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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 *

   王  毅

[1]

这几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经济面

临衰退危险，乌克兰危机升级延宕。粮食、能源、产供链、气候变化等问题

日益突出。

这几年来，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两国相互依存的现实被漠视，

合作共赢的历史被歪曲，对话沟通的渠道被堵塞，所谓的“战略竞争”正在

以危险的方式定义、影响中美关系，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带来巨大

的变数。

显而易见，中美关系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影响全球。国际社会普遍期

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承担大国责任，稳定双边关系，推动全球合作。

2021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以各种灵活方式进行了多次战略沟

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

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拜登总统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如何发展将塑造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

两国元首都认为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都认为中美不应该冲突对

抗，都主张两国加强交流合作。拜登总统多次强调，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世人都期待美方能把这些重要表态真正落实在行动上。

两个优秀的乐团合作，首先需要指挥家确定共同的基调，同时也需要所

有的演奏者按照同一套乐谱，发出和谐的音符。但大家看到的是，美方的团

队似乎拿了两套乐谱，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乎

 *　本文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2022 年 9 月 22 日。



2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5 期

逻辑的政策，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感到困惑，也当然会提出以下疑问：

美方炮制莫须有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刻意放大中美意识形态对立，

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执政党。这种情况下，如何履行不

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的承诺？

美方把中国定义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实施全方位遏制，

试图通过“塑造周边战略环境”来围堵中国，还胁迫各国选边站队、编织各

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发生新的冷战？

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在 25 年后再次允许众议长访台。一次次

官方往来，不断提升实质关系，一次次售台武器，甚至包括很多进攻性武器。

最近又在推进审议所谓“台湾政策法案”，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构成的中美关系根基。这种情况下，如何兑现不支持“台独”的重要表态？

美方持续对华贸易战，即使被世贸组织判定违规，仍执意对约 3600 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同时单边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

已经达到 1000 多个实体和个人。这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护中美和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

美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的问题上没完没了地挑衅，同时又

提出要保持关系稳定，避免冲突对抗，这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是矛盾的。

症结在哪里？从根本上讲，还是美方对中国、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出

了偏差，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

关系的正确轨道。

这种偏离是危险的，代价也将是高昂的。陆克文先生将当前的中美关系

比喻为置身裸露电缆的潮湿车间，约瑟夫·奈先生则形容为可能步入新冷战

的“梦游综合症”，美国如果沿着零和博弈的思维处理中美关系，继续用“政

治正确”来误导对华政策，不仅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还会使中美关系走向

冲突对抗的终点，我们要大喝一声，是时候要认真反思，重回正轨了！

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 50 周年，也是“八一七公报”发表 40 周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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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重要的，有了历史才有现在，珍视历史才有未来。

我前几天专门拜访了基辛格博士，再次共同回顾了 50 年前中美双方达

成共识的曲折故事和其中蕴含的智慧胸怀。中美从接触第一天起，就知道是

在和一个很不相同的国家打交道。但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两国打破

坚冰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深化合作，更没有妨碍双

方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共同贡献。

展望未来 50 年，中美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仍然取决于我们能否正

确对待这些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追求各自和共同的利益。

关于中美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主席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那就

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项原则是审视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

风云跌宕得出的重要论断，也是当今时代大国之间彼此交往的正确之道。

我首先谈相互尊重。

没有尊重，就谈不上信任，没有信任，就无法避免冲突，也谈不上真正

的合作。这是中美交往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基本前提。

50 年前发表了“上海公报”，双方同意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要尊重彼

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50 年后的今天，这一指

导原则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

美国也无法按自己的好恶改变中国，双方谁也打倒不了谁，这就需要尊重彼

此的选择。

把自己的选择定义为民主，把对方的选择定义为威权，把成功定义为改

变对方，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现实。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乐见美国开放自信、发展进步。美

国也应当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也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在救亡振兴的道路上艰辛探索，包括西方体制在内的各种方案轮番

出台，但都因水土不服，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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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

族独立和解放，并最终找到了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积贫积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用全球 9%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 20% 的人口，形成了 4亿以上的中等收

入群体。14 亿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迈向共同富裕，将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

奇迹。

这条道路，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真正的人权和民主。我们建成了世界规模

最大的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体系，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第一位，让每一个人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结

合起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美国权威机

构民调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连年高达 90% 以上。

与此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

均GDP才刚过1.2万美元，排在世界60多位。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仍在70多位。

我们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集中力量，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同时也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开展互利互惠合作，为中国发展创造有利

外部环境。

中国人民历经 5000 年悠久文明的洗礼，既自信自立，又谦逊包容。我

们将沿着自主选择的道路和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我们也愿继续借鉴一切国际上的有益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始终张开双臂拥

抱世界，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一些人担忧中国会输出意识形态，威胁别国的价值观，这完全没有必要。

历史上的中国就没有传教布道的做法，今天的我们也没有输出制度和道路的

想法。2500 年前的中国先贤就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

概括宇宙和大自然法则中的相互包容精神。今天的我们，应该有比古人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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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胸怀来看待差异，以相互尊重的态度来接受不同，并积极追求和而不同

的境界。

我接下来说和平共处。

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合作还是对抗，这是中美关系的根本性问题，不能

犯颠覆性错误。要守住和平的底线，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在这里要明确地告诉各位，中国的选择是和平，坚持的是和平发展，

对中美关系的最基本期待是和平共处。

一些人看着中国一天天发展起来，就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形成了所谓的

“威胁膨胀”，这是典型的过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人没有扩张胁迫、称王称霸的基因。恰恰相反，“好战必亡”“国

霸必衰”是中国人信奉的箴言。   

600 年前，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就曾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 7 次

进行洲际远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但是中国人没有搞任何殖民、杀戮、

抢劫，而是给各国送去了茶叶、丝绸、瓷器。

我曾经在伊斯坦布尔这一东西方文明汇合之地参观过历史博物馆，左边

展厅展出土耳其同中国交往的文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右边展厅是土耳

其同西方交往的文物，摆满着剑、枪和铠甲。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把

发展的能力等同于扩张的意图，用传统大国走过的老路来预测中国，都将形

成严重的误判。

今日之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们从

未主动挑起一次冲突，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从未发动过一场代理人战争，

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个军事集团，是全世界和平纪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将坚持

和平发展写入执政党党章，也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进宪法的大国。中

国坚持不称霸、不扩张、不胁迫、不谋求势力范围，与各国和平共处，无疑

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贡献。

中美实现和平共处，要遵循双方均认可的规则。在双边层面，应当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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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而不是将本国国内法强

加于对方。在国际层面，应当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这一规则和秩序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付出巨大代价创立的，也是

用 3500 多万中国人伤亡的重大牺牲换来的。作为联合国发起国和第一个在宪

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中美有

责任共同维护好这个秩序和这套规则。美方经常提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如果指的是上述规则，中方没有异议。但如果指的是别的没有国际普遍共识

的东西，那美方没有权利强加于人。

中美实现和平共处，最大的障碍是冷战思维。正如殖民观念在 20 世纪

逐步被抛弃，冷战思维在 21 世纪也早已过时。美国有些人希望模仿当年对苏

联的遏制来打压中国，希望通过“印太战略”等地缘游戏来围堵中国，这注

定是徒劳的。因为，中国不是苏联，世界也不是以前的世界。只有从冷战旧

梦中及早醒来，才能以冷静、理性、现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是合作共赢。

任何合作都不可能建立在你输我赢的基础上。合作共赢不仅可能，也是

必须。这正是中美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真实叙事，也是双方应当继续争取的

共同目标。

中美社会联系之密，利益交融之深，在大国中首屈一指。疫情之前，每

周有 300 多个航班往来于中美之间，每年有 500 多万人次跨越大洋两岸。两

国曾经建立了 100 多对各类对话交流机制，还有 50 对友好省州和 234 对友好

城市关系。即使在疫情肆虐和美国强行对华加征关税的情况下，2021 年两国

贸易额仍高达 7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7%，双向投资已达到 2400 亿美元，

66% 的在华美国企业计划增加对华投资。我这次来也同美国商界代表举行了

座谈，大家都认为中美合作为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都期待在中国市

场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这些客观的事实和数据充分说明，中美人民的意愿是

合作，中美合作的动力是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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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国个别人士说“合作共赢只是政治口号”。我们对此不能苟同。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具有高度互补性，无论经贸、

能源、科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抗击疫情、

恢复经济、应对气变、反恐、防扩散、解决地区热点等全球性议题上承担着

重大责任。双方还曾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

引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了一件件造福世界的大事好事。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打交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合作始终是中

美两国的最好选择。

中国不否认中美之间在经贸等领域存在竞争，也不惧怕竞争，但我们不

赞同简单地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这绝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和主流。

同时竞争也要有边界，更要讲公平。要遵守公认的规则，而不是只想着削弱

别国发展能力，剥夺对方正当权益。要进行良性而不是恶性竞争，要你追我

赶而不是你死我活。

大家都熟悉华为的例子，对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美国竟然动用政府的

力量在全球范围打压，甚至威胁各国不得使用华为设备，否则就将承担后果。

这显然不是公平竞争。美方基于意识形态，泛化国家安全，构筑“小院高墙”，

鼓动“脱钩断链”，推行“友岸外包”，搞“印太经济框架”，建立“芯片联盟”，

这显然也不是良性竞争。其不仅无益于美国自身发展，也会扰乱全球经济合作。

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会也不可

能与世界脱钩。中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同世界建立

更紧密联系。我们正在以更短的负面清单、更好的营商环境，为全球伙伴提

供广阔合作机遇，也欢迎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平等尊重前提下，中方愿同美方开展更多和更好的合作。布林肯国务

卿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提出美中的六大合作领域，我在巴厘岛与布林肯国务卿

会晤时，提出了中美8个领域合作清单。双方还可以共同把合作清单拉得更长，

把合作蛋糕做得更大。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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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倡议等公共产品始终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开放，也愿与美方提出的倡

