洋法”，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oceansand-law-sea/index.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7 日）
[3] “采矿守则”是指国际海底管理局为规范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矿物的勘探和开发而颁
布的一整套规则、规章和程序，这些规则、规章和程序都是基于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及其 1994 年《关于深海海底采矿的执行协定》所确立的一般法律框架而制定的。国际海底管
理局于 2013 年通过《“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修正案，确保海底勘探者和管
理局协作促进海底矿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The Mining Code,” https://www.isa.org.jm/mining-code.
（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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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指明全球海洋治理谈判的重点领域与方向。2017 年 6 月，联合国
提出了与全球海洋治理密切相关的 9 大行动重点领域，涉及执行《公约》所
反映的国际法问题、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管理、海洋酸化、海洋研究能力建
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可持续蓝色经济、可持续渔业等。在《公约》框架下，
关于国家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
用问题，目前相关国家已举行了三届政府间会议。[1] 在 2019 年 8 月第三届会
议期间，相关各方围绕第二届政府间会议形成的草案进行了分主题磋商。[2]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3 日举行的第四届
会议业已推迟。BBNJ 谈判涵盖了当前全球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管理领域的
重大前沿问题 [3]，比如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环境影响评估、以区
域为基础的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等核心议题。[4]《公约》框架下的
BBNJ 谈判是国际海洋法律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指引全球海洋治理的调
整方向。
（三）提高相关治理主体履约能力
首先，设立一系列海洋治理机构。联合国系统内设立的一系列涉海机构，
为提高相关国家履约能力提供了机构保障，主要包括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DOALOS）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等。早在 1991 年，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就启动了“全
球海洋观测系统”，有力促进了相关各国理解海洋在全球气候中扮演的角色。
[1] 三 届 会 议 时 间 分 别 是 2018 年 9 月 4 日 至 17 日、2019 年 3 月 25 日 至 4 月 5 日、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30 日。
[2]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eptember 11, 2019.

[3] 在海底资源开发方面，BBNJ 文件延续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与 1994 年《关
于深海海底采矿的执行协定》关于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底土
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将特别考虑发展中缔约国的利益和需求。同时，授予国际海底
管理局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确保海洋环境免受海底资源开发与利用活动可
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通过规则、规章与程序来防止海底资源开发过程中对海洋动植物的
损害和对海洋环境生态平衡的干扰。
[4] Rachel Tiller and Elizabeth Nyman, “Ocean Plastics and the BBNJ Treaty—Is Plastic
Frightening Enough to Insert Itself into the BBNJ Treaty, or Do We Need to Wait for a Treaty of Its
Ow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Sciences ,Vol.8, No.4, 2018, p.412.

96

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联合国：作用、困境与出路
借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海洋保护区项目，小岛屿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海洋
治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其次，组织实施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计划与路径。为了将海洋科
学与社会行为体更直接地联系起来，联合国启动“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年计划 (2021—2030)”，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海洋治理能力发展和
资源共享。[1] 同时，联合国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速行动方式 ( 萨摩亚
途径 )》等促进相关国家海洋治理履约行动。目前，已有 143 个国家加入了
联合国框架下的《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2]，各方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
利用的履约能力持续提高。
最后，制定一系列区域海洋治理安排。联合国框架下的区域海洋治理安
排主要包括区域海洋方案、区域渔业机构、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机制以及海洋
保护区等。[3] 为促进有关区域海洋治理安排的经验分享与交流，联合国定期
举行会议，已推动东北大西洋、西部非洲、中部和南部非洲等区域就海洋治
理安排缔结正式协定。[4]

二、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1 世纪以来，全球海洋治理领域主体的差异性和客体的复杂性日益凸显，
加之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自身的局限，联合国在进一步凝聚全球
海洋治理共识、营造全球海洋治理契约环境、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等方面
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同时，全球海洋治理形势客观上持续恶化，这也增
加了联合国治理全球海洋问题的阻力。

[1] Martin Visbeck, “Ocean Science Research Is Key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9, No.1, 2006, p.1.
[2]

“海洋和海洋法”。

[3] Julien Rochette et al., “Regional Ocean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 Review,” Marine
Policy, Vol.60, 2015, p.9.
[4]

Ibid.,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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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仍任重道远
联合国在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虽已解
决不少分歧，但世界各国（地区），尤其是全球治理主要力量对海洋治理具
体问题的认知仍存不小差异。
1. 国家（地区）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认知存在差异
全球范围内存在 20 个海洋区域 [1]，不同区域治理安排和区域集群的关注
点难免存在差异。由于国家（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内陆国、沿海
国和陆海复合型国家对自身海洋治理需求的评估各不相同，其对全球海洋治
理具体问题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受海洋问题影响较大的沿海国对
海洋环境保护、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海洋资源开发与维护的态度更为积极，
陆海复合型国家次之，内陆国再次之。因此，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搭便车”
现象并不罕见。
海洋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际公共产品，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关注程
度和关注的具体方面也有所差异。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治理涉及海洋环
境、海洋经济、海洋资源开发与维护、海洋安全等不同方面，不同国家和地
区对全球海洋治理具体议题的关注焦点有异，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联合国
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的难度。另外，当前某些地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对世
界各国推进合作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不利于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目
标的实现。
2. 全球治理主要力量对海洋治理的认知存在分歧
全球新兴治理行为体和霸权治理行为体，对包括全球海洋治理在内的全
球治理议题态度各异。目前，以中国、印度、南非等为代表的全球新兴治理
行为体对全球治理（包括全球海洋治理）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而作为霸权

[1] 这 20 个区域分别为南极、北极、波罗的海、黑海、东中太平洋、东印度洋、地中海、
东北大西洋、东北太平洋、西北大西洋、西北太平洋、太平洋岛屿、红海、海洋环境保护区域
组织（ROPME) 海域、东南亚、东南大西洋、东南太平洋、西南大西洋、中西大西洋、西印度洋。
参见 Robin Mahon and Lucia Fanning, “Regional Ocean Governance: Polycentric Arrangements and
Their Role i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Marine Policy, Vol.107, 2019,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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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主体的美国对待多边主义和多边体制呈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这种情况
若再持续，将会对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带来不利影响。
不少国际多边治理机制还没有把海洋问题列入其主要议题。比如，二十
国集团（G20）尚未对海洋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地域已
经扩大到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三大洋，但海洋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保
护等议题至今亦未成为该组织主要关注的涉海议题。[1] 此外，相关非政府组
织在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给联合国凝聚全球海
洋治理共识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 二 ) 营造海洋治理契约环境亦存不利因素
在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有所差异的情况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海洋治
理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不利于联合国充分发挥其作用以营造良好海
洋治理契约环境。
1. 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碎片化
联合国设立了诸多涉海治理机构，难免存在机构职能重叠的现象，其参
与全球海洋治理不同领域管治的机构往往具有相似的授权。机构碎片化现象
导致规范与规则上的不一致阻碍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其管辖范围的地理
分散性也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更大的人力成本与回报负担。[2] 虽然国际
海洋治理具体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协议与规制，但它们常常因为受到来自
履行各自职能的国际组织的干预而面临执行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相当一部分
国际海洋环境协议正遭受“无政府主义低效率”的诟病。[3] 当前，代表不同
行业的国际组织具有不同的宗旨和利益观，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不同组织与
机构之间的协作很不充分，存在许多有待协调的问题和冲突，阻碍了联合国
机构的有效运作以及各项规制的顺利执行。
[1] 庞中英：“在全球层次治理海洋问题——关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社
会科学》2018 年第 9 期，第 7 页。
[2] 张丽君：《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IGOs）》，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
第 134 页。
[3]

陈家刚：《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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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影响全球海洋治理成效
《公约》虽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海洋法律框架，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
性，这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第一，《公约》
没有明确界定各国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导致部分国家对履行保护海洋环境
义务的推诿扯皮。第二，《公约》在很多具体执行层面上的规定不够细致，
比如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遗传资源等重要问题没有提供具体的保护与
保全方案，相关的国际协定也不够完善，缺乏充分激励国家行为体采取集体
行动保护海洋物种的具体措施。[1] 第三，《公约》对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合作
责任分配不均衡，使大片区域海洋治理处于失序和不稳定状态。[2]
（三）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仍面临挑战
就全球海洋治理而言，联合国在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过程中面临着基
于国家利益的主体国家行动难以协调之挑战，且自身亦难以彻底解决财政危
机。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国性决定了相关利益行为体的多元化，而目前国
际社会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联合国会员国构成复杂，彼此之间在地域、
历史、文化以及政治背景方面有着很大差异，而且各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阶段，国家力量对比差距明显，自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利益和不
同立场。联合国曾经被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阵营所分裂，如今仍然被西方
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左右，也被不同种族、民族、宗教影响下
的政治文化等所影响。[3]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与之相关的国家并不一定会获
得收益，即使能有获利，受益程度也有差异。这便导致各方在一些海洋治理
具体问题上存在立场分歧。比如，在 BBNJ 谈判过程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认为应让独立的科学机构参与 BBNJ 全球环评，而以美
[1] Kjell Grip, “Inter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view,” Ambio, No. 4,
2017, p.415.
[2] 戴瑛、周景行：“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挑战与思考”，《海洋经济》2018 年第 5 期，
第 62 页。
[3]

100

李东燕：《全球治理——行为体、机制与议题》，第 39 页。

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联合国：作用、困境与出路
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坚持各国政府之于 BBNJ 环评的核心地位，反
对第三方机构的介入。
国际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相关国家政府援助，其资金到账的周
期较长。虽然有自愿捐助的情况，但只是少数，且金额又不是很大。这导致
国际公共产品资金来源的不稳定，资金短缺的情况亦很常见。[1] 联合国经费
总额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都来自会员国的捐款，会费是联合国最重要、最稳
定的经费来源。[2] 因此，会员国拖欠缴纳会费可能直接导致联合国的财政危
机，比如，由于 51 个会员国拖欠缴纳联合国 2019 财年的预算会费，联合国
在 2019 年遭遇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3] 联合国现金流的紧张不仅可
能导致成员国的信任危机，也会对其促进相关各方履行国际海洋治理条约和
规制带来不利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海洋治理能力建设的资金援助更将无法落
实。
此外，全球海洋治理形势持续恶化也给联合国促进全球海洋治理带来了
极大挑战。第一，气候变化对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威胁日益加深，地表与海
水温度、海平面高度以及温室气体浓度都在创纪录地上升。温室气体排放的
不断增加使海洋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在气温上升 1.5
摄氏度的情况下，预计全世界将有 3100 万至 6900 万人在 2100 年面临洪灾危
害，而在气温上升 2 摄氏度的情况下，这一数字将达到 3200 万至 7900 万。[4]
同时，人为因素带有巨大的不可控性，增加了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复杂性，
也极大降低了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效果。第二，全球海洋渔业
资源呈不断衰退之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海洋生物的丰富程度下降了