议开展对接，实现中美双赢和世界共赢。

既然是合作共赢，自然离不开必要的条件和氛围。美方不能一方面损害

着中方核心利益，一方面又要求中方无条件合作。这一逻辑不能成立。我还

要强调的是，无论中美关系如何，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都将一如既往积极

参与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履行中国责任，做出中国贡献。希望美方也采取

同样的态度。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中的基础，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当前，台湾问题越

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理不好，很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破

坏影响。

讨论台湾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前提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来

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有效行政管辖可上溯千年。1895 年日本

通过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这是中华民族蒙受的一段

耻辱，而两岸中国人反抗侵略、反对分裂的斗争从未停止。

1943 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

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 年中美英共同签署的《波茨

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 9 月，日本签署《日本

投降条款》，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通过上述一系

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中国已从法律和事实上完全收复了台湾。

显而易见，一个中国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一个中国原则

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971 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仅彻底解决

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完全封堵了在国际上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50 年来，联合国对台湾使用的称谓

一贯是“中国台湾省”，这就是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唯一地位。181 个国家同

中国建交时的政治前提同样是认同和坚持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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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也是有过明确承诺的。从 1972 年的“中美上

海公报”，到 1978 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再到 1982 年的“八一七公报”，

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历届政府均明确要奉行一中政策，

多位总统作出过反对台湾“独立”的表态，这些都记录在案。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建交后不久，美方就出尔反尔出台了所谓“与台

湾关系法”，之后又内部搞出一个所谓“对台六项保证”，不断虚化掏空一

中原则。这两个东西完全是美方单方面炮制的，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

因而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中国政府一直明确反对。

正如美国不会允许夏威夷被分裂出去一样，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就有权利维护国家的统一；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就不应允许台湾当局加入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国际组织；既然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就不应与台湾开展官方往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美方近来不断提及“台海现状”，甚至指责中方“改变现状”。这与事

实恰恰相反。坦率地讲，正是在美方的插手和纵容下，“台独”势力在岛内

滋生蔓延，不断改变大陆台湾同属一中的根本现状，进而对台海和平稳定构

成了最大威胁。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抛弃了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破

坏了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执意推行“渐进式台独”。他们在

党纲中公然鼓吹“台独”，抛出“新两国论”，在台湾强行推行“去中国化”，

煽动两岸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台独”这头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正在

向我们冲来，应当予以坚决制止。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愿望和期待，也是中国宪法的明确规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这一基本方针，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解决大陆

和台湾制度不同的最现实、最包容方案，是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

的方案、共赢的方案。两岸制度虽然不同，但这绝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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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借口。我们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追求和平统一，但绝不会容

忍任何旨在分裂国家的活动。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

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的行为，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制止“台独”分裂，捍

卫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是中国依据国内法、国际法行使的神圣权利。

台湾问题因中华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解决。

这是历史大势，也是人心所向。美方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再过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规划

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蓝图。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既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我们

将继续秉持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曾说过，“过去 50 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

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 50 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

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我们希望，中美双方能从历史经验

中寻求现实的启迪，汇聚前行的力量，共同探索构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共

同创造中美两国的美好未来！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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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

                

【编者按】为做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阐释和宣介工作，8

月下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

与国际传播”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复旦大

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单位的十余名专家

学者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思想渊源、理论价值和国际

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本刊现撷取部分专家学者观点，以飨读者。

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

吴志成 [1]

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共生共存、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的普遍共识，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全球化进程不

断深化、世界市场体系日益紧密的必然需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也是各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共建更加美好

世界的普遍信念和价值取向。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体系中，和平发展是

[1]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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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公平正义是核心，民主自由是目标。[1] 其中，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是一切发展进步的前提；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

的关键；公平正义是各国人民追求的基本诉求，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

会和谐的保障；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价值，也是现代政治文

明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平和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安全与物质基础，

公平和正义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制度与秩序保障。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包含的这

些要素相互关联、彼此紧扣，形成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自身价值共识发展的结果。价值主要反映

事物的性能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重在强调客体对于主体的效能、需要、

作用和意义。共同价值则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共同需求和认同，为维护共同

利益而形成的价值共识。[2] 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的需求利益、

理想愿望和前途命运，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

展水平的差异，人类整体共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世界各国人民对一些

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的认同和共识。它贯通个人、群体、国家、区域、世界

等不同层面，承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主张把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起来，既反映了各国人民普

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和人类作为整体对安全、稳定、生存、发展、

平等、自由的普遍价值共识，也凝聚着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时应该遵循的

价值准则。

其实，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共同价值因素即已广泛地、历史地存

在于人类交往互动的过程之中，并在长期的演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成为

不同国家的人民交流往来、共处发展的价值观念基础。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

矛盾统一体，客观存在着战争冲突、贫困落后、发展不公、强权霸道、专制

暴力、集权压迫等诸多问题，出现了许多威胁甚至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背道而

[1]　王鸿刚：《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何重要》，《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 7期，第 9页。

[2]　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 4期，

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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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的言论行为和思潮政策，才更加促使人们普遍向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从本质上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共同需求，是立足人类根本需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所达成的普遍价值

共识。人类要繁衍生存，追求个人权利和美好生活，并期望完成自我实现，

这一本质需求贯穿人类形成发展的始终，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题。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深化的必然要求。由于价值

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本质上属于人的认识，

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因而即使是对同一事物的价值认识，也会因时代不

同而不同，因人群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世界市

场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基本确立，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利益融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如何认

识和处理价值多元与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

文化的人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近年来，尽管遭遇逆全球化与个别国家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的短暂逆流，但世界不会退回到彼此隔绝的“孤

岛”，全球化和国际社会共生合作的时代大势不可改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

球持续蔓延再次证明，人类变得更加安危与共，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迎来粮食

短缺、气候变暖、金融动荡、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全球疫病、地缘冲突等

多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方可有效应对全球危机，

因而增进国际社会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加强协同行动的价值共识显得更加迫

切，也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地缘政治冲突、战争与恐怖袭击等

行为频发，才凸显和平价值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世界上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

需要通过发展解决饥饿生存、贫富差距问题，才凸显发展价值的重要性；正

是因为国际社会不时出现一些国家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单边主义，才凸显公平正义价值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还存在文明歧视、

西方中心至上、无视基本国际规则等现象，才凸显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性。

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就是人类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加强全球

合作治理的价值诉求的体现，也是回应全球化时代客观要求、顺应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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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的必然选择。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百年大变局对理论创新的呼唤。时代是思

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

园。这个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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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另一方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问题挑战更加复杂严峻。我们看到，冷战后国际

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集团对抗的阴霾未散，

地区冲突与矛盾此起彼伏，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

不断扩大，不同文明和价值观念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也日趋频繁，人类面

临的共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特别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

与乌克兰危机及其背后的大国博弈交互影响，让本来就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

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对此，许多传统的西方理论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地

解释百年变局下全球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也不能指导人类有效

摆脱现实纷争和困境，扩大共识和合作。处于人类发展的重要当口，究竟用

什么样的价值观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历史发展潮流，世界各国之间是和合共

处、包容互鉴，还是相互敌视、对抗冲突，无疑已经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重

大历史性选择，也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要命题。习

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整体的高度，提出并在国内国际多个场合阐述全人类

共同价值，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

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 这是

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之变、顺应时代之需、回应时代之问的重要理论创新，

也是破解当今时代之问的中国应答。

[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页。

[2]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

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 7月 7日，第 2版。



15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

第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全人类共

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表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

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

共产党价值思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以及当代全球思想文化进

行扬弃升华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和世界各国的共同精神财富，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时代潮流、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中国气派与

天下情怀的高度统一。面对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

中国共产党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深刻

把握了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为解答当今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

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和世界大国领袖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和引领开创

人类美好未来的强烈责任担当，而且夯实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认同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

推进，这一重要思想的伟大意义和时代价值正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

认同和支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所讲，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

他们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更加圆满地把数亿民众在政治和文化上团结了起来。

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进行统一的技术，并具有难得的成功经验，

而且这样的统一恰恰又是当今世界绝对需要的。[1] 所以，如果中国人向世界

奉献出一种礼物，使中西文化融合、推动历史前进，世界不要感到意外。[2]

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价值内核。思想是

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从理论逻辑上讲，共同价值能够不断凝聚

思想共识，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指导，并深刻影响着实践效果。如果缺

失共同价值指引，许多国际合作行动就可能失去必要的价值前提和认同基础，

[1]　汤因比、池田大作：《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54页。

[2]　转引自杜占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今日中国》2022

年第 1期，第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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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甚至可能在松散失序中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明晰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

值遵循，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契合世界人民的精神认同和价值追求，

有助于实现中国价值理念与世界价值共识的对接共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就是要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建设一个远离战争、持久和平的世界，通

过共建共享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通过合作共赢建设一个远

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通过交流互鉴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

界，通过绿色低碳建设一个远离污染、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提出以来，不仅已经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也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文件，

在国际上日益深入人心。[1] 可以说，这一重要理念由倡议提出到共识凝聚再

到构建实践，离不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和支撑，也需要国际社会全体成

员的思想共识、责任共担和行动共为。各国人民只有坚持和奉行全人类共同

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在获得全球广泛共识的基础上，真正

实现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才能在全球多元

领域落地生根，在不同层次深化走实做细，才能真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

的美好蓝图转变成为人类的现实福祉。

第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升华。

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基于“价值一元论”

和“西方中心”的偏狭认知，将西方价值标榜为凌驾于世界所有国家、所有

民族及一切时代之上的“普世价值”，将其宣扬为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

的终极价值，用以占据人类道义和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实力和先发优势的价值霸权和思想强权。这种西方价值

观既未充分反映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众意愿，更不反映全人类利益和诉求，而

[1]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2021 年第 16

期，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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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在价值观上的体现，并成为西方国家向非西方社会推行

资本主义价值观、瓦解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所谓“普

世价值”旗号，强迫别国政府和人民接受，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通过战

争、“颜色革命”、颠覆破坏等方式，向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多党

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灾难。他们以“和平”

之名挑起冲突、发动战争，以“发展”之名攫取暴利、进行掠夺，以“公平”

之名歧视非西方文明、排斥非美国价值，以“正义”之名施行非法之举、悖

逆国际公道，以“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维护霸权地位，以“自由”之

名剥夺他人自由、搞乱世界秩序，充分暴露出虚伪、霸凌、唯我独尊的本质，

其结果必然对国际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将人类社会推向冲突对抗的境地。[1]

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各

国历史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

共性，不是对某些地区、某个国家自身价值的人为提升和刻意打造，也不强

加给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是人类在长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

同文明求同存异、交流融合、发展积淀的产物，实现了普遍性、历史性、时

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与升华。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

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

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2] 在自己走过的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中，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

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领导

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议者、坚守者、弘扬

者和践行者。我们应该站在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和国际社会精神道义的

[1]　吴志成：《为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力量》，《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7期，第 7页。

[2]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21年 10月 26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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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高点，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价值指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化渊源

邢丽菊 [1]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 全

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着眼于全球化发展

大势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而提出的普遍性价值，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

一、和平、发展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和为贵”，追求和平发展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

必然要求。儒家提倡仁政，主张用仁爱精神实现“天下大同”。孔子提倡“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墨家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之道，但他提出的“兼

爱非攻”思想则更执着地追求和平。墨子一生为了反对诸侯间的战争，多次

大无畏奔走游说，制止了多场战争的发生。道家的无为、无争也体现了一种

和平思想。庄子提出“齐物论”，主张万物平等相处，是“道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虽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本质上依然追求和平。中国古代的对外政策基本不主张扩土拓边，主要以安

边睦邻为贵，总体上是和睦取向。中华文化中没有穷兵黩武的基因，对和平

[1]　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2]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

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 年 10 月 16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094-2584385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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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好和追求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发展的特性在中国古典《周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生生之谓易”。

易有两层意思：一是变易或变化；二是常道，即天道。中国先哲们认为世界

是一个如同大河奔流般的运动总体，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中。变

易是事物普遍存在的基本方式，但变化不是没有内容的，也不是简单的重复，

变化要包含创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不断地生成创新才能赋予生命

更加深刻的内涵，才能使德业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1]“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之所以要有变化，因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变化

生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正是它支撑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与时俱

进地发展。美国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指出，与希腊更偏重于静止相比，

中国哲学主张世界本就是自然的生成和变化。[2] 这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

二、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中华文明的一贯追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崇尚公平的

民族。《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朱熹将“均”解释为“各得其分”，

意思是每个人得到应得的那一份，这就是公平问题。儒家的公平观首先要求

敬老养老。《礼记》中有“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养老制度，

后来延伸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黎民不饥不

寒”。其次，公平观体现在教育层面。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教育不分阶级、

等级和出身，所有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再次，公平观更多体现在治

国理政方面。孔子认为“政者，正也”，提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育而

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五种美政，主张要以敬的态度谨慎使用公权力，

[1]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三联书店 2015年版，第 22-23页。

[2]　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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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公权力滥用。[1]“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中华文明的公平观体现得

淋漓尽致，主张通过践行“天下为公”来实现理想的大同社会。

中华民族的正义传统发源于先民从天地宇宙的运行以及物我一体的自然

秩序中汲取的智慧。《诗经》有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所谓“物则”“秉彝”，都体现了代表正义的法则和伦理。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正义”被视为公正的、有利于百姓的道德伦理，是社会道

德的基本要求。据《孟子》记载，“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

之何？”舜虽贵为天子，但面对父亲杀人时，他既要承认父子亲情，也要捍

卫皋陶所代表的司法正义，所以才会“弃天下”“遵海滨而处”，这体现了

儒家的正义观在面对复杂情形时的选择。[2]《论语》所言“父为子隐，子为

父隐”，虽是人伦之义的坦率表露，但也要服从于法理秩序之义。中华文明

中的公平与正义常常相提并举，公平以正义为准则，正义是为了实现公平，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公正的高尚道德情操。

三、民主、自由

中华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民主和自由的基因。“民主”的现代含义来自

西方的“democracy”，近代逐渐被赋予“主权在民”的含义。在中国古典中，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天惟时求民主”。《尚书》还曰“民

之所欲，天必从之”，只要是百姓的意愿，连上天都要顺从而不违背，这就

意味着“以民为本”。孔子说“节用而爱民”，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西汉贾谊主张“民为万事之本”，其中的核心主张就是，君主只有为民谋福

利，才能得到百姓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治国之本在民，民本则万事兴，

这就是中国先民“主权在民”意识的萌芽。中华文化中诸如此类的民主基因，

[1]　王艳：《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化内在基因》，《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期，第 18-22 页。

[2]　任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观》，中国文明网，2014 年 4 月 3 日，http://www.
wenming.cn/wmzh_pd/jj_wmzh/201404/t20140403_18468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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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传入埋下了种子。

中国古代先哲高度强调人的自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

志也”，意即人的意志自由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老子》“道法自然”

虽有自然规律之意，但也包含自然而然的自由状态。庄子《逍遥游》“水击

三千里，抟扶摇直上九万里”更是将这种自由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老庄看来，

自由就是摆脱一切桎梏，实现百姓“无为而治”的境界。无论儒家还是道家，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包括自然本性和精神意志的

自由。相比之下，西方的自由则认为，人生来是不自由的，需要某种外在力量（神

或上帝）把人从不自由的状态解放出来，然后赋予自由。[1] 这与中华文化强

调的自得自在的自由有着很大区别。

综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包含的六个核心关键词并非孤立的，而是个人

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和平是发展的基础，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公平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保障，正义是对社会的

道义担当，民主是人的政治价值的体现，自由是人的生存价值的追求。历史

发展的规律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将助力社会的发展进步。个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

家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都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究根结底，这与中华

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一脉相通。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下”高于或大于国家，

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儒家经典中多次出现“天下大同”，《大学》

讲“修齐治平”，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更高追求。儒家治国理

政的理想境界就是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这就

意味着实现互助友爱、安居乐业、和平有序的世界。《尚书》的“协和万邦”、

《周礼》的“以和邦国”以及《周易》的“万国咸宁”，都描绘了这种和平

共处的社会景象，可谓是中华文明世界观的典范。

全人类共同价值发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超越当今世界文化同

[1]　张允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 年

第 6期，第 7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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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异质对立逻辑的普遍性价值。新形势下，我们要从全局和整体出发，齐

心协力，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真实而又具体地体现到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实践中

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

现了守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自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徐  坚 [1]

习近平外交思想时代精神的精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崇高目标，其立足点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

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识理

解全人类共同价值，需从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洞见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在《共

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涵义作了明确

界定：“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

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

历史。”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相互依存加强，但矛盾也随之增加。一

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它的发展在一两

个世纪的成果远远超越了人类过去几十个世纪的成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这种

[1]　徐坚，外交学院前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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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给人类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困惑。要超越这种精神上的困惑，首先就

要有时代精神去引领。“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马克思注重哲学冲破单纯解释现实世界的封闭体系，实现改变现

实世界的作用，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

马克思关于时代精神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黑格尔。黑格尔以形式

与内容的统一来阐释哲学与时代及时代精神的关系，从而消解真理的永恒性

与历史的暂时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作为一个时代的精

神的思维和认识，哲学在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要受到外在历史条件的支配。

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哲学以时代精神的实质为对象，而后者又是普遍精

神在一定阶段上的特殊表现。这样，哲学便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贯穿于一切

时代中的普遍精神，从而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

的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使欧洲

脱离了中世纪，欧洲在精神上从神权和教会控制下脱离出来。法国大革命提

出《人权宣言》，首先是针对中世纪的桎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整个 19世纪，

欧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马克思讲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是自

由。自由是一切近现代精神的核心，它首先是摆脱神权、教会的控制，追求

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最核心、最崇高的价值理想。围绕促进和

实现自由这个最高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价值理念。比如，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共

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此基础上，再去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逻辑关系。    

和平、发展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和平，整天打仗，自由无从谈起；没有发展，

人们陷于极端的贫困，自由如无源之水。公平、正义是自由在社会层面的保

障和体现。西方人更多强调个人的自由，往往忽视自由的社会层面。实际上，

自由还有国际层面的意涵。我们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就是自由在

国际层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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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这些要素的内在逻辑以后，再去审视全人类共

同价值和西方人讲的“普世价值”的关系。从价值观来说，二者并没有本质

的区别，很多东西是重叠的。区别不是在价值观本身，也不在价值本身，而

在实践的方式方法上。西方唯我独尊，罔顾各国的国情，要把其实现这些价

值的那套方式强加给世界所有的国家。

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所蕴含的桥梁作用。全人

类共同价值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桥梁。人类命运共

同体不是共产主义，其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妥善处

理分歧、共同应对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共产主义是一个实现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物质

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平等、

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重要一环，二者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文化差异，但两者的许多内容和思想方

法是相通的，如物质观、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以及社会理想等，作为两

者的核心内容和方法论，都相融相通。通过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朴素价值理念，可以沟通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的桥梁，也可以更好地

理解为何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先进人物在众多国外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东西文化之间的桥梁。东西方文化之间，有许多共同、

相通的东西，而不是处处对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涵盖了西方国家的，其不

是仅适用中国，而是适用全球，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

传播一种理念或价值体系，一定要注意三个洽和的问题。一是逻辑自洽。

理论的逻辑体系环节自身可以自圆其说，不能前后矛盾。二是逻辑他洽。理

论所处的逻辑系统，要与周边相关的逻辑系统以及更深层次的逻辑系统保持

一致。对于我们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自身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其他别人提出的

东西之间，应该是融洽的。三是逻辑续洽。原有被证明暂时正确的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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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和场景发生变化后，依然可以保持逻辑正确。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

一贯坚持的一些理论，应该前后融通，现在提出的理念不应和早前的理论立

场存在明显的矛盾。坚持逻辑三洽，相关理念或价值体系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和感召力自然就会增强。

   

从世界政治看全人类共同价值

杨光斌 [1]

一、中国为什么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从世界政治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三种力量，首先是技术（包括军事），