[1] 李占一：《博弈视角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困境与破解之道》，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年，第 6 页。
[2]

李东燕：《全球治理——行为体、机制与议题》，第 65 页。

[3] “联合国省钱日常：开会时强行闭麦，沟通靠吼”，2019 年 12 月 20 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53427866334450676&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2 日）
[4]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eptember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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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海洋生物量下降了 70%。[1] 而且，以 BBNJ 谈判为代表的政府间磋商深受“极
端环保主义”影响，或将阻碍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共识的达成。第三，
全球海洋安全形势也并不乐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比如，
在北极地区，环保领域合作进展尚还顺利，但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竞赛”
未曾稍歇。近年来，西非和南海的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事件数量仍在爬升，
给来往商船带来安全威胁。2018 年有 141 名海员被劫持，83 人被绑架。2019
年前 6 个月有 38 人被劫持，37 人被绑架。[2]

三、加强联合国在海洋治理中作用的思考
联合国应采取务实对策，加速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克服营造海洋治
理契约环境的不利因素，积极应对提高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面临的挑战，
强化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一）把握国家（地区）认知差异，提高海洋治理议题关注度
联合国应全面把握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认知，采取
合理方式解决“搭便车”问题。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为例，联合国若要进一
步凝聚该领域共识，便需要全面把握相关各方对海洋环境治理问题的认知，
厘清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该问题关注度和侧重点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了解相关国家和地区对海洋环境问题的需求和偏好，分析原因和进行前景预
测，从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给出有针对性的倡议和差异化目标设置（必要时
也可将不同“声音”纳入联合国海洋治理的议程）。同时，可在更多场合推
动各方进行沟通与交流，扩大各方的相似利益认知。此外，联合国还可借助
全球契约组织（UNGC）领导人峰会等活动，发挥众多企业和组织的力量，加

[1] “SDG14: Navigating an Ocean of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Businessgreen,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businessgreen.com/feature/3084987/sdg14-navigating-an-ocean-of-risks-andopportunities.（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7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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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eptember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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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推进海洋治理的“全球行动”和“本土参与”。
联合国应提高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对全球海洋治理议题的关注度。一方
面，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渠道进一步建构全球海洋治理共识和观念。作为世
界上具有最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拥有丰富的平台和磋商机制，具
备将全球海洋治理议题提上全球治理主要议程的资源和条件。比如，可在每
年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以及 BBNJ 谈判等相关议题的政府间会议上进行积
极宣传和动员，就海洋资源与环境等问题进行对话与互动，提高各方对全球
海洋治理议题的关注度。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全球著名论坛或国际组织成员
对全球海洋治理问题予以重视，充分发挥 G20 等组织在促进全球协作方面的
作用。同时，积极动员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其对某些国
家的海洋政策可能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其若能参与相关议题的谈判还可提供
全球海洋治理亟需的“全球和区域视角”。[1]
（二）弥合治理体系碎片化，修订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应当努力弥合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的碎片化。第一，就联合国系
统内的合作与协调而言，联合国应进一步发挥“联合国海洋网络”[2] 的作用，
从而使相关各方能够更广泛地建立各种联系，发掘有效的沟通渠道，交换信
息与资源，逐步形成共同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清晰透明的决策过程尤为重要。
第二，可将联合国的多边主义与其他大国的双边主义进行有机统一，实现联
合国框架下多边海洋治理力量与国家之间双边治理力量的融合。此种模式的
成功案例是，大国之间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内的主要谈判分歧在巴黎谈判前得以解决。[3] 第三，加快完善相关海洋治
理制度，设立更加健全的监督检查机构，丰富发展海洋治理运作机制。同时，
联合国系统也应进一步加强与海洋治理相关的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

[1]

Kjell Grip, “Inter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view,” p.422.

[2] “联合国海洋网络”系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机构和秘书处之间涉海活动的协调与
合作而于 2002 年建立的一种机制。
[3] 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合国 70 周年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
第 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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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区域海洋治理或将成为支持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目标所
需的国家和全球系统之间的“缺失环节”。[1] 在建立全面的区域海洋治理时，
还应考虑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协定，特别是区域各国制定的“本土性”协定。
应当因时制宜对《公约》进行细化与修订，增强其具体解决海洋治理问
题的适用性。第一，《公约》应进一步明确各国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与义务，完善与细化关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开发
等具体内容。联合国可推动完善相关国际协定，给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与海洋
资源开发提供更具体的法律指导。第二，《公约》应当增加和丰富关于海洋
科学技术使用的监管措施和指导意见，减少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给海洋治理
带来的不确定性。国际海底管理局应更充分地发挥其促进能力建设的平台作
用，促进发展中国家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并推动海洋技术转让。第三，《公约》
应增添更加科学合理的海洋环境治理评价细则，使其更好地指导各国海洋环
境治理行动的开展。
（三）培育包容性合作机制，缓解联合国财政危机
联合国可通过培育包容性的全球海洋治理合作机制，内外联动缓解联合
国财政危机，积极促进相关国家履行国际海洋治理条约的义务。
随着全球海洋问题的日益复杂化，联合国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接纳新
的组织和力量，比如促进联合国系统与 G20 机制相互补充。[2] 同时，联合国
还要注重与中等强国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的合作，创建包容性的全球海洋治
理长效机制。联合国—地区组织—相关国家三方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发挥它们
各自不同的优势，更好地实现海洋治理的目标。联合国还可利用其高度灵活
性和自主性的多中心制度，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化的制

[1] Robin Mahon and Lucia Fanning, “Regional Ocean Governance: Polycentric Arrangements
and Their Role i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p.11.
[2] 肖肃、朱天祥：《和平与发展：联合国使命与中国方案》，时事出版社，2018 年，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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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1] 此外，应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企业和
民间组织的参与，从中寻求应对海洋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2]
当前，联合国应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财政危机，一方面对包括美国在
内的相关国家发出警告催缴会费；另一方面进行内部“节流”，延后一些会
议活动，并缩减一些工作人员非必要出差。[3] 通过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督促
相关国家缴纳会费已获明显效果，美国向联合国补缴了 5.63 亿美元预算摊款，
其他多国也陆续补缴联合国会费。需要注意的是，相关国家拖欠联合国会费
导致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源于强权政治的影响。一方面，联合国可采取更
加有效的措施约束拖欠会费的国家，同时进行特定的改革，特别是常规性预
算的改革，加强现金流的管理，提升预算执行的管理水平。[4] 另一方面，联
合国要通过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权威，尽量摆脱强权政治和大
国主义对联合国的影响和控制。
此外，联合国也应积极应对全球海洋治理形势持续恶化的挑战。一方面，
联合国应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
成果实现多维度治理。为实现“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所列目
标，需要注重协调行政规划小组、利益攸关方论坛、区域讲习班和全球规划
会议这四个相互关联机制，持续推进能力建设和资源调动。[5] 另一方面，加
强对海洋污染与资源过度开发的惩治和监督力度。联合国系统应提高对海洋

[1] 戴瑛：“论跨区域海洋环境治理的协作与合作”，《经济研究导刊》2014 年第 7 期，
第 110 页。
[2] Marcus Haward, “Plastic Pollution of the World’s Seas and Oceans as a Contemporary
Challenge in Ocean Governa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9, No.1, 2018, p.1.
[3] 高飞：“联合国财政危机是个政治问题”，《环球时报》2019 年 10 月 10 日，
第 14 版。
[4] “联合国的现金下个月将耗尽，该怎么解决财政危机问题？”，2019 年 7 月 4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100154461022819&wfr=spider&for=pc。（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 月 12 日）
[5] Athena Trakadas et al., “The Ocean Decade Heritage Network: Integrating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the UN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2021-2030,” Journal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Vol.14, No.2, 2019, p.154.

105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
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监察能力，加强有效的监督和评估能力，逐渐形成配套的
遵约奖惩制度。[1] 联合国可考虑在破坏海洋环境犯罪的刑罚中引入财产刑，
制定一些制度化手段促使软法发挥“硬效力”，努力实现“软硬相辅”和“软
硬兼施”。[2] 同时，联合国应不断壮大动荡地区的远洋维和力量，持续改善
全球海洋安全环境。

四、结语
在过去 70 年左右的全球海洋治理历程中，联合国以其独特的优势为全
球海洋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治理秩序出现新一轮变革与调整的背景
下，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联合国不能
很好应对大变局中全球治理的新要求，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将受
重创。在全球海洋治理已然进入深水期的情况下，联合国在进一步增强全球
海洋治理行动力的同时，也要为缓解海洋治理主体之间利益竞争提供一定的
解决方案。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中国应从多方面积极支持
和帮助联合国克服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推动构建更加公
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命运共同体。

【完稿日期：2020-4-20】
【责任编辑：曹 群】

[1]

张丽君：《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IGOs）》，第 134 页。

[2] 全永波：“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逻辑基础与制度供给”，《中国行政管理》2017
年第 1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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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韩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