其次是贸易，再次是政治思潮。技术和贸易的作用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但

是政治思潮作为世界政治的研究单元，是人民大学推动的世界政治学：政治

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世界政治

学告诉我们，政治价值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是，长期以来，国内

国际关系研究忽视了这个重要变量，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聚焦于基于实力

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聚焦于贸易推动的相互依赖，建构主义侧重于心理层

面的认知活动，对事实性地编织了世界秩序的巨大显性的政治思潮无动于衷。

在理论创新上，不要对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寄予太多期望，因为国际关系

说到底是事务和实务方面的，这对国家对外政策至关重要，但这个重要性本

身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理论，它毕竟重在实务，真正的理论源自对世界政治的

研究。世界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它本身自带理论性，或者说它本身

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性话题。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 300 年期间形成的世界秩序或者变动中的世界秩

[1]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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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体现为政治思潮的政治价值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或者说世界秩序是

各种政治思潮互动的结果。如果说英国和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从国

内自由主义到国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扩张，是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过程，

当然，建构的是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秩序（西方人自誉为“自由世界秩序”），

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

则是在“反向运动”中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秩序。俄罗斯人的大反抗牺牲巨大，

但居功至伟。没有“十月革命”，全世界永远憋屈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系中；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二战后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改变了自己而改变了世界，世界出现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可能改变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

否则人类和文明不平等的现状将永远维持下去。

世界政治虽然无比复杂，简单地归纳，300 年来三种人做了三件事或者

讲了三个故事。盎格鲁—撒克逊人建构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并提供了捍

卫这个秩序的“普世价值”，俄罗斯人撕裂了自由帝国主义秩序并提供了与

之相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跻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人正在深刻地影

响人类文明进程，不能不提供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中国为什么要提供一种新型价值观

简单地说，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基于基督教文

明的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达。如果问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很多

人会不假思索地给予肯定；如果问欧洲文明是不是“普世价值”，所有的人

又会不假思索地给予否定，常识是，还有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

但是，自由主义民主却是欧洲文明的一种翻版，是欧洲文明的政治表述。比

较发现，自由主义民主中的很多关键元素，诸如多元主义与多党制、代议制、

国家－社会对立关系、个人主义、法治，也都是欧洲文明的基本要素，因此

我才说自由主义民主是欧洲文明的政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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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么把基于一种文明的政治信条变成“普世价值”的？我的研究

发现，文化帝国主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帝国主义是一种改变现状结构的活动，

而文化帝国主义则是改变他族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民族主义。第一代文化

帝国主义鼓吹白人优越论，19世纪中后期的自由主义者大多也是人种主义者，

比如托克维尔；第二代文化帝国主义鼓吹文化优越论，即基督新教催生了资

本主义的理性精神，代表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代文化帝国主义就是

制度优越论，鼓吹“历史终结论”即代议制民主（其实就是基于欧洲文明的

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最好的政府形式。

一路下来，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人

建立的、西方人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崛起除了具有地缘政治意义，

更有文明意义。首先是非西方的中国人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角，其次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改写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神话。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单单是国家层面的意义，更有文明层面的意义，人类文明史因而变得

更丰富多彩，丰富了人类文明史的中国自然要提供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特征

第一，包容性。这里要厘清“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不同之处。“普

世价值”（universal value）的英文是基督教一神论、一元论的意思，强调

的我对你错、黑白对立的排中律的二元对立，依靠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大优势，

“普世价值”变成了特定指称和意指——自由主义民主即为“普世价值”，

事实上也就是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价值”。相对地，“共同价值”强调和

而不同的共性方面，至于共性到底是什么，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国情去“各

自表述”。显然，“共同价值”比“普世价值”更具包容性和通约性。

第二，代表性。它更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的诉求，也

更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需要，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价值观。比较政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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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告诉我们，如果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国家建设的首要议程，很多国家不但

得不到发展，甚至会陷于内乱和国家分裂。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价值”是

文化民族主义改变他国的一种政治工具。

第三，科学性。很多国家的首要议程是和平发展，其次是追求公平正义，

然后是民主自由。也就是说，中国人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国家发展的

科学性：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就是空谈；没有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因此，这种具有科学性的价值观充

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性精神。

当“普世价值”遇上全人类共同价值 *

谢  韬 [1]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席卷各国的

极端天气，无论高科技带来的互联互通还是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都有力

地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共同的命运孕育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 28 日在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此后在多个重大场合，他又进一步阐

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号召各国团结起来，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话语却强调所谓的“普世价值”。

顾名思义，“普世价值”意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具体而言，“普世价

值”就是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自由，前者的核心是多党制下的竞争性选举，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阶段性成果。

[1]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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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核心是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普世价值”是西

方文明的产物，后者虽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代表人类文

明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尽管西式民主和自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而也就不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西方“普世价值”的第一个局限性在于重政治而轻经济，它只看到了人

类社会的政治属性，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属性。民主和自由固然重要，

然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经济利益是首要和前提。在个人层面，只有在最

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类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言论和信

仰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不能当饭吃的，不能解决温饱的民主和自由必定是不

受欢迎的，也必将是短命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式民主在贫穷国家难以存活。

在国家层面，一方面，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生死存亡。

无论“弱国无外交”还是“落后就要挨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是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不仅得不到国内民众的

支持，也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无论哪个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发展而言，西式民主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环顾世界，不少国家

采用了西式民主但其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或者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而一些没有采用西式民主的国家却实现了经济腾飞。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

其经济领先归结于诸多因素（如殖民主义、战争、先发展优势等），而民主

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并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总之，无论个人还是国

家层面，缺乏经济基础的“普世价值”只能是空中楼阁。

“普世价值”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重个人而轻国家，它过于强调个人和

国家之间的张力，并认为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利益。在西方政治话语中，个人

权利（自由）是“造物主”赋予的，而政府是个人权利的“天敌”，因此要

通过各种方式防止政府侵害和限制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当然重要，然而没有

最基本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个人权利只能是空谈，而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的前提就是强有力的国家。已故著名政治学家塞缪

尔·亨廷顿有句名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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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秩序就是强有力的国家。首创“历史终结论”的福山近年来构建了一

个政治秩序理论，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国家。总之，纵观人类历史，

国家和个人之间并非对立关系；相反，强有力的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

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它们既无

能力也无意愿持续、有效地保护他国的人权。没有主权，哪有人权。

此外，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必然导致社会的部落化，最终削弱民族国家的

凝聚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享有

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价值观则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

的前提。然而，当追求个人权利走向极端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种族、

族群、宗教信仰、性取向）被刻意放大，社会由此分化为若干群体，并且个

人对群体的认同优先于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如此一来，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沦

落为各种群体的集合体，国家的统一性仅存于群体的差异性。极端自由主义

者获得了个人权利的“小我”，却失去了民族国家的“大我”。

“普世价值”的第三个局限性在于重程序而轻实质，它过分强调程序公

正而忽视了实质公正。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民主的核心是产生最高决策者的

程序——自由的、竞争性的、定期的选举。然而，程序民主并不能保证实质民主，

后者是指政府决策在最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事实上，一些西方

国家实现了程序上的公平，却陷入了实质上的严重不公平（如贫富悬殊）。因此，

即使百般推崇程序民主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对程序的崇拜高过于对实质

的崇拜”是导致一些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选举，一人一票和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也是西式

程序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绝对公平，事实上，通过政

治捐款、媒体广告、智库宣传等方式，一个有钱人能够影响成千上万人的选票，

从而导致实质上的一人不是一票。同理，表面上看，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现实生活中，只有有钱人才能支付昂贵的律师费，而

穷人则往往有理说不出，其结果必然是司法不公平。总之，程序公正固然重要，

但实质公正更重要。再多的程序公正也无法掩盖和弥补实质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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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

人类文明是多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

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全人类共同价

值则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科技、传播等领

域的绝对优势，采用各种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这无异于

试图消灭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同文明才能交流

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多彩。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治理改革之基

赵可金 [1]

价值观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全球治理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一起致力于

解决全球问题形成集体行动的活动、关系和过程，没有一定的全球价值指引，

全球治理是很难持久的。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

越形成某些共同持有的全球价值。比如《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维护国际

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

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等价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自然和共同责任等价值，全球气

候变化领域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公开透明原

则，全球反贫困领域中的能力原则等。显然，全球价值是一个应然问题，是

超越个人价值、国家价值、区域价值和文明价值的人类共同价值，所有这些

不同领域中的全球价值，都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精神动力。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倡导全人

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1]　赵可金，清华大学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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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环顾世界，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全人类共同价值已经成为中国推

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指导理念，它超越了国别、党派、制度乃至文

明的藩篱，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走出一条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之路。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呈现出乱变交织、危机叠

加的新特点。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大变局的进程，对全球

治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问题。

关于“治理赤字”的讨论来自学界热议的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论”[1]，认

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伴随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问题。在百年大

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扩大和贫富分

化悬殊严重，以及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难民、社会冲突等国际公共事务

难题困扰着世界各国。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挑战，一些大国履行国际责任

动力明显不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热情衰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

义思潮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合作机制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这就是习

近平所说的“治理赤字”问题。

事实上，“治理赤字”背后昭示出的是近代以来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

的困局。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时代之问”，美西方一些国家自

诩为“世界灯塔”，将“自由、民主、人权”的制度模式美化为人类社会的

道德制高点，充当其他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教师爷”，推行所谓的“华

盛顿共识”“民主输出”“人道主义干涉”，非但没有给其他国家发展带来

[1]　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 1986 年版，第 347-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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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帮助，反而在世界各地陷入了冲突的泥淖。针对美西方挥舞“普世价值”

大棒的蛮横做派，中国倡导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强调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建设的关键是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

一起推动，大家的规则，大家一起制定、一起遵守，反对把一个或几个国家

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给整个

世界“带节奏”。显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人类进步潮流一边，积

极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应对百年变局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克

服了美西方“普世价值”的局限，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

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人

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原理在世界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体现，展现了回