的发展。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经济诱因，但根
本原因是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霸权竞争；中美短期内都有在
经贸领域暂时“休战”的需要，但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
中美都无法在贸易摩擦中获得完胜，都遭受了较大损失。韩国是“受中
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
擦对韩国影响从经济领域溢出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为此，韩国积极调整
经济政策，升级对华经济合作，抢占美国市场，推动经贸多元化和参与
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等。中国应积极扩大与韩
国等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波及自
身的忧虑，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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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作为全球第七大外贸国，外贸依存度高，深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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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第三
大贸易伙伴，韩国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作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与美国
的亚太盟国，韩国既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旁观者又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此，
考察韩国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对深入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妥善应对美国对华经贸施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
韩国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反应敏感，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程度的加深，韩国
对此日益关注。综合来看，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起因
第一，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两国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
包括技术和知识产权政策分歧，“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挑战美国科技
优势，发展模式分歧，金融、汇率政策方面的矛盾等，美国对华贸易长期存
在巨额逆差只是中美矛盾的导火索。[1]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对华贸易施压的
力度前所未有，这与特朗普本人执政风格和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密切相关。[2]
一是特朗普及其阁僚多持贸易保护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理念，将美国经济低迷
和失业问题归咎于“错误的”贸易政策，主张通过缩小贸易赤字来创造就业
及重振制造业；友华和知华人士少且热衷炒作“中国威胁”。二是特朗普出
于内政考虑，刻意挑起贸易摩擦。贸易问题成为特朗普操纵国内政治的一张
牌，特朗普政府大肆炒作所谓中国“不公正贸易”，有利于争取蓝领阶层的
支持。三是特朗普另类的个人风格和谈判策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烈度。
第三，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是中美之间的霸权竞争。美国为了
维持霸权所必需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惜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和破坏其长期坚
[1] 고준성，“美中間 貿易戰爭의 原因 및 그 含意”，《한국산업경제학회 정기학술
발표대회논문집》제 2018 권제 12 호，2018，pp.20-23。
[2] 이지용，“미국의 중국정책 전환과 미중 무역분쟁”，《한국과 국제정치》제
35 권제 2 호，2019，pp.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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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推行保护本国产业、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
而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则为了确保成功崛起，也必须确保本国资本、市场、
技术的安全和发展，因而对美国采取了反制措施。在韩国看来，中美贸易摩
擦并非单纯的经贸问题，而是霸权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现象和主要
表现。[1]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并非中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或霸权竞
争所致，而是在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竞争日益激烈。美国此前能够接纳中国，
是希望中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能够逐步被西方世界所“同化”。近年来美
国朝野普遍认识到，崛起的中国不可能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中美政治体制
的竞争难以避免，因此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高涨。特朗普能够顺利实施对华
施压正是捕捉到了美国对华思潮的这一根本性变化。[2]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第一，经贸竞争首次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在经济相互依赖和
“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均势下，当代的霸权竞争已不同于冷战时代以政治、
军事为主的竞争，而主要表现为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为此，特朗普政府
援引《美国贸易扩展法》232 条款，将中国产品“削弱美国经济”、威胁美国“国
家安全”作为对华贸易施压的借口，可见经贸问题已被美国提升到国家安全
的高度。[3]
第二，科技和金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领域。科技是确保经济优势
和霸权地位的关键，美国是全球高科技产品的最主要生产国，但随着中国科
技竞争力的快速上升，中美科技差距日益缩小。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与其说
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满，不如说更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中国制造

[1] 김관옥，“미중 무역전쟁 연구 : 트럼프정부의 보호무역정책 요인분석을 중심
으로”，《국제정치연구》제 21 집제 1 호，2018，p.76。
[2] “미중 경쟁 본질은 성과 자본주의 vs 정치적 자본주의”，《來日新聞》，
2019.11.20，http://www.naeil.com/news_view/?id_art=332216。（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
[3] 김관옥，“미중 무역전쟁 연구 : 트럼프정부의 보호무역정책 요인분석을 중심
으로”，《국제정치연구》제 21 집제 1 호，2018,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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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等产业政策对美国科技优势的蚕食。[1] 从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贸易谈判
的要求来看，美国更希望中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和产业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
政治经济体制，借此制止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限制中国未来增长动力，
从而保持美国技术的竞争力，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确保优势地位。[2] 此外，
中美贸易摩擦的另一个核心领域是金融。美国是靠金融产业生存的国家，全
世界三分之二的外资是美国资本。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在经济上痛击日本
并不是靠贸易施压获胜，而是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从而诱发
了日本的危机。因此，美国经贸施压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金融和外汇市场
的完全开放，控制中国金融命脉，推动人民币升值，从而获取最大收益。[3]
第三，中美经贸摩擦范围广、强度大，并向其他领域扩散，多个领域相
互交织、联动，反过来又给经贸谈判带来很大不确定性。[4] 特朗普执政前，
中美之间总体上还是竞争性合作的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波及范围有限，双方
总能达成适当的妥协。[5] 韩国认为，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不仅体
现在贸易上，在货币、投资、金融、资源和能源、规则与标准、世界贸易组
织（WTO）改革、地区经济合作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同时加大对华施
压。美国还在地缘政治层面提出印太战略，在香港、台湾、新疆、南海、人权、
军事、政治体制等问题上加大对华施压力度，中美竞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
为广泛的领域，双方的战略竞争日益呈现出复合型的特征。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
大部分韩国人认为，中美两国短期内都有暂时休战、调整矛盾和竞争节
奏的需要，作为“小交易”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 2020 年能够延续。其
[1] 구기보，“미중 무역전쟁과 한국의 대응”，《성균차이나브리프》제 6 권제 4 호，
2018，p.160。
[2]

고준성，“美中間 貿易戰爭의 原因 및 그 含意”，p.17。

[3] 전병서，“미중 무역전쟁본 질은 금융전쟁에 있다”，TBS 뉴스，2019.6.10，
http://www.tbs.seoul.kr/news/bunya.do?method=daum_html2&typ_800=4&seq_800=10344403。
（上
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2 日）
[4] 이승주，“미중 무역 전쟁 : 트럼프 행정부의 다차원적 복합 게임”，《국제·
지역연구》제 28 권제 4 호，2019，p.13。
[5] 이지용，“미국의 중국정책 전환과 미중 무역분쟁”，《한국과 국제정치》제 35
권제 2 호，2019，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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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是中国需要确保经济稳定和持续成长。韩国认为，中国目前在综合国
力、科技实力、治理能力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很难在经
贸摩擦中占据优势，难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实质挑战。而
且，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需要与美国缓和经贸摩擦以确保经济发
展。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对中国有较大好处：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可以
稳定国内市场；扩大金融业、服务业开放，保护知识产权，提高汇率政策透
明性本身也有利于中国正在推进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在经济体制、发展方面
更具透明性，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和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也
有利于避免刺激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社会形成反华联盟，缓和美国对中
国崛起的压力。[1] 二是美国也希望缓和中美经贸关系，确保本国经济平稳发展。
特别是 2020 年特朗普面临大选，并无余力对华展开大规模贸易施压。[2] 特朗
普政府希望避免经济动荡，在中美经贸交涉中谋求政绩，彰显自己是能解决
贸易摩擦的合适人选，以期赢得连任。因此，2020 年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仍将
持续，但不会像 2019 年那样激化，双方会达成部分妥协。
但也有悲观观点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也难以维持，特朗
普在大选过程中出于内政考虑而再度升级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很大。随着中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中国国内消费和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也将降
低中国履行第一阶段协议规定的意愿。而且，一旦特朗普成功连任，美国经
济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美国势必再度向中国展开经贸施压。[3]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乃至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韩国人大多认为双方的结
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两国的贸易摩擦和其他领域的竞争将长期持续。2019
年 9 月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报告认为，中美霸权竞争不会受 2020 年美国大选结

[1] 구기보，“미중 무역전쟁과 한국의 대응”，《성균차이나브리프》제 6 권제 4 호，
2018，pp.161-162。
[2] “한국에 미중 분쟁은 중국과 격차 벌릴 기회 ( 종합 )”， 韓聯社， 2019.11.11，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1111079451002?input=1195m。（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
[3] “ 미 중 1 단 계 합 의 지 속 어 려 워 … 美 대 선 때 재 점 화 가 능 성”， 韓 聯 社，
2019.12.16，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1216041000003?input=1195m。（上网时间：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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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影响，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获胜，美国遏制中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1]
据调查，68.9% 的被调查者认为中美第二阶段经贸协商会长期化。[2] 其原因
一是两国很难彻底缩小贸易逆差，这是由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决定的。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因为那会损害中国的
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中国也不可能放弃产业政策和培育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
关的尖端技术行业，中美之间的技术霸权竞争会长期持续。二是中美霸权竞
争和权力转移不可能短期内完成。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观念决定
了其将长期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在两国经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将会进一步加强。[3]
甚至有观点认为，中美经贸竞争正在颠覆现有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
进入混沌、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随着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两国正在各
自推进排他性的贸易协定和产业链，导致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两极格局，
各自形成更为独立的市场和经济圈。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合作受到破
坏，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将会降低，双边经贸脱钩的风险上升。若是中美
经济完全脱钩，则有走向军事、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明对抗的新冷战格
局的风险。[4] 也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中美关系框架已经难以维持，双方正在
构建新的稳定模式，但不会陷入“新冷战”。新冷战的前提是中美完全放弃
对合作的期望，像美苏关系那样划分阵营，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全面
对抗。而现在中美在经济领域高度捆绑，美国虽占据相对优势，但无法全面
对抗中国。中国也更重视本国可持续发展，无意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两国

[1] “미중 패권경쟁 , 장기관점에서 대비해야…전경련 세미나”，韓聯社，
2019.9.9，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909078500003?input=1195m。（上网时间 :
2019 年 12 月 1 日）
[2] 友利金融經營硏究所，“미중 무역협상 전망과 시사점”，2019.12.9，http://www.
wfri.re.kr。（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5 日）
[3] 김관옥，“미중 무역전쟁 연구：트럼프정부의 보호무역정책 요인분석을 중심으
로”，《국제정치연구》제 21 집제 1 호，2018，p.74。
[4] 왕윤종，“미중 경제전쟁의 전개와 전망”，《미래성장연구》제 5 권제 2 호，
2019；박승호，“미중 패권전쟁과 한반도 정세”，《진보평론》제 78 호，2018，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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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展开激烈的竞争，也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1]
（四）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在韩国看来，美国拥有综合国力和基础技术优势、谙熟霸权运用、政
策手段丰富，加上美国近年经济复苏形势较好，特别是页岩油革命为美国经
济复苏提供了充沛动力。[2] 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国具有非对称依赖，中
国对美出口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4%，美国对华出口的占比仅为
0.96%；美国还掌握中国急需的核心技术，而中国的反制措施主要针对农产
品。这些都为美国强硬的经贸政策奠定了基础。但贸易摩擦对美国本身的损
伤也很大，可以说是“自伤八百”。
首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损害了全球的产业链，对许多国家的经济
损害很大，最终也损害美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大量进口其他国家
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然后以最终产品形式出口到美国等其他国家，这样其
他国家的对华中间产品出口也变成中国的对美顺差。其他国家再将从外贸中
换取的美元，投入美国资本市场。由于中美贸易战导致贸易减少，回流美国
资本市场的美元也会减少，最终损害美国经济。因此，美国将贸易赤字作为
不公平贸易的判断标准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夸大了实质的逆差，无法涵盖两
国贸易的实际情况。[3] 其次，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争端绕开 WTO，破坏
了多边贸易体制，违反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和 WTO 规定，导致美国的领导
力和国际信誉都受到损害。[4]“美国优先”标志着美国转变为“掠夺性”的
霸权国。长期来看，这将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下滑，中国的地区影
响力提升，东亚政治经济秩序酝酿着重大变化。