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

在世界层面，弘扬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

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守卫世界和平底线，实现全球共

同发展，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坐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人历来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多样性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

心态。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史性访问并发

表重要演讲，站在世界和谐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主张，

认为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

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和平、发展是站在世界整体的战略高度和

捍卫共同福祉的长远角度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做出的根本界定，反映了全人类

的共同愿望。

在国家层面，弘扬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公平和正义是政治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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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道德哲学的一个主题，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组织层面的核心内涵。就

最初的含义而言，公平正义主要涉及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致相当于公正（fairness）和平等（equity）等概念的内涵，更多地强调

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不

是虚无缥缈的指令，而是客观现实的行动指南。在人类社会进入国家时代后，

国家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基础，治理制度和过程是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

否获得社会成员认可的正当性，是公平正义价值的核心关切。当今世界有

190 多个国家，各国人民均有权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不允许其他国家进行横加干涉，这既是公平、正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

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题中之义。

在个人层面，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共同理想，也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追求。无论资本主义，还

是无产主义，都坚持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价值，只不过资本主义民主是少数人

的自耦民主，是仅仅实现政治解放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民

民主，是追求实现社会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自由。因此，无论是国内治理体系，

还是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都是争取民主和自由，区别仅在于

具体道路和方式不同，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着人类社会

发展的大势所趋，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路径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面对全人类共同挑

战，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

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是和平、发展是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最大

公共产品，也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任务。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什么也办

不成。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和平也很难保证。中国主张弘扬和平、发展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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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价值，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坚定维护和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全

球安全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共同体。

二是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近代以来，在西方主导下建立

了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

更多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中国主张弘扬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

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强调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凌逻辑，也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

之实的霸权主义，坚持走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之路。

三是民主、自由是全球治理的根本宗旨。全球治理不是服务个别国家利

益的治理，而是服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切实增强人民

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中国主张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强调 21 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

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

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改变全球治理只见国家

不见人的治理短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以人为中心、基于事实的政策

导向，在世界经济、国际发展、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全球治理带来的好处。

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扬弃和

超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它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

确立了全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阶级价值观的框架，关注在个人、

国家和世界不同层面的共同价值，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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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其次，它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价值观，确

立了共同体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贯穿着中华文化中天下一家、协和万

邦的中和之道，又确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逻辑，致力于推动构

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

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反映了中外优秀文

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再次，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了人类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

关注人类的本质，强调和而不同，命运与共，不以任何一方为中心，也不以

任何一方为模板，其所追求的境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1]。它超越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坚持世界各国聚同化异、

和合共生的中和理念，以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前提，通过积极

的对话、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努力积聚共识，增进理解，化解矛盾，共建更

加美好的世界，为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与国际传播

杨小茸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多次谈及全人类共同价

值，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

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当前，世界形势正处于新一轮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

[1]　1990 年 12 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

进行演讲时，总结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

[2]　杨小茸，中国前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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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回答了“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

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一、重要时代意义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思想引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国际发展大势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长期以来，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手段，意图操控世界，维护其主

导地位。政治上，大搞“价值观同盟”，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通过采取

“双重标准”打压异己、拉帮结派，进行集团对抗。安全上，奉行冷战思维，

信奉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对异己者动辄军事打压，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破坏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上，热衷于搞“脱钩”、零和博弈，发动

贸易战、货币战、制裁战等等，以此削弱潜在竞争者的发展能力。但是，随

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欲通过“价值观同盟”控制世界的企图遭到越

来越多的阻力，西方不公平不正义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和抵制。

在世界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

了时代潮流。“和平、发展”，就是要打破冷战思维，反对集团对抗，促进

共同安全，为世界发展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一辆自行车的两

个轮子，通过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公

平、正义”，就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应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不应干涉别国内政。“民主、自由”，就是要推

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上的事应由世界各国共同说了算。各国都有自主选

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主张贯穿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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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言出必行，与西方利用价值观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谋取私利存在根

本不同。中国的主张契合了国际发展大势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可谓恰逢

其时。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可行途径。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前所未有地形成利益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共同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

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繁发生，对各

国形成共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世界已是一个地球村，大家相互

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一个国家单靠一己之力，都无法应对全球

性挑战，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克时艰。可以说，疫情的发生，使国际社会

同舟共济的意识普遍上升。但是，各国利益毕竟千差万别，落实到具体国际

合作上仍是困难重重。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抱着单边主义不放，坚持零和博

弈，热衷于搞小院高墙，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

对国际合作形成掣肘和阻碍。

国际合作形势的新发展需要理念上的新飞跃。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重要的一点就是彻底打破了西方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给出了合作共赢的新

途径。在目标上，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

分好，以实现共同发展。在方式上，就是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不断提高国

际治理能力和合作水平，在充分考虑各国关切、维护各国正当发展权利的同时，

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立于全球化时代的潮头，

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化解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有效途径，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思想引领。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赢得了主动权。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加

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常用的一招就是利用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来诋毁中国。

例如，他们无视中国在保护人权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刻意贬低生存权和发展

权这一基本人权，颠倒黑白，肆意污蔑中国“不讲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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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了美西方“‘普世价值’中心论”，有

力地回击了其在价值观领域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同，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在国际话语

体系中赢得了主动权。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需要把握好几组关系

第一，对外讲好中国主张的先进性与西方主张的局限性。

中国所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其优势

在于：

首先是文化上的包容性。中国的主张超越了西方试图以单一价值观统领

世界的做法，以承认文明多样性为基础，主张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应该交流互鉴，这一主张更易于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共鸣。

其次是政治上的开放性。中国的主张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主张不同社

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共赢，最大

程度地增强了国际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合法性。

最后是实践上的有效性。中国的主张有利于打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藩

篱，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更快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成功实践，

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已经印证了中国主张的有效性。

第二，在宣传上把握好共性与个性。

在对外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弘扬促进

人类进步的先进价值，也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在价值实现路径上的探索。

从共性上，重点阐明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既吸收了“和

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合理借鉴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

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对西方主张中不公平不正义的内容进行了扬弃。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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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性上，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重点阐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意

义和内涵，反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强调各国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

展道路的权利。同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平等互鉴中不断拓宽共同

发展之路。

针对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重点讲清实现民主的形式

多种多样，不同的基本国情、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民主形式，不

可能千篇一律。民主归根结底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国家民

主不民主，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借所谓民主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根本

行不通。

第三，把握好实践需要与理论创新。

近年来，中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成果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主张，回答了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则进

一步丰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引领，围绕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倡议。为

了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提出了全

球发展倡议。为了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提出了全球

安全倡议。为了促进国际卫生合作、更好地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

战，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

中国主张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此外，中国还就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提出了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

等倡议。

中国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者，例如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非合作论坛务实合作，率先向国际社会、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疫苗援助，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等。中国为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做了大量好事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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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主张的强大生命力。

理论源自于实践，也会为实践起到引领使用。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新问

题新挑战，需要理论创新和思想引领。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

进步的一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一定会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

杨洁勉 [1]

在国际上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说是“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时间

持久”。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后，不仅在物质文明上不断发展和创新，而且

还在精神文明上逐步拓展和深化。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

公元前 200 年间），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欧洲和印度先后开启了

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并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步接触和延伸，如中国

和印度通过佛教的媒介而进行交流和交汇。在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凭借其经

济科技实力而将其人文优势进行拓展，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向世界传递了“自

由、平等、博爱”思想，在相当范围内和一定时期内为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贡献。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更是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倡导世界历史思想、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为全人类求解放等，为人类共同价值观指出了新的前

进方向。

当历史进入百年巨变和中国崛起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总结为当代的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总结的时代意

义主要有三点。

一是客观和全面总结了历史和当前的现实，提炼了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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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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以此促进各种文明相互依存、协同共进、合作共生，促进了人类价值

观的里程碑式升华。中国版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符合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求

和平、谋稳定、促发展、图共赢”的共同愿望，因而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认同。

二是为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中国倡导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

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符合现实和顺应历史潮流，加大了当代人类共同价值

形成和发展的速度和力度。

三是打破了美西方在人类共同价值上的垄断，增加了人类的共性和代表

性。长期以来，美西方信奉“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

等，时至今日仍捧着过时的价值观理论，贬低、否定、排斥其他的人类价值。

而中国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以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博大胸怀和对人类命运的

高度责任性，为人类解决全球性危机、走出现代性困境、建设地球美好家园

提供了科学理念和现实路径，成为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共同凝聚和提升人类共

同价值观而努力奋斗的鲜明旗帜。

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版人类共同价值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光荣自不必说

了，其艰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夯实国内基础。“打铁先

要自身硬”，中国自己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伟大命题弄通、悟透和落实。

毋庸讳言，少数中国学者仍旧缺少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而言必称希腊，且在

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中国学界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二，充分认识

国际传播的艰巨性。商品资金科技的国际交流基础比较宽泛，容易形成共同

需要，而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融合的难度要大得多，时间跨度也要长得多。

而且，中国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对象也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如此任

务的艰巨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要准备好应对美西方的长期围堵和打压。

当代中国和美西方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差异、对立是最大的也是最多的，

美西方在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中国在国际上传播全人

类共同价值将面临美西方强烈的围堵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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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与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国内有时可以做到“破字当头，立也

在其中了”。但在国际上不同的条件，更多地恐怕还是需要立字在先，破则在后。

因此，中国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学术和理论等方面要与时俱进，不断更

新和创新。这样，才能做好有关的国际传播工作。

在如何做好国际传播和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有三点建议：

第一，在实践方面要强调有效实践和探索实践。一是在反全球化和去全

球化面前要知难而进，不能内向或内卷，也不能在新冠疫情面前无所作为。

二是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加强有效实践，中国在大国崛起以及与美国斗争

中要多做有说服力和有效应的国际传播。三是要采用更加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进行国际传播，例如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信息社会化的特点而做好对全球社会

大众的国际传播。

第二，在学术方面要强化和深化研究。学界做好做深学术研究就能在国

际传播方面做到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建设和传播人类共同价值是个长期的

过程，学界在学术研究方面既有责任也有专长。首先，综合平衡“以我为主”