[1] 김재철 ,“미중 충돌 아닌 세력분산 형태 될 것”，《朝鮮日報》,2019.1.27,
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1/25/2019012501329.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
[2] 이희옥，“미 · 중 무역전쟁에서 한쪽 편드는 건 치명적 패착”，《中央日報》，
2019.6.14，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96392。 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
[3]

고준성，“美中間 貿易戰爭의 原因 및 그 含意”，p.20。

[4] 박정준，“국제통상법적 관점에서 미국의 일방적 대중 ( 對中 ) 통상압력에 대
한 연구”，《통상정보연구》제 21 권제 1 호，2019，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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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对中国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 [1]：一是外贸受限。中国对美国
的出口远高于美国对华出口，贸易摩擦对中国更为不利。二是中国的吸引外
资政策受到挑战。为了躲避高关税，许多外资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等国家，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可能会受影响，中
国面临着脱离“全球价值链”（GVC）的风险。三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承受贸易
摩擦的巨大压力。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过高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四是美国对华高科技产业的打击可能迟滞“中国制造 2025”等科技升级步伐。
虽然如此，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来克服困难。[2] 政治体制上，中国有中
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国内分歧、共同应对
外部压力，而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则有不同党派、利益团体的意见分歧；
经济上，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也是重要工具，同时中国在稀土等重要资
源和材料方面也有垄断性优势，中国的 5G、人工智能（AI）等尖端技术自主
研发能力提升迅速，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降低了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及中美竞争的加剧，对韩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负面
影响居多，韩国传统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受
到很大冲击。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的前景使韩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充
满不确定性，韩国经济、外交的中长期前景充满挑战。
（一）对韩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韩国出口遭受打击。韩国外向型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其易于受到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 年，韩国外贸依存度高达 68.8%，其中对中国的
出口依存度达 26.8%，对美国为 12%，中美分别是韩国的第一、二大出口对象
[1] 구기보，“미중 무역 전쟁 과한국의 대 응”，《성균차이나브리프》제 6 권제 4 호，
2018，pp.160-163。
[2] 이희옥，“미·중 무역전쟁에서 한쪽 편드는 건 치명적 패착”，《中央日報》，
2019.6.14，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96392。（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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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为类似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仅为 28.1%，对华出口
依存度为 19.5%，德国、法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也仅为 7.1% 和 4.2%。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全球关税每提高 1%，韩国 GDP 增长将减少 0.65%；
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韩国 GDP 增长将减少 0.5 个百分点。[1]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韩国对外出口在 2018 年 12 月之后已连续 13 个月下滑。
2019 年韩国是全球十大贸易国中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据韩国海关数据，
2019 年韩国贸易总额为 1.456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8.3%；出口额为 542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3%；对华出口额为 1362.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0%，
远高于德、日、英、中国香港等对华出口大国和地区；特别是韩国对华贸易
顺差下降 51.7%，创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2] 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后，韩国外贸可能进一步受压。IMF 研究指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
协议决定中国从美国购买 2000 亿美元的商品，这将导致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
口相应减少，对韩国出口形成替代效应，韩国将受到很大打击。若中国不能
相应扩大内需，预计韩国出口可能减少 460 亿美元，将导致韩国占世界总出
口的比重在 11 年来首次下降到 3% 以下。[3]
韩国出口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严重，这与其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
链中的位置和单一的出口结构有关。在目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韩国出口
结构较为单一，以半导体、钢铁、机械、石化产品等少数几种产品为主，半
导体（主要是存储芯片）、零部件、石化等 10 多个品种的中间材料占 70% 以上。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导致韩国出口中国的半导体等主要产品大为减少，2019 年
半导体主要出口企业三星电子出现 10 年来最大幅度的年度利润下滑，韩国经
济遭受严重的“内伤”。而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因出口结构较为多元均衡，

[1] “무역전쟁 최대 피해자 한국 첨단산업‘직격탄’”，《YONHAPMIDAS》，
2019.10，http://www.yonhapmidas.com/article/191004151106_337785。（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5 日）
[2] 韓國産業通商資源部，“2019 년 수출입 동향 및 2020 년 수출입 전망”，
2020.1.1。
[3] “ 미 중 전 략 적 경 쟁 시 대 가 왔 다”， 비 즈 니 스 워 치，2020.2.3，http://news.
bizwatch.co.kr/article/market/2020/01/20/0011/naver。（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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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贸受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比韩国要小。[1]
第二，中国为了应对贸易摩擦，可能加速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产业
升级，这将削弱韩国的技术优势。中韩两国的技术差距已大幅缩小，中国在
AI、物联网、5G、服务业等领域甚至已经超越韩国，韩国担心成为中国的“经
济属国”。[2]
第三，韩国的大型企业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占据韩国经济半壁江山的
三星、LG、SK 等大型企业和中美两国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在中美贸易摩擦
加剧的情况下，韩国企业也陷入了必须选择一方的困境。美国政府多次威胁，
“如果韩国继续使用华为 5G 通信设备，美国将无法像现在这样与韩国保持合
作”，并以“华为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多次要求韩国政府限制使用华为
公司的移动通讯服务。[3] 如果韩国禁用华为，韩企损失额将达数十亿美元。
同时，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及工信部警告称，如果外国企业按特朗普政
府的要求中断对中国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将把这些外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
体清单”。一旦被列入，该企业的市场准入、投资、融资都会受到影响。目
前已被中国当局约谈的外国企业包括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担心会
像“萨德”事件那样再次夹在中美之间，遭受经济损失。
在上述不利因素影响下，韩国经济受损较大。根据韩国央行公布的数
据，2019 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2%，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IMF、韩国友利金融经营研究所环球研究中心等统计显示，中美贸易摩擦中受
冲击最大的国家是韩国，“韩国的经济状况与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及 2000

[1] 구기보，“미중 무역전쟁과 한국의 대응”，《성균차이나브리프》제 6 권제 4 호，
2018，pp.161-162。
[2] “韓기업，中 만만히 보다 추월당해…기술격차 못 벌리면 경제 속국”，《서울經
濟》，2018.8.23， 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1S3H0WECU9。（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7 日）
[3] “美 화웨이 압박 기류 거세 한국도 전략적 대응 절실”，《東亞日報》，
2019.6.10，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0610/95910304/1。（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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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信息技术泡沫破灭时的情况相似”。[1]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美国
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将动摇韩国股市，对华出口的韩企业绩恶化，韩国经济
的前景不容乐观。
（二）对韩国经济的机遇
尽管总体上韩国经济受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严重，但部分领域也出现
了一些机遇。
第一，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其供应链发生变化，与中国企业有竞争关
系的韩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2019 年，在韩国总出口额同比下
降 10.3% 的情况下，对美出口却逆势上涨 0.9%，增长的主要是汽车、机械类、
塑料塑胶产品、电器电子产品、石油产品等中国受打压的行业。其中，韩国
汽车出口年度增长率由 2018 年的 -1.9% 上涨为 5.3%，对美出口上涨 15%，在
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创下 2016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汽车零部件出口额整体下降
2.5%，对美出口却上涨 4.0%；石油产品总出口额下降 12.3%，对美出口却上
涨 23.6%；家电的总出口额下降 3.6%，对美出口却上涨 15.3%。[2]
第二，美国打击“中国制造 2025”、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将有利
于韩国企业确保技术优势。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加快，中韩之间的产
业差距大幅缩小，互补性减弱，相互竞争的一面增强。中韩两国在核心技术
领域的差距从 2014 年的 1.4 年降至 2016 年的 1.0 年，韩国的主要出口行业
逐步失去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3]“中国制造 2025”旨在实现核心零部件和
原材料的自给自足，对韩国、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影响最大。据统计，由
于韩国制造业比重占 GDP 的 32%，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是 67%，韩国被

[1] “ 미 중 패 권 경 쟁， 장 기 관 점 에 서 대 비 해 야 … 전 경 련 세 미 나”， 韓 聯 社，
2019.9.9，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909078500003?input=1195m。（ 上 网 时 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2] 韓國産業通商資源部，“2019 년 수출입 동향 및 2020 년 수출입 전망”，
2020.1.1。
[3] 韓國現代經濟硏究院，“한 - 중 수출 구조 변화 비교와 시사점”，2018.8.17，
http://www.hri.co.kr/board/reportView.asp。（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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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最受“中国制造 2025”计划冲击的国家，比德国、日本等国要高。[1]
贸易摩擦暂时迟滞了中国科技升级步伐，韩国科技公司从中有所受益。例如，
韩国公司与华为在手机和通信设备等领域的竞争中本来处于劣势，但华为受
美国打压后，三星等韩企在 5G 芯片、手机、通信设备的全球竞争中重新崭露
头角。在谷歌宣布对华为实施断供后，三星股价一度大幅上涨。
第三，中国政府多次承诺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和降低准入门槛、增
加进口，韩国也将从中受益。中国同意尽早签署未加入的 WTO 政府采购协定
（GPA），并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政府采购市场，金融业、银行、证券、保险、
服务业等行业逐步开放。中美签订贸易协定后，中国市场将更加开放，制度
更加透明，这些为韩国企业提供了机遇。
（三）外溢至韩国外交与安全等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已超过经济领域，在外交与安全领域产生了溢出效应，
使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战略对冲的空间大幅缩小。美国要求韩国制衡
中国，加入印太战略，提高军费分担，部署中程导弹，韩军参与美军霍尔木
兹海峡护航等。中国则要求韩国不要加入美国遏制中国的阵营，此前“萨德”
问题已经导致中韩关系的低迷，对韩国经济造成较大损失，因此韩国在对华
关系上也非常谨慎，这导致韩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日本的地
位却愈加巩固，美日韩合作逐步让位于美日印合作。韩国和美、日的分歧上升，
美日同时加大了对韩国的施压，日本对韩挑起贸易摩擦也是看准了韩国在地
区战略中的被动。
在朝核问题上，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此前两国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动力
削弱，对朝鲜半岛安全带来结构性制约。[2]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文在
寅政府主张对朝接触的政策，与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为主、有限接触的做法
出现较大分歧。韩国推进南北政治、经济合作的政策受到美国的阻碍，因此
2019 年来的韩国又遭到了朝鲜的冷遇，在朝核问题中的作用下降，失去了
[1] “‘중국제조 2025’의 가장 큰 피해국은 한국”，《中央日報》，2019.4.11，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37963。（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2] 김관옥，
“미중 무역전쟁 연구：트럼프정부의 보호무역정책 요인분석을 중심으로”，
《국제정치연구》제 21 집제 1 호，2018，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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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岛问题“掌舵者”的风光。

三、韩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前景，韩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
施，减少负面经济影响和外交与安全制约，积极拓展经济和战略回旋空间。
（一）积极调整经济政策
韩国推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本国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市场。[1]
第一，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了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支撑疲
弱经济，2019 年 8 月，韩国国会紧急通过 5.83 万亿韩元（约 48.85 亿美元）
的补充预算案。12 月，韩国又通过史上最大的 2020 年政府预算，高达 512.3
万亿韩元（4344 亿美元），连续两年同比增幅超过 9%。韩国金融货币委员会
也于 2019 年 7 月和 10 月两次将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
第二，对出口企业提供金融和政府援助。2019 年 3 月，韩国产业通商资
源部发表了《提高出口活力对策》文件，大力推进出口品种、市场和企业的
革新，实现出口结构及质量改善，大幅扩大贸易金融和海外营销援助。2019
年将贸易金融援助规模增至 235 万亿韩元（约 1969 亿美元），海外营销援助
增至 3528 亿韩元（约 2.96 亿美元）；2020 年贸易金融援助增至 257 万亿韩
元（约 2153 亿美元），海外营销援助增至 5112 亿韩元（约 4.28 亿美元），
惠及出口企业 42273 家，占全部出口企业的 45%。[2]
第三，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增强本国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在全球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韩国正在摆脱过去只重视增加出口总额
的做法，鼓励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占领产业链顶端。韩国政府计划 2020 年投
入 2.1 万亿韩元（约 17.6 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支持高端材料、核心零部件、
先进设备、半导体、区块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引导，
[1] 韓國現代經濟硏究院，“무역 전쟁이 중국의 對美 수출에 미치는 영향과 시사점”，
2018.7.6，p.10。
[2] “정부，무역금융 235 조원 공급해 수출활력 높인다”，NEWS 1，2019.3.4，
http://news1.kr/articles/?3561342。（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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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出口、海外营销、贸易金融、招商引资、收购合并、
专业人才培养等。[1]
（二）升级对华经济合作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韩国企业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韩国企业多数
主张不能放弃中国市场。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稳定，发展前景良好，
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有望长期成为韩国最大的市场、研发基地，韩
国企业逃离中国将无法在全球企业竞争中占得先机；一旦脱离中国市场，再
进入的门槛就很高；在 5G 时代，韩国无法排斥技术程度高、占据市场先机的
中国产品。[2]
为此韩国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推动韩中自贸协定（FTA）服务贸易领
域的谈判，进一步深化产业链领域的紧密合作，推进高质量合作。二是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同韩国“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对接，加快中韩联合开
拓第三方市场，实现中韩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的扩大。三是鼓励韩企积极利
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做好进军中国市场的准备。[3] 韩国金融机构积
极尝试进军中国金融市场，在中国设立独立证券公司（资产运营公司）或保
险公司。四是避免在中美科技竞争中选边站队。在华为和 5G 等问题上，韩国
政府宣布不介入企业的独立经营活动，强调对华为通信设备的安全审查而并
非完全切断。
（三）巩固和扩大对美经贸
为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韩国在贸易问题上及时、适度对美国让步，避
免与美国正面交锋。2018 年 9 月，在美国对全球主要国家挥舞经贸大棒的时
候，韩国第一个与美国签署 FTA 修订案，对美国作出较大让步，从而降低美
国对韩经贸压力，避免谈判长期化带来的不确定性。2019 年，美国又企图颠

[1] “작년 수출 10 년 만에 두자릿수 감소…정부‘올해 반드시 플러스전환’”，이
데 일 리，2020.1.2，https://www.edaily.co.kr/news/read?newsId=01230006625633784&mediaCod
eNo=257。（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5 日）
[2] 이희옥，“미 · 중 무역전쟁에서 한쪽 편드는 건 치명적 패착”，《中央日報》，
2019.6.14，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96392。（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3] 구기보，“미중 무역전쟁과 한국의 대응”，《성균차이나브리프》제 6 권제 4 호，
2018，pp.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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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现有的 WTO 架构，要求中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多国放弃 WTO 发展中国
家地位。该年 10 月 25 日，韩国主动放弃在 WTO 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其目的
是不想在 WTO 改革中显示与中国立场一致，避免成为美国的“靶子”。[1] 同
年 11 月，韩国与美国达成关于印太战略的首份具体协议，发表“韩美将继
续为‘新南方政策’和印太战略相互合作而共同努力”的共同声明，焦点在
于经济领域，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能源合作促进地区繁荣、共同融资促进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经济、和平和安全保障等领域合作。
在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情况下，韩国企业还积极进军美国
市场替代中国产品。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为本国企业制定了四大
进军北美市场的战略。一是重组全球价值链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积极进入中
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的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能源器材等领域，促进韩企
参与新的全球价值链。二是资助生物技术、半导体、机器人、航空等新兴产
业对美出口。在华为被美国封杀后，美国及其盟国对无线通信、物联网等领
域的需求很大，韩企正在积极抢占相关市场。三是资助韩企树立品牌形象，
提高出口消费品的品质。四是支持对美招商引资、投资及创业。[2]
（四）实行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
为改善外贸高度依赖中美两国的情况，韩国还积极推进与新兴国家合作，
加大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参与力度。
第一，韩国在努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和优化出口市场结构，推行“新北
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并加强与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合作。
2017 年 9 月，文在寅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正式公布“新北方政策”，
重点推进与俄、朝的合作，推动韩、俄、朝等国在天然气、铁路、港湾、电力、
北极航线、造船、农业等领域的合作。2017 年 11 月，文在寅政府正式对外
提出“新南方政策”，旨在加强与东盟、印度的经济合作，争取把韩国与这
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提升到与中美日俄同等的水平。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坚定了
[1] “超강대국 미국에 통상주권 굴복？개도국 벗어나기，농업 포기 아냐”，KBS
NEWS，2019.10.26，http://news.kbs.co.kr/news/view.do?ncd=4310684&ref=A。（ 上 网 时 间：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

韓國貿易投資振興公社，《2020 세계 주요 지역별 시장 진출전략》，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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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经贸多元化战略。文在寅认为，“韩国与东盟是共促增长和打开未来
之门最合适的伙伴”，[1] 他任内访问了所有东盟国家，并于 2019 年 11 月在
釜山举办韩国—东盟特别峰会。为了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和避开美国对华
征收的高关税，韩国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国家。
2018 年韩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 1600 亿美元，相互投资额也超过 100 亿
美元。东盟成为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对象，韩国是东盟第五
大贸易伙伴，东盟在韩国出口中所占比重从 2000 年的 11.6% 增至 2018 年的
16.5%。政府间合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外交、通商、贸易、投资扩展到
基础设施、文化、国防和环境等方面。
第二，韩国还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和自由主义
经济秩序。韩国积极参与包括 WTO 改革、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
团（G20）等多边经济合作议程，主张维护自由贸易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继续构筑覆盖全球的巨型自贸区（Mega FTA）网络，积极关注或参与“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CP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五）坚持更为审慎的两面下注战略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韩国国内对于韩国战略选择的讨论非常激烈。
主流意见认为，韩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格局没有改变，
韩国在半岛无核化与和平体制构建方面也需要中美两国的配合，所以韩国仍
应实行审慎的平衡和对冲战略，反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 文在寅会见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希望不要出现选择一个国家的情况。”一方面，韩
国继续巩固美韩同盟，在经贸、军费分担、波斯湾巡航、印太战略等问题上
适度响应美国要求，得到美国仍会维持美韩同盟的承诺。另一方面提升与中
国关系，吸取“萨德”教训，实现韩中政治、经济关系的稳固向好。2019 年

[1] “发展与东盟关系，韩国欲比肩中美日俄”，《人民日报》海外网，2018 年 11 月
28 日，http://nanhai.haiwainet.cn/n/2018/1128/c3542185-31447798.html?nojump=1。（上网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 이희옥，“미·중 무역전쟁에서 한쪽 편드는 건 치명적 패착”，《中央日報》，
2019.6.14，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3496392。（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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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
12 月，文在寅访华，韩国在涉疆和涉港问题上支持中国，强调中韩两国是“命
运共同体”。[1] 随后，韩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方面大力支持中国。
中韩在经济合作、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朝核问题、半岛和平机制方面的合作
逐步加深。
此外，韩国还利用中美竞争谋求扩大外交回旋空间。在中国承受美国贸
易施压而希望与周边国家提升关系的情况下，韩国借机推动中国减少因“萨
德”问题而采取的“反制措施”，中韩在经济合作、朝核等领域的合作增强。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在经贸、军费问题上对韩施压时，韩国也策略性地发展对
华关系，韩国总统事务特别助理文正仁甚至宣称美韩同盟可以终结，以促使
美国战略派重视美韩关系的价值，约束特朗普政府的对韩高压政策。