和“世界一体”的关系。研究人类共同价值要从我做起，先把中国的立场观

点研究透彻了，才能由近及远和由此及彼。其次，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工作

要融会贯通，就是把中国和世界各国视为一体进行研究，否则何以称为“全

人类”呢？第三，学术研究要有规划、有队伍、有人才。现在，狭义的人才

和队伍有，但交叉和复合型的人才则少之又少。

第三，在理论方面要强调更新和创新建设。当前阶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国际传播理论建设的重点在于时代性、创新性、大众性。国际传播的理论

要呼应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命题，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引领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工作。与此同时，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不仅要继承更要有发展，

以创新的理论去指导代表时代进步的思想倡议等。此外，国际传播要提高全

世界人民认同和推进共同价值的基本理论，并且成为他们的自觉认识和共同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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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于运全 [1]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

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更加坚定，人类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客观存在共同利益，必然要求

共同价值。在此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继

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又一个在世界上具有标识性、引领性的重要理念，进一步

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而热烈的响应。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起广泛共

识，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 20多个主要国家，

对这一理念的认同度连续两年超过 90%，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走向世

界、深入人心的良好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发展

奇迹，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在“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下，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然得到国际社

会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在中国广泛而生动的国际合作和发展

实践中更加深入人心。截至 2022 年 3 月，中国已经同 149 个国家和 32 个国

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的人口总和超过 46亿人，

如果把作为倡议发起国的中国算上，则覆盖的人口占比超过全球人口总量的

76%，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人口区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

到了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共 60多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发展

倡议之友小组”，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坚实的实践依托。   

[1]　于运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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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同时面临着一定挑战。第一是“话语之争”。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凝练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但世界各国对于这些理念的理解各有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提供了广阔的交

流对话空间，是各国文明互鉴的重要动力，但客观上也加剧了文明冲突、价

值冲突。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提出“价值观外交”，2021 年举办所谓“民

主峰会”，在涉疆等话题上加强舆论攻势等举措可以看出，美西方正在不断

升级国际话语权斗争，这在“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第二是“路径之争”，各国人民对于实现共同价值有着不同的道路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于本国国情，持续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从

消除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到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时，充分发挥了全球经济压舱石、稳定器、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再

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和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拓展了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路径，昭示了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光明前景。

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始终不能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全人类共同价值，

仍在走“输出模式”的老路， 以“民主”为名在世界划分小圈子，为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造成阻碍。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

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需要广泛凝聚世界共识，积极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

注重历史镜鉴。价值理念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从 18 世纪欧洲兴起

的“中国热”，到“西学东渐”“西方中心”，再到“世界向东看”，人类

价值的传播历经漫长过程，见证了数次“传播中心”的转移。当下，“两个

战略全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两

个前所未有”—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处于历史上

最好的发展时期，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

传播，与中国的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的提升息息相关，关键要

久久为功，做好自己的事，这是推动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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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践创新。习近平主席元首外交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重要

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伴随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足迹，从联合国大会、世界经

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博鳌亚洲论坛、世界政党大会等重要场合不

断向世界传递。同时，要在回答和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中推动国际传播。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发展倡议等国

际合作平台中不断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正确理

念指引和实践方向。

注重知识构建。发挥好智库、研究机构、媒体的知识构建作用。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发起国际智库知识分享计划，与巴西、巴基斯坦、法国等国的知名智库围绕“全

球发展”“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开展联合研究，形成了智库报告、

论文、对话会等多种成果。同时，我们与各大媒体开展合作，致力于将研究

成果转化为可视化、故事化、数据化、国际化的多媒体产品，为推动全人类

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力量。

注重长远未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在青年群体塑造

和形成世界观的关键阶段加强国际传播是赢得未来的重要环节。根据当代中

国与世界研究院的民调研究，国际“Z世代”的中国观具有更加友好、开放、

包容的特点，是加强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近年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开展“国际青年中国行”“国际青年智汇行”等活动，邀请国际青年深入中

国各地，学习中国历史、见证中国发展、了解中国价值，不断汇集全人类共

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青年力量。

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积

极开展对话和智库交流，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应有贡献。

【完稿日期：2022-9-10】

【责任编辑：宁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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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中韩建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尽管期间也出

现了不少波折，但保持了合作导向的基调与稳定向前的大局。如今，中

韩关系发展面临来自经济、政治、战略、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挑战，特

别是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韩国新政府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

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的新形势。中韩两国作为近邻，发展双边

关系要着眼于长远。当前，中韩关系处在新的历史转变期，两国要共同

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基础，把握好经济关系、战略合作和社会支持

大局，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特别要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大智慧、大视

野确保两国长久睦邻友好与合作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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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中韩两国抓住机遇，本着向前看的大局思维，实现了关系

正常化。建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构建了紧密的经济关

系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规划与推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

系行稳致远，需要两国做出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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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韩建交三十年回顾

二战后，朝鲜半岛分裂，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两国基于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克服诸多困难，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中韩建交不仅对两国关系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朝鲜半岛

及东北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韩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门，也使

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发展、维护朝鲜半岛稳定、推动各方交流合作

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建交 30 年来，经过中韩双方的不懈努力，逐步拓展和

深化了两国关系的空间内涵，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经贸合作实现了互利双赢发展。3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额增长70多倍，

中国连续 18 年作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则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更为重要

的是，两国通过投资、生产、贸易和服务，形成了经济的深度链接与发展互动。

中韩在生产、技术和市场方面具有互补优势，中国的开放政策与韩国国际化

战略对接，使得两国逐步打造了优势互补和共同受益的发展环境。2015 年中

韩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双方在投资、金融、科技、新能源、电讯、交通运输以及技术研发等领域签

署了诸多合作协议，构建了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供应链体系。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为韩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长

远来看，两国经济关系具备可持续拓展的基础和优势。

政治关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基于互利的共识，中韩两国积极推进以合

作为导向的政治互信建设，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确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内涵逐步得到拓展和深化。中韩两国政治制

度不同，韩国还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在此背景下，2003 年中韩宣布建立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双方构建了高级别战略对话、外交安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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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对话等机制，就双边、地区及世界事务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协商与合作。

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

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中韩两国都进行了积

极有效的合作。

社会人文交流收获了丰硕成果。中韩人员往来交流的大幅度增加，有助

于双方国民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密切的人文交往则使两国逐渐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相融格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中韩每年人员往来最高已

达到 1300 多万人次。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中，两国游客都把对方作为重要的出

访目的地，中国人到韩国旅游的人数逐年增长，最高年份达到800多万人次。

两国还互为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大批留学生的往来交流，为两国关系的长

远发展奠定了认知基础。在文化交流方面，韩国的电视剧、电影、歌曲等风

靡中国，使得“韩流”涌动，中国的文化也在韩国广泛传播，掀起“汉风”热流。

当然，国家间关系发展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韩关系发展过程中也

曾遇到不少矛盾，涉及经贸、历史、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如由韩国提高从中

国进口大蒜关税而引发的贸易争端，由所谓“东北工程”问题引发的历史认

知争议，因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的矛盾等，都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不

利影响，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认知逆转。但总的来看，中韩关系历经波折，

保持了合作导向的基调与稳定向前发展的大局。[1] 习近平主席在与韩国当选

总统尹锡悦通电话时表示，“中韩是搬不走的永久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

伙伴”，“中韩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与

发展”。尹锡悦总统也表示，“韩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建交 30 年来两国各

[1]　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韩中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 年—1992 年的

对抗时期，中美、中日建交并没有触动中韩关系；1992 年—2008 年的“蜜月时期”，经济、

政治关系全面发展；2008 年—2013 年的不稳定期，对华疑虑增加；2013 年以后政治与战略

因素上升时期。参见 Ji-Young Lee,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November 2020,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
PEA5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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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合作取得巨大成就，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1]

二、中韩关系面临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30 年来，中韩两国各自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变化，东北亚地区和世界也正

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转变。变局之中的中韩关系发展面临着一系

列新挑战。

（一）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过去 30 年间，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相互依存、互

利共进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也出现

了一些重要变化：两国基于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差别的互补性降低，产业同构

性和竞争性提升，由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互补型结构向以水平分工为特征的

竞合结构（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变。

在两国双边贸易中，韩国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顺差。然而，自 2022 年 5

月以来，韩国从中国的进口连续数月大于对中国出口，转而呈现逆差。贸易

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显著，韩国从中国进口的纤维、半导体、普通机械、电脑、

车用电池等开始大幅增加，而这些本是韩国长期拥有优势的产品。当然，上

述变化与韩国对华投资增加、将相关生产转移到中国不无关系，但主要原因

在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过去韩国占据绝对优势的一些领域，如化工材料、

半导体、汽车部件等，其中包括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产品，韩国从中国的

进口份额都大幅度提升。

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角度看，这种转变使水平产业分工更具拓展空间，

将更有利于深化双方经济关系。中韩产业链深度融合，在半导体、通讯、数

字经济等先进技术领域进行合作，能够充分利用两国优势，合力打造共同发

[1]　《习近平同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通电话》，人民网，2022 年 3 月 26日，http://cpc.
people.com.cn/n1/2022/0326/c64094-323846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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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基础。不过，实现这一转变面临着认知和实际操作上的一些困难。从

认知角度看，韩国对被中国赶超和控制的疑虑增加，因而对与中国开展更紧

密的经济、科技合作保持警惕。从操作层面看，两国企业在实现战略与供应

链对接、提升合作水平方面还面临许多现实差异与困难。

深化中韩经济关系，维护供应链合作安全、提升供应链合作水平符合中

韩双方现实与长远利益，如何克服障碍，采取切实有效的合作措施，维护相

互交织的供应链体系稳定运行，需要双方做出新的努力，特别是韩国，需要

在新形势下放好利益平衡的砝码。

（二）战略合作环境的重大变化

中韩两国在维护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稳定，以及涉及东亚、亚太的其

他重要国际事务上有着共同的利益。2008 年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重

要的内涵是合作，合作的重点是维护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鉴于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当前的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致因，难以在短时期