四、结语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韩国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广阔
市场，强调继续抓住中国扩大开放的机遇，升级对华经济合作，这为下一步
中韩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了缓解美国变本加厉的战略施压和应对复杂多
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应积极扩大与包括韩国在内的广大愿意发展对
华关系的国家的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大国竞争波及自身的担忧，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 WTO 和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
动高层次中韩 FTA、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地区一体化进程。同时，应继续
推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加强战略对话和政治合作，在朝核
等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 , 共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完稿日期：2020-2-24】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新华网，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leaders/2019-12/23/c_1125378479.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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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 *
朱海燕

〔提

要〕 安倍政府重视构建与菲律宾的“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

在日本积极进取型外交推动下，日菲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安保合作不断
深化，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人文交流更趋活跃。日本积极发展对菲关系
旨在提升自身地区内的政治地位，对冲“特朗普冲击”的消极影响；落
实日本海洋战略，建立“海洋大国”；以日菲关系牵制中菲关系全面深
入发展。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日本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推动的结
果，也是菲律宾政策回应的产物。菲律宾对提升日菲关系同样有所期待：
增强外交弹性，提升国家影响力；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降低对单一国
家的过度依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受地区秩序调整、美国政策等因素
影响，未来日菲关系仍将呈现不断强化态势，但不可能向结盟关系发展。
〔关 键 词〕日本外交、安倍政府、日菲关系
〔作者简介〕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0）3 期 0124-13
[1]

近年来，在安倍政府的进取型外交攻势与菲律宾的积极回应下，日菲关
系在政治、安保、经济、人文交流等领域大幅提升。日菲关系的强化是亚太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日本安倍政府摆脱‘战后体制’战略与中国的对策
研究” ( 项目编号 15BGJ04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匿名专家提出的宝
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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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
诸多国家因应地区格局变化和中美战略博弈上升而拓展外交空间的一个缩
影，具有较为普遍的示范意义，值得进行探讨。

一、日菲关系新发展
安倍政府以积极活跃的外交姿态打造日本的国际形象，加大外交操作力
度，菲律宾是日本提升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在日本积极主动
的外交攻势下，日菲关系提升为“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杜特尔特称之
为“日菲战略伙伴关系进入黄金时代”。[1]
（一）政治交往日益密切
日菲政治关系活跃、稳固，成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
日本的推动下，日菲政府首脑间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阿基诺三世执政期
间，六次出访日本，日本天皇于 2016 年访问菲律宾，同年 10 月，杜特尔特
访日，在双方领导人会晤中，安倍表示，日本将支持杜特尔特的施政方案，
包括菲律宾海军能力建设、棉兰老地区的和平进程、基础设施建设等，两国
领导人一致同意强化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2017 年 1 月安倍回访菲律宾，
同年 10 月杜特尔特再次赴日访问，2019 年杜特尔特分别于 5 月和 10 月两度
访日。两国首脑还借助东亚峰会、
“东盟 +3”、
“东盟 +1”、亚太经合组织（APEC）
峰会等多边机制举行双边会谈，展示相互间的信任与良好互动关系。安倍的
对菲政策得到杜特尔特的积极回应，杜特尔特称“日本是比兄弟还要密切的
朋友”。[2] 通过积极互访与会晤，安倍成功构筑了与杜特尔特间的个人及工
作关系，频繁的首脑会晤既是日菲关系稳定发展的象征，也为双边关系在各
领域的进展提供了政治保障。首脑外交之外，日菲政府间其他级别的外交往
来也日益活络，双方建立了副部长级双边战略对话、海事安全与海洋事务对

[1] Roberto R. Romulo, “The Golden Age of Japan-Philippines Partnership,” Philstar,
December 13, 2019,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19/12/13/1976530/golden-age-japanphilippines-partnership.（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2] 『フィリピン訪問』、首相官邸、2017 年 1 月 12 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
abe/actions/201701/12philippine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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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等交流机制，充实了“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实质内涵。
（二）安保合作不断深化
日本积极提升和拓展对菲安保外交，军事安全交流与合作成为日菲关系
中发展最为迅速、活跃的领域。日菲安全合作的提升始自野田佳彦政府期间，
安倍政府则以更为激进的力度予以推进。2013 年 1 月，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访菲期间，安全合作是其与菲律宾总统及外长会谈的重要内容，由此开启
了日菲安全合作跳跃式发展进程。其后，作为日本自卫队最高指挥官的安倍
访菲，重点推进日菲防卫合作，为双边防卫安全合作确定基调和方向。同年，
时任日本防卫相的小野寺五典两度访菲，2015 年菲律宾国防部长、总统相继
访日，将日菲军事合作推向高峰。杜特尔特继任总统后，日菲安全合作延续
阿基诺三世政府奠定的基调，继续落实《日本与菲律宾政府关于防卫装备及
技术转移的协定》，强化日菲军事安全关系。2016 年 8 月，日本首次向菲律
宾交付承诺援助的巡逻艇。2017 年 2 月，“日菲副防长”会议上，双方以打
击海盗和绑架为名，继续推动日菲防卫交流与合作；3 月，日本将两架 TC-90
教练机交付菲律宾；6 月，日本准航母“出云”号“战略性停靠”苏比克港，
杜特尔特成为第一位登上该舰的外国政府首脑，并称“日本是一直帮助菲律
宾的值得信赖的朋友，今后愿意继续深化与日本的安全关系”
；[1] 之后日本“加
贺号”2018 年 9 月“战略性停靠”苏比克港时，杜特尔特再次登临。2017 年
8 月，日菲签署协议，日本无偿向菲律宾提供 UH-1H 型号的直升机零部件，
2019 年 3 月该协议付诸实施，同年 4 月菲律宾国防部长在与日本防卫相会晤
中称这是“日益强劲的日菲关系的最新明证”。[2]
日菲安全合作机制日渐完善、多元，日菲“副防长会议”、海洋与海事
事务安全对话、安全参谋级别的年度防务对话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度性
[1] Ministry of Defence of Japan, “The Visit of H.E. His Excellency Mr. Rodrigo R. Dutert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JMSDF Escort Ship ‘IZUMO’ ,” June 4, 2017,
http://www.mod.go.jp/e/press/release/2017/06/04b.pdf#search=%27President+Duterte+boarded+%E
2%80%9CIzumo%E2%80%9D%27.（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
[2] Roy Narra, Filipino, “Japanese Defense Chiefs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Security Partnership,”
Manila Times, April 21, 2019,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9/04/21/news/national/filipino-japanesedefense-chiefs-to-strengthen-strategic-security-partnership/543165/543165/.（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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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此外，日菲还利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及副防长会议、东京防务会议及
安倍倡议成立的“日本 - 东盟防长圆桌会议”等多边机制进行双边交流。日
菲安全合作的内容与形式逐渐多样化，当前主要体现为日本为菲律宾提供巡
逻艇、教练机、运输机及相关零部件等，双方还在信息交流合作、联合演练、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间互访等方面拓展合作空间；此外，日菲海警
也在探索合作模式，主要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巡逻机帮助菲律宾训练
海岸警备队、提高作业能力，菲律宾则同意向日本海保开放港湾基地，供日
海保进行海域适应性训练。
（三）经济合作提质加速
日本利用官方发展援助（ODA）向菲律宾提供经济及人道援助，鼓励日
企赴菲律宾投资，使日菲经贸往来成为双边关系中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日
本将对菲 ODA 政策目的定位为“进一步强化两国战略性伙伴关系”。2010—
2014 年间日本一直稳居菲律宾接收国外 ODA 数量的首位。2015 年日本在修改
ODA 大纲时将“开发援助大纲”更名为“开发合作大纲”，在突出平等互利
性的同时，强调“战略性”运用，将 ODA 项目与塑造地区安全挂钩，成为践
行“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工具之一。据此，日本加大对菲援助力度，拓展
援助领域。2014 年以来，日本对菲 ODA 项目数量呈连年增长态势：2014 年为
28 项，2015 年为 34 项，在菲律宾政府更替的 2016 年高达 45 项，2017 年的
项目数量达 27 项，2018 年为 38 项 [1]。在内容上，ODA 项目不仅限于经济开发，
还拓展到教育培训、军事医疗、军港扩建、海洋气象观测服务等领域。
在日菲经济合作方面，受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人工成本上涨、产业链转
移升级等因素驱动，及菲律宾社会秩序趋稳、投资环境改善、人口规模庞大、
国民英语水平较高等要素吸引，日本企业逐步扩大在菲律宾投资建厂规模。
2016 年 10 月，日菲签署“菲律宾 - 日本工业合作行动计划”（ICAP），双
方将在制造业、汽车行业、中小微型企业、工业、服务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
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在农业领域，日本将为菲律宾农业发展提供长期贷款，

[1] 『最近の我が国 ODA 案件』、在フィリピン日本国大使馆、2019 年 11 月 26 日、
http://www.ph.emb-japan.go.jp/itpr_ja/00_000077.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

127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
帮助菲律宾购买日本农业机械等，以落实发展农业机械化计划。2017 年 1 月，
安倍访菲期间宣称在其后五年将为菲律宾提供 1 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援助。
为落实安倍的承诺，日菲设立“经济合作基建联合委员会”，并于 2017 年 3
月进行第一次会谈，至 2019 年 8 月，该委员会已经会谈 8 次，讨论项目涉及
铁路、灌溉、道路、洪水整治、能源、工业区发展等基础设施领域。同时，
日本还在改善邦萨摩罗地区配电、向棉兰老岛地区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
方面提供帮助，这将大大拓展日菲经济社会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密切日菲关系。
（四）人文交流更为活络
日本积极推动深化日菲人文交流，强化日本在菲律宾的软实力，夯实日
菲关系的人文基础。安倍亲自向菲律宾等东南亚及世界各国推广极具日本特
色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及以动漫、科技、旅游、娱乐及相关服务
等大众文化为核心的“酷日本”产业。在政策层面，为实现“观光立国”，
日本放宽签证发放限制，从 2013 年 7 月起针对菲律宾公民赴日发放多次入境
签证。同时，将驻菲律宾使领馆及工作人员作为“酷日本”海外拓展平台的
基本架构，并联合其他机构（国际交流基金、日本贸易振兴会、国际观光振
兴会等）共同促进日菲在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合
作与交流。2016 年为纪念日菲友好关系 60 周年，日本以驻菲律宾使领馆为
核心，组织安排了 23 场相关活动，增进日菲人文交流。此外，日本还支持援
助菲律宾相关人员赴日学习、培训等，如日本政府学者项目（包括教师培训、
研究生学习、研修生项目、特殊培训项目、科技院项目等）、年轻领导人项
目、日语交流与学习项目等。为加深菲律宾民众对日本的了解，日本驻菲律
宾使馆还推出“Hello Japan”节目，以 PPT、视频等多种形式向菲律宾民众
展示和介绍日本文化、传统、节日、食品、语言、和服等。在日本的宣传攻
势下，菲律宾赴日游客呈连年增长态势。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的统计，
2016 年 6 月，菲律宾赴日游客增长率攀升至赴日游客增长率的首位，同比增
长 62.4%；2017 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同比增长 17.8%；[1]2018 年同比增长

[1] 『2017 年 12 月 国・地域別 / 目的別 訪日外客数（暫定値）』、观光局、2017 年 12 月、
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data_info_listing/pdf/2017_december_zantei.pdf。（上网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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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截至 2019 年 10 月日本的暂定数据，菲律宾赴日旅游人数将同比再增
长 36.7%。[1]

二、安倍政府加强对菲关系的动因
在国际及地区格局调整的背景下，提升日菲关系符合安倍政府维护并重
塑日本地区主导性地位的战略考量。
（一）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对于日本而言，菲律宾可以在历史问题上助力日本善国际形象。强化日
菲关系可淡化菲律宾追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责任，阻挠地区内曾遭受日本
侵略的国家形成“历史问题联盟”，并以日菲“历史和解”为案例，推动形
成反向证明效应。2015 年，在二战结束 60 周年之际，亚洲邻国均对“安倍谈话”
未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道歉表示不满，但阿基诺三世却声称，战后日本“远
不止”履行了“修复历史创伤”的责任，他们“不仅重建了自己（的国家）”，
还“无私帮助我们（菲律宾）建设国家”，同时表示希望安倍在“谈话”中
以日菲关系为例，展示“什么样的合作能带来共荣”。[2] 菲律宾在日本历史
认识问题上的表态对所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而言，可能成为日本修正主
义史观外溢的缺口。
此外，热络的日菲关系有助于日本提升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联合国改
革问题上赢得更多投票支持。安倍再次执政后开始推动运用军事力量扩大行
动空间的政策，提升国际社会对日本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认可度和容忍度，
但遭遇联合国“敌国条款”的政治天花板。为此，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之
一就是推动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敌国条款”，使日本在联合国的地
位“正常化”，为实现更高目标——“入常”铺路。而修改《联合国宪章》
[1] 『2019 年 10 月 訪 日 外 客 数（JNTO 推 計 値）』、 观 光 局、2019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data_info_listing/pdf/a6sb87000002kton-att/191120_monthly.
pdf。（上网时间：2019 年 9 月 1 日）
[2] “Speech of His Excellency Benigno S. Aquino III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Before the
Joint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June 3, 2015,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ugoki/
h27/pdf/Speech-of-President-of-the-Philippines-EN.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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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足够的票源支持，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国和东南亚有影响力的人口大国，
其政治支持将有助于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并将带动东盟其他国家认可、
支持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
（二）助推美国主导的地区同盟体系转型，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提升和强化日菲关系是日本构建“次级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战后亚
太地区秩序的基本权力架构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辐辏型”同盟体系，菲律宾
与日本同为支撑美国亚太地区霸权的盟友，但日菲并非盟国关系。奥巴马政
府为辅助落实“重返亚太”战略，鼓励同盟国承担更多安全义务的同时，推
动“辐辏型”同盟体系向“网格状”同盟体系转变，支持亚太同盟国之间发
展和强化安全关系，日菲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副产品之
一。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缩小承担安全责任的范围和力度，这必
将加快地区格局调整的速度和深度，日本决意利用亚太地区秩序调整的档期，
达成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日本”的战略目标。为此，日本在强化
“硬实力”以自保的同时，“与美国密切配合以在地区秩序形成中扮演领导
者角色”，[1] 将战略目标由充当美国的战略前沿和“不沉的航空母舰”，调
适为逐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并努力塑造于其自身有利的地区局势，按
照美国构筑地区秩序的模式，构建日本主导下的“次级准同盟体系”。为实
现这一战略野心，“日本需要菲律宾的外交支持，而菲律宾需要日本的肌肉，
两者形成一种‘共生关系’”。[2]
此外，日本还试图利用坚固的日菲关系来稳定日美关系，确保美国在日
本尚未强大到完全可以“自主防卫”之前仍“留在亚太”。“美国优先”对
战后一直依赖美国保护伞的日本形成强烈的“特朗普冲击”。为应对该“冲
击”造成的安保恐惧，“日本应该展示出主动构建本地区国际秩序的姿态。
如果日本将主导东亚形势这一点得以明确，那么特朗普政权或许也就不得不

[1] 『 外 交 青 書 2017』， 外 务 省、2017 年 9 月 26 日、 页 18、https://www.mofa.go.jp/
mofaj/gaiko/bluebook/2017/pdf/pdfs/2_1.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2 月 19 日）
[2]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Japan: The Philippines’ New Best Friend?,” The Diplomat,
June 17,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6/japan-the-philippines-new-best-friend/.（上网时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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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日美同盟这个核心来切换东亚外交的策略方向了”。[1] 因此，日本积极
构筑伙伴关系网络的另一目的是防止以美国为支柱的亚太地区秩序突然坍塌，
发挥牵制美国“离开亚太”的预防性功效。2017 年 2 月，安倍在访美前夕，
先赴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地区“伙伴关系国”访问，协调各国针对“美国优先”
的政策步调，既凸显了安倍试图填补“美国优先”在亚太造成的权力空白，
也显示出日本利用亚太地区关系网牵制美国的战略意图。
（三）助力日本实现“海洋大国”追求
为突破“岛国”身份对日本“大国地位”的天然瓶颈，安倍政府积极构
筑新的综合海洋战略，将“海洋国家”身份作为日本“大国地位”的基点，
利用海洋这一平台，实现“海洋大国”目标。菲律宾是安倍实施南下“海事外交”
的重点对象国之一，海洋安全合作已经成为日菲合作的重要内容。2016 年 10
月，日菲“联合声明”宣称“作为亚洲海洋国家，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两国
在维护和提升地区与世界范围内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享有共同利益”，“两
国领导人期待利用其朋友与同盟关系网络，特别是日菲将日益强化的关系纽
带，助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海事安全”。[2] 声明共 15 条的内容，涉及海
洋及相关事务的就有 10 条之多。2017 年 1 月，安倍回访菲律宾时再次突出
强调日菲“同为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并称将“加大对菲海洋安全能力建
设的支持力度”，同时以经济手段引诱和拉拢菲律宾，使杜特尔特认可安倍
的外交说辞——日菲“双方将继续共同开展工作，以建设更为稳定与安全的
地区秩序，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够安享更多的和平、进步和繁荣”。[3]
（四）牵制中菲关系进一步发展
安倍通过强化日菲关系，离间中菲关系，牵制中国。在安倍的视野中，
确立日本的地区主导地位与牵制中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日本采取所有
可能阻遏中国发展的手段，如激活和放大中日争端、激化而非调和中国与其
他邻国间的争议，与其他同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塑造共同话语，构建中国“破

[1] 手嶋龍一、『トランプ政権にどう向き合うか—日米同盟の命運』、日本网、2016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268/。（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8 日）
[2]

Japan- 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October 26, 2016.

[3]

Catherine S. Valente, “Abe Offers PH P430B Package,” Manila Times, January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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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地区秩序及“法治”的“受害者联盟”，在牵制中国的同时，打造日本
抗击“中国霸权”的领导者地位，实现既牵制中国又成就日本地区主导地位
的目标。具体到中菲关系上，安倍政府离间和激化中菲关系的手段之一是插
手南海问题：首先蛊惑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柳井俊二（安倍的心腹）担任
主席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裁决后，日本政府高层包括安倍晋三、
岸田文雄等均多次发声，要求执行裁决，将中国置于破坏“国际法”的名义
下，牵制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当行动；同时，还诱使毫无干系的 G7 等
组织将南海问题作为讨论议题之一，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杜特尔特接任菲
律宾总统后，安倍仍呼吁执行所谓“南海仲裁决议”。杜特尔特回应称，“日
本和我们有相同的遭遇，我们计划一直站在日本这一边”。[1] 这透露出：杜
特尔特政权只是暂时“搁置”了南海问题和所谓“仲裁案”结果，菲律宾随
时可能旧事重提，拿仲裁决议说事。日本另一手段就是支持菲律宾军事力量
建设，使其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
“这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关键政策的核心”。[2]
在菲律宾事实上搁置南海争端背景下，日本暂时无从以“秩序”“法治”等
借口“搅局”中菲关系，安倍政府积极践行之前援助管理部强化海岸警备队
及海军建设的承诺，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度向菲律宾提供二手武器
装备及相关零部件，拉拢菲律宾，牵制中菲关系向安全领域拓展和深化。在
因美国批评杜特尔特的禁毒政策造成美菲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本试图在美
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拉紧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链条，坐实日本首倡、美国
接棒的“印太战略”，防止第一岛链因中菲关系改善而断裂，确保对中国的
地缘战略“封堵”。
密切的日菲关系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如有助于日本拓展海外市场，
助力“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的展开，扩大旅游市场等。但经济需求仅为安
倍政府强化日菲关系的衍生性内容，根本目的还是试图通过提升日菲关系，
夯实“俯瞰地球仪外交”在东南亚的地区支点，提升日本的地区存在感及影
[1] 『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外务省、2016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
mofaj/s_sa/sea2/ph/page3_001861.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
[2] Jimbo, Ken,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Three Pillars of a New Strategic Relationship,”
Tokyo Foundation, May 30, 2013,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rticles/2013/japan-andsoutheast-asia.（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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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逐步构筑日本主导的“次级同盟体系”，填补“美国优先”可能导致
在亚太地区出现的战略空白，渐进性地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终极目标。