内达成简单的或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紧张，敌视和对抗

的局面没有根本性转变。朝鲜拥核与不断提升军力，韩美采取强硬压制措施，

必然引发更为激烈的对抗，朝鲜半岛及至东北亚局势将更为复杂，由此引发

重大危机的风险也在增大。

韩国政党轮替所采取的不同对朝政策，也使得南北关系出现反复。金大

中、卢武铉、文在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基本上以共处、接触、和解为导向，

李明博、朴槿惠执政时期的对朝政策则具有施压、促变与对抗的显著特征。

韩国对朝政策的巨大差别也为中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合作增加了难度。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其对朝政策与文在寅执政时期有所不同，承袭了保守党

对朝政策的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面临陷入新一轮紧张与对抗的风险。

中韩战略合作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美国推进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大

力推动构建针对中国的切割与遏制机制。美国推动构建这些机制旨在封堵中

国，韩国参与其中必然要遵守其规则。在经济领域，许多韩国企业拥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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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高技术或将难以再与中国构建供应链，由此导致与中国出现分割和

脱钩。在安全领域，韩国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信息网络构建，由此会

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引发中国的反制。从未来趋势看，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取

向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其对华战略竞争所造成的综合环境变化具有长期性。

美国在战略、经济和其他方面所采取的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各种安排，必然

会将韩国牵扯其中，将韩国作为实施对华战略的帮手，从而导致中韩战略合

作的空间缩小，使韩国制定相关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加。

（三）社会相互认同度的新转变

中韩两国有着长期的交往历史，文化相通性很强。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

赖、民间交往不断加深，双方社会层面对彼此的认同度本应更强。然而，现

实的发展并非如此。出于多种原因，近年来中韩两国社会层面对彼此的认知

和理解共识度大幅度下降，韩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比例上升。[1] 在网络

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导向变化大、转变快，且在很多情况下与政府政策导向

有着很大的偏离，网络媒体舆论背后的操纵因素复杂，网络媒体舆论的重点

与导向往往会对政治氛围和政策选择产生很大影响。

从韩国方面看，其社会层面对华认同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历史认知、突

发事件与政治差异，其中突发事件的影响凸显。但从致因看，最重要的还是

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认知变化，在一些因素的影

响下以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两国媒体运行和管理体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

自媒体在引爆舆论热点上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此情况下，如何提高社会公

众的判断力和鉴别力，降低偏激或者误导性舆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推动

新形势下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

[1]　“South Koreans See China as More Threat than Partner, But Not the Most Critical Threat 
Facing the Country,” public opinion survey by Karl Friedhoff,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pril 6, 2021,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south-
koreans-see-china-more-threat-partner-not-most-critical-threat?gclid=EAIaIQobChMIstHM9MnD-
QIVF7eWCh1oPQr-EAAYASAAEgLf7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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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尹锡悦执政下对外政策转变

2022 年 3 月韩国政府实现政党轮替，尹锡悦作为新一届总统执政。尹锡

悦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有着很大的不同：文在寅政府对外政策以稳定韩

美同盟、积极推进对朝接触、维护对华合作为主要考量，意识形态色彩较淡。

尹锡悦政府运行时间虽不长，但其对外政策取向已基本明晰：加强韩美同盟、

加大对朝施压、调整对华关系、突出价值观外交。

韩美同盟是韩国对外关系的重头戏。韩国保守党一向把加强韩美同盟

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尹锡悦政府继承了这个传统，并提出了新的对美战略。

2022 年 5 月，尹锡悦同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同

意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共建基于规则的秩序；在陪同拜登参观韩国半导体工厂时提出，要与美国发

展成为基于尖端技术和供应链合作的“经济安全同盟”，通过半导体实现“韩

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意义。韩国媒体评论认为，此次韩美首脑会谈的最

大成果是将两国关系从安保同盟扩展至技术同盟，让两国成为全球合作伙伴。

过去韩国政府也曾推动韩美同盟升级，但全面提出经济安保合作议题尚属首

次。[1] 对于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尹锡悦表示，印太地区对韩美都很重要，

韩美将共同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秩序。这意味着，韩国会积极参与拜登

政府打造的地区和全球战略。执政数月以来，韩国在全面参与美国战略部署

上已经采取了不少实际行动，包括参与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机制，如加入“印

太经济伙伴关系”、考虑参加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以及“四

方半导体联盟”等；参与北约机制，如参加北约峰会，向北约派驻使团等；

积极推动美日韩合作，如参加美国针对朝鲜发射导弹所进行的联合军事演练，

[1]　《尹锡悦外交迈出韩美同盟升级的第一步》，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版，2022 年 5 月 23

日，http://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0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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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重启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机制等。

对于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韩国国内也有评论提出质疑，对于打

造与美国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韩国并不具备全面参与的能力，也没有必要

过多参与美欧目前以俄乌战争为中心的战略行动；尽管韩国参与更多的全球

事务是应该的，但韩国的核心利益在朝鲜半岛，在处理与朝鲜、中国、俄罗斯、

日本的关系上，应该实行“以韩国为中心”的政策，在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

系上应该把韩国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服从于美国战略利益，韩国必须避免

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1]

推动韩美日三国合作机制，首要是改善韩日关系。尹锡悦政府高度重视

改善韩日关系问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构建符合共同利益的信任关系，构建

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努力合理解决过去历史问题，推进恢复韩日间的互信。[2]

但是，韩国社会对于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普遍存在不满，岸田政府在历史问题

上不可能作出新的让步。如何如尹锡悦所说的“合理解决”历史问题，还存

在未知数。

在对朝政策问题上，以往保守党政府都提出了带有以韩国为中心的构想

方案。李明博执政时期提出以“无核、开放、3000”为口号的对朝政策主张，

即朝鲜弃核、实施开放，韩国对朝提供援助，使朝实现人均 GDP 提升为 3000

美元的“大交换”方案。朴槿惠执政时期提出以朝鲜弃核为前提，南北建立

“信任政治”，实现以韩国为模板的统一进程，均没有取得效果。尹锡悦政

府提出以援助换取无核化的“大胆计划”构想，并没有摆脱居高临下的思维

方式，此构想立即遭到朝鲜方面的严厉抨击。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大原则，但

在朝鲜已经把拥核作为国策的情况下，单靠韩国之力让朝鲜弃核是不现实的。

朝鲜半岛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于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多方合力寻求解决方

[1]　Sukjoon Yoon, “Can South Korea Bridge NATO and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Diplomat, July 2,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can-south-korea-bridge-nato-and-the-us-
indo-pacific-strategy.

[2]　《尹锡悦：以牢固的韩美同盟为主推进主要四国外交》，KBS World Chinese, 2022
年 7 月 22 日，https://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m?lang=c&Seq_Code=7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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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世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尹锡悦政府靠加强韩美同盟施压，

只会激化双方对抗，而靠打造韩美日三方联盟则更是火上浇油。韩国国内需

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社会期盼稳定，担心在朝鲜半岛发生对抗与战争，如果

政府的政策激起大的危机，势必损害韩国的根本利益，这是尹锡悦政府必须

正视和审慎处理的关键问题。

四、构建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文在寅政府执政时期中韩关系总体稳定，双方通过积极努力化解了一些

矛盾和冲突。对于实行“新政”的尹锡悦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定位

与中国的关系。尹锡悦政府在发展与中国关系中强调的“相互尊重”意有所指，

即让中国尊重韩国的利益和政策选择，不能仅从中国的利益出发。[1] 事实上，

相互尊重应是双方的、相向而行的姿态与立场，两国都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

重要利益和基本政策选择，在存在差别与分歧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开诚布

公地进行沟通与协商，寻求共识，避免发生冲突。

作为近邻，中韩发展双边关系要着眼长远。在当前形势下，两国要共同

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基础，防止大起大落，特别要避免发生大的冲突，

这不仅包括中韩两国的关系，也包括朝鲜半岛事务。总的看，推动面向未来

的中韩关系发展，需要把握好三个大局，即经济关系大局、战略合作大局和

社会支持大局。在经济关系方面，两国需要调整与重构新关系，由结构性互

补向结构性竞合转变，在稳定现行供应链体系基础上，提升双方合作水平，

构建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经济链接。在战略合作方面，两国应从互利互惠的

认知出发，增进战略互信，在美国对华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维护两

[1]　Scott Snyder,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 under South Korea’s New Yoon 
Administration: the Challenge of Defining ‘Mutual Respect’,” Forbes, May 11, 2022, https://www.
forbes.com/sites/scottasnyder/2022/05/11/china-south-korea-relations-under-south-koreas-new-yoon-
administration-the-challenge-of-defining-mutual-respect/?sh=3b7a374445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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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在重要领域和问题上进行战略沟通、协商与合作，办好

各种对话协商机制，特别是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在社会支持方面，稳定紧密

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加强共同受益的战略合作是获得双方社会支持的基础，但

社会支持需要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两国需要加强社会文化交流深度，推进教

育深度合作，培养更多具有战略视野的知华、知韩派，推动历史文化合作研究，

传承共享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学者认为，中韩需要塑造更高维度的身份认同。

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韩之间民心相通的因子都是任何其他国家难

以比拟的，两国的历史联系和文化共性是最大的。因此，两国民众应努力塑

造共同的身份认同，使其成为推动未来中韩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润滑剂。[1]

尹锡悦政府需要把握好对美和对华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参与美国以应对

中国为目标的诸多机制时，防止过度倾斜，避免堵塞中韩合作的操作空间。

有韩国学者指出，韩国摆脱了迄今为止在美中战略竞争中一直采取的模糊立

场，表现出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 的明确立场。但是，韩国和中国的

经济合作及贸易比重仍然占绝对优势，韩国应维持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

尹锡悦政府宣布加入 IPEF 后，评论认为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情况下，韩国应

该推动构建包容性的地区和全球秩序，不使印太陷入私利取向的竞争（self-

interested competition）旋涡。韩国应该保持战略的灵活性，在一个高度

不确定的时期，过度明晰取向，可能会背上外交上的包袱。[2] 