三、菲律宾积极回应的政策考量
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安倍政府积极践行日本既定国家战略的结果，
也是菲律宾出于扩大国家利益考虑而予以政策响应的产物。从菲律宾国家利
益角度分析，发展对日友好关系，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在军事安全、经济
发展等层面均将为菲律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复归大国平衡外交的需要
在外交层面，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战略关系是开展“独立”外交的需要。
冷战结束后，美军撤出菲律宾，两国仍维持同盟关系，其后菲律宾谋求与地
区大国间改善关系，基本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阿基诺三世却彻底转向全
面依靠美国，并构建起与日本间“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全面对抗，
致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复杂化。但事实表明，菲律宾并未从与中国
的对抗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无力、也无意执行与菲律
宾的同盟约定。菲律宾作为南海周边国家，局势持续紧张、动荡并不符合其
国家利益。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知和对菲律宾国家利益的明确定位，杜
特尔特改变单向亲美政策，奉行“独立外交”，将外交轨道重新调整至“大
国平衡”。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菲律宾仍保持对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态势，这
有利于菲律宾外交棋盘的灵活运转。一是借日菲关系平衡和牵制中国，避免
外交完全倾向对华关系轨道，确保菲律宾外交以国家利益为基轴进行运作。
二是强化日菲关系还可加大菲律宾在中菲关系中的砝码，从中国获取更多资
金技术援助，进而再将中菲关系作为与日本谈判的砝码，使菲律宾在中日关
系不稳态势下能够在中 - 菲 - 日间两面获益，而在中日关系趋稳时，则利用
中 - 菲 - 日三边关系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在确保菲自主性的同时，提升地
区影响力。三是提升日菲军事安保关系以降低菲律宾对美国军事技术及装备
的过度依赖，推动菲律宾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助力“独立外交”。此外，
日本作为美国盟友，可发挥菲美关系中介、桥梁作用，防止菲美关系完全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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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菲律宾大国外交再次“失衡”。
（二）借助日本推动军事现代化
在军事安全层面，菲律宾意图借助日本在军事技术及装备领域的领先地
位，推动本国军事现代化进程。菲律宾军事力量及装备落后，不足以应对国
内外安全挑战。据统计，2019 年度菲律宾军事力量在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综合排名为第 64 位，现役士兵人数 125000 人，排名第 38 位，空军力量排名
第 55 位，以战斗坦克为依据的陆军力量排名第 99 位，以装甲步兵战车为依
据的陆军排名第 77 位。

[1]

菲律宾的整体军力与其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

与挑战并不协调，菲律宾国土分散，海岸线长达 3.6 万公里，加之经济落后，
社会问题突出，极易滋生和藏匿犯罪分子，甚至成为分裂势力及恐怖分子武
装力量的聚集地。当前，菲律宾地方叛乱武装与国内恐怖组织之间在成员构
成上建立了某种供应链关系，更为严峻的是菲律宾国内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
主义（如伊斯兰国）也形成呼应态势，使安全形势更趋严峻。同时，菲律宾
周边海域海盗活动日渐猖獗，这对菲律宾海空军事力量构成挑战。
为应对安全形势的挑战，阿基诺三世借南海问题滋事，于 2012 年重启
军队现代化计划，并承诺 5 年内投入约 18 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杜特尔特以
平息国内武装叛乱及打击恐怖主义为首要任务目标，继续推动菲律宾军队现
代化改革。2017 年 7 月，杜特尔特提出 2018 年将安排 1404 亿比索提升菲律
宾军队的能力建设，这比 2017 年军费支出高出 7.5%，并承诺将付 31 亿比索
用于海岸警备队的现代化项目。[2] 然而菲律宾本国国防科技水平及工业能力
难以满足军队现代化对武器装备的需求，需从其他国家引进相关装备。随着
日菲关系日益密切，菲律宾希望从日本引进防卫装备及相关技术，并通过与
日本自卫队的联合训练、演习等提升菲律宾军队的应战能力、情报收集及分
析能力等。随着安倍政府放松武器出口管制、实施“新安保法”，并积极助
推日本防卫装备及自卫队“走出去”。菲律宾将日本视为武器军力的重要进

[1] “2019 Philippines Military Strength,” Global Fire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
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asp?country_id=philippines.（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
[2] Alexis Romero, “P140 B for Military Upgrade in 2018 Budget,” Philstar, July 25, 2017,
http://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7/07/25/1721633/p140-b-military-upgrade-2018-budget.（ 上
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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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来源及安全合作的“战略伙伴”。
（三）改善民生，助力“杜特尔特经济学”相关政策落地生效
为打破限制国家发展的怪圈，阿基诺三世执政之后，菲律宾致力于推行
改革，打击腐败和财政重建，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并未彻底打破制约菲律宾
经济发展的藩篱。杜特尔特政府继续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进程，以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民生为施政主要发力点，推出“杜特尔特经济学”，即政府加大在基础
设施、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保护等方面投入的经济战略，充足的资金及相应
的技术支持是其成功的重要保障，仅基础设施建设中期预计资金需求即达 4.4
万亿美元的规模，吸引外资及获得援助是菲律宾政府的重要目标。
日本不仅是菲律宾获取 ODA 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国，而且还承诺为菲律宾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90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 。[1] 其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承诺提供 24 亿美元低息贷款建造连接图图班、马尼拉和马洛洛斯的通勤铁路
（NSCR），还将提供 44 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用于建设菲律宾第一条地下
铁路——马尼拉地铁系统项目，[2] 这将极大缓解马尼拉地区的交通压力，助
力杜特尔特“大建特建”计划。此外，积极的日菲关系也将使菲律宾更容易
获得由日本和美国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援助，有利于菲律宾“基
础设施黄金时代”的飞跃式发展。杜特尔特执政后，亚洲开发银行声称将继
续支持菲律宾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和菲律宾中产阶级发展，并将重点支持菲律
宾政府的社会事业、减贫等事项。
日菲双边贸易为菲律宾提供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菲律宾政府的重点关
切。根据 2019 年 1—3 月的统计数据，日本是菲律宾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
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不同于中菲贸易，在日菲贸易关系中，
菲律宾处于顺差地位，这为菲律宾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汇资金。此外，
菲律宾在发展过程中还可借鉴同为岛国的日本发展经验，借助日本在环境治
理、城市规划、农业等各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实现杜特尔特提出的“绿色发展”

[1] “Japan’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https://www.ph.emb-japan.go.jp/
files/000466831.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2] Reicelene Joy Ignacio, “JICA to support Davao City Urban Infra Dev’t Project,” Manila
Times, January 26, 2017,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7/01/26/business/jica-support-davao-cityurban-infra-devt-project/308837/.（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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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除日菲两国出于各自战略考量及利益需求驱动双方相互靠近之外，地区
秩序调整及域外力量也助推日菲关系进一步发展。除前文所述的美国外交政
策令美国盟友加快探索军事“自保”或“抱团取暖”外，中国不可逆的崛起
势头也使周边部分国家采取“平衡性”的“双面人”政策，在经济上“搭便车”
的同时也对中国保持警惕，这些都成为日菲关系提升的客观推动力量。

四、结论
日菲关系并未因各自国内政府变动受影响，而是保持稳定提升的发展态
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内，日菲两国发展相互关系的需求将成为推动双边
关系持续提质加速的稳定常量，这种需求已超越两国各自内部的党派纷争，
上升至国家利益层面。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地缘战略布局具有鲜明牵制中
国的意图，菲律宾仍将是其未来培植和利用的重要对象。而菲律宾与美国的
同盟关系、东盟成员国的地位及作为南海争端的当事国身份，使其成为中国
周边外交中较具影响力的一个变量。
尽管日菲关系提速升级，但也应看到两国关系短期内不会以结盟为导向
发生质变，这是因为：其一，日本现行宪法仍将是约束日本与美国之外的其
他国家结成亲密军事攻守同盟关系的红线；其二，菲律宾国内社会治安状况、
政治运作方式等将阻碍以利润为追求的日本企业大幅扩大在菲律宾的投资；
其三，短期内，发展中菲关系以获取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刚需将一定程度上牵
制菲律宾无限度向日本靠拢的速度与深度；其四，以“亲诚惠容”理念为指
导的中国周边外交有效纾解了周边紧张心态。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
给相关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力证明“强起来”的中国将继续坚定走
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政策，这将使周边国家
逐渐弱化乃至消除与他国联手制华的冲动。
【完稿日期：2020-2-8】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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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ulture, Concepts
and Practice
Sun Jisheng
Traditional culture,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major changes in the world situ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practice of BRI embodies not only the general rule, but also some new concepts,
models and approach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ny of which are ignored or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actice of BRI emphasizes the equal, open, inclusive, procedural and long-term nature
of cooperation, and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t goes beyond simple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homogeneous
cooperation and interest cooperation from the lens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brings new
el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ies.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of the BRI practice can highlight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while elevating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to a theoretical level,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transform Chinese practice into universal knowledge of the world.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Deng Hao
After the expansion of membership, global governance ha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SCO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has become a new focal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O in the new era. The SCO’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has gone through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from inception, active involvement to active
ac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scope and depth of the SCO’s participation, its influence on
global governance is on the rise. India and Pakistan’s accession to the SCO, the deepening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on institutional synergy,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SCO to strengthen it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e SCO enjoys a unique advantage and plenty
of room in develop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thanks to its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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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governance concept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ingly
clo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SCO’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also fac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he stereotypes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regional situation, and
the lack of internal governance all hinder the SCO’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the SCO’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earnestly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O in the new era, by improving it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engaging i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constantly
innovating the way of involv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so as to make due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 reasonable and sustain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public of Korea’s Assessment and Response to China-US Trade
Friction
Liu Rongrong & Sun Ru
As an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K (Republic
of Korea)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st of the people in ROK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 economic incentive for the
US to provoke trade friction, bu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e hegemony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merging and established powers. In the short term, both China and the US
need a temporary truce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fields, but there will be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various fields for a long time. Neither China nor
the US could win in the trade frictions, and both have suffered large losses. The ROK is “the
country most affected by the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its economy
is facing major challenges.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frictions has spilled over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the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fields. To this end, the ROK has
actively adjusted its economic policies, upgrade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seized the US market share, promoted economic and trade diversification, participated in
regional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avoided choosing si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hina should actively exp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ROK and other countries, ease their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China’s rise and the impact
of China-US competition,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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