在当前形势下，中韩进行战略合作需要拓展空间。对韩国来说，开展与

中国的战略合作需要保持战略选择的灵活性，在加强韩美同盟与维护韩中关

系稳定上，维护“均衡选择”的自主性。通过协商与协调减少分歧、避免矛

盾激化，是中韩构建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保证。对于两国之间存在多发性、

敏感性的问题，要始终坚持对话和沟通寻找共识，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及时

[1]　詹德斌：《中韩关系向下一个三十年进发》，环球网，2022 年 8 月 22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741811477952853534&wfr=spider&for=pc。

[2]　Seungjoo Lee, “South Korea Ventures into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East Asia Forum, 
July 11, 2022,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7/11/south-korea-ventures-into-its-indo-pacific-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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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点问题降温，对冲突点进行掌控，让双方关系不受大的影响。

构建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既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又要有登高望

远的愿景。中韩关系已经构建了稳定的基础，需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加固。

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双方需要增进新共识，推进新合作，不是重建彼此关系，

而是加固和创新关系。从未来的世界发展看，各国将变得更为相互依存，在

国家治理和发展方式上将呈现更为突显的多元特征。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

各国间共同利益很多，需要合作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各国更需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和而不同”是中韩共守的传统思想价值观，

两国应该坚守和作出表率，也应该共同在地区和世界加以弘扬。

中韩在建交后维护了 30 年的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大局。两国克服了

因政治制度、战略定位和利益结构差别所产生的分歧、矛盾甚至冲突，维护

了对话、协商、寻求互利合作的大方向，需要坚守下去。当前，中韩关系处

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推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发展，

不进则退。我们要知难而进，以大智慧、大视野确保两国长久睦邻友好与合

作共进。

【完稿日期：2022-8-30】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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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及其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

      吴  昊  杨成玉

〔提   要〕为弥补国际经济地位持续下降、应对后疫情时代经济转型

困境、重塑地缘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欧盟推出“全球门户”战略，旨在

凭借经济力量在全球互联互通合作中强调所谓“民主价值观”，通过基

础设施投资向“志同道合”伙伴国输出话语体系和规则标准，最终形成

制度性优势。虽然战略的实施受宏观经济基本面拖累，资金落实效果存

疑，在合作对象国存在“接地气”困难，但其将通过强调价值观引领、

推广欧式规则标准、挤占全球海外融资资源、突出地缘对抗等外溢效应，

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排他性政治条件、设置高标准壁垒、加大海外

融资难度、稀释国际影响力等潜在影响。中国需坚持开放包容原则，妥

善处理与“全球门户”战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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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欧经贸关系

〔作者简介〕吴昊，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杨成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2）5 期 0058-20

[1]  2021 年 12 月欧盟发布名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的基础设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对外战略调整与中欧美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
21&ZD171）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青年项目 “ 新时代下 ‘ 德法轴心 ’ 领导力变化及对中
欧关系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20ZGC006）的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和
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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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投资战略性文件（以下简称“全球门户”战略）。该战略整合欧盟各

类发展援助资源，系统提出全球互联互通合作方案，计划在 2027 年前筹集

3000 亿欧元资金，投向东欧、非洲、中东以及东盟等所谓欧盟“志同道合”

伙伴国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1]“全球门户”战略是欧盟在国际与地区形势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旨在通过加大对外互联互通建设力度，扭转其在

经济、地缘政治等领域的不力局面。该战略的实施面临诸多制约，但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有必要对其跟踪研究。

一、战略主要内容

欧盟在“全球门户”战略文件中提出符合民主价值观与高标准、绿色清

洁基础设施、良治与透明、平等伙伴、重视安全、鼓励私人投资等 6项原则，

以及数字、气候与能源、交通、健康、教育与研究等 5 个优先投资领域。[2]

作为一项对外经济合作方案，“全球门户”战略与以往欧盟提出的互联互通

文件相比，合作内容更为明确、详实。

（一）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全球门户”战略将支持创建可持续、

智能化、有弹性、包容和安全的交通运输网络，打通欧盟及周边地区包括铁路、

公路、港口、机场以及物流和过境点在内的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交互的联运网络，

巩固欧洲的“世界交通枢纽”地位。在“跨欧洲交通网络”（TEN-T）东扩基

础上，追加 46 亿欧元投资推动“跨地中海交通网络”（TMN-T）建设，加强

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地区的两个“欧洲周边战略走廊”的联通，并在

沿线推广欧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借助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效互联互

[1]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Global Gateway,” December 1, 2021,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1_6490.

[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he Global Gateway,” December 1, 2021,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global_gatew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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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交通运输网络，促进欧盟与伙伴国供应链的高效流动与多样化布局。

（二）推动伙伴国实现绿色转型

在全球绿色发展趋势背景下，各国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迫切

性陡增，也纷纷谋划并提出自身的碳中和目标和绿色发展规划。欧盟在绿色

发展领域起步较早，绿色标准、规则、产业、技术、市场领域具有一定的先

发优势，[1] 其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把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为未来竞争优势的

途径之一，宣称将通过“全球门户”战略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伙伴

国实现绿色转型，实则是将自身绿色优势进一步外延，实现与伙伴国之间绿

色领域的“利益捆绑”。“全球门户”战略提出“环境无害”与“碳中和”

原则，重点投资清洁、具有应对气候变化韧性、符合零排放规划的基建项目，

加速伙伴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促进其绿色和循环经济转型，具体

路径包括：一是支持伙伴国能源转型并提供多样化的清洁能源供应；二是支

持区域能源一体化，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包括智能电网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网

络建设，并促进能源的“公正过渡”；三是通过与有潜力发展可再生氢能的

伙伴国合作开拓市场，反对氢能出口管制及价格扭曲，打造可持续、具有韧

性的原材料价值链。针对撒哈拉以南和北非的可再生能源建设，欧盟将分别

提供 24 亿欧元和 10.8 亿欧元的发展援助资金，促进非洲能源价值链的绿色

转型，加快非洲能源市场整合及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三）鼓励数字经济通道建设

在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互联互通领域，“全球门户”战略支持开

放和安全的互联网建设，与伙伴国合作实施海底电缆、陆地光缆、天基安全

通信系统、云服务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据交换、高性能计算、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地球观测等应用合作奠定基础。战略将优先投资欠发

达地区，弥补全球数字鸿沟；运用欧盟“5G 网络安全工具箱”，提供“数字

经济一揽子计划”，确保伙伴国的网络具备韧性、开放、多元、安全的特点；

[1]　杨成玉：《欧盟绿色发展的实践与挑战——基于碳中和视域下的分析》，《德国研究》

2021 年第 3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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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500 万欧元投资扩大“欧洲—拉美联通计划”的覆盖面，连接欧盟与拉

丁美洲之间的海底光缆及拉美国家之间的陆地网络，搭建数字高速公路；在

发展中国家推广设立绿色数据中心，并部署配备海洋监测传感器的水下电缆，

最大限度减少数字基础设施对海洋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四）关注公共教育卫生事业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卫生治理带来重大挑战，欧盟将“全球门户”

战略与全球抗疫相结合，关注保障伙伴国医药产品供应链的多元与安全，将

实现疫苗本地化生产、加强伙伴国本土制药及分销能力作为解决全球卫生领

域供应链瓶颈的关键。“全球门户”战略将通过对欧盟卫生和应急管理局（HERA）

的资助，帮助中低收入国家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加强与非洲疾控中心疾病预

防和应对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支持非洲公共卫生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全球公

共卫生监测，预防未来卫生危机。战略也关注提升欧盟社会模式的吸引力，

将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关注欧盟伙伴国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重视数字教育，

投资终身学习。战略将配合欧盟“伊拉斯谟 +”项目出资 22 亿欧元，为伙伴

国教师、学生及运动员等群体提供更多赴欧洲学习交流的机会。重视与伙伴

国在科研创新方面合作，通过“人才伙伴关系”“地平线欧洲”等机制为所

谓“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域外研究人员提供科研合作机会。

二、战略出台动因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经济秩序和安全造成严重冲击，欧洲

治理痼疾被进一步放大，一体化失衡加剧，经济实力持续下降。大国竞争的

加剧和地缘政治的回归催生欧洲战略焦虑，刺激欧洲地缘政治的“觉醒”，

凸显转型的紧迫性。[1] 以重塑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为深层考量，欧盟

[1]　John Emerson, Robert Lind,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Capital Group, March 10, 2022, https://www.capitalgroup.com/institutions/sg/en/insights/
articles/russia-ukraine-conflict-the-geopolitical-and-economic-imp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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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全球门户”战略，在延续以往互联互通方案中基建“硬实力”框架的

同时，强化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规则标准和民主价值观等“软实力”导向，

一方面旨在应对国际经济地位持续下降和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转型困境，另一

方面希冀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全球热点地区投棋布子，获取地缘政治

利益。

（一）应对国际经济地位的持续下降

长期以来，欧盟视自由贸易为立身之本，自诩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国际经济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伴随以中

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崛起，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持续下降，主要

表现为 GDP 占全球经济份额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份额相对下降。根据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2015 年不变价美元统计数据显示，

2000 年，欧盟、美国 GDP 占全球份额分别为 28.07% 和 28.74%，中国 GDP 占

全球份额仅为 5.76%；截至 2019 年，欧盟、美国、中国 GDP 占全球份额分别

为 21.22%、23.86%、17.02%。此外，欧盟出口总值占全球份额由 2000 年的

38.02% 降至 2019 年的 33.10%，20 年时间下降了 4.92%，而同期美国仅下降

3.48%，中国则上升了 9.28%。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份额也由 2008

年 48.34% 的最高值，降至 2019 年的 36.37%，同期美国则上升了 2.42%，中

国上升了 4.89%。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在欧盟内部显现，特别是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技术迭代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对欧洲经济社会造成较大程度冲

击，具体表现为过分依赖外部市场、产业竞争优势丧失、不平等现象加剧等。

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行政机构对这些负面影响应对不足，导致欧盟内部去全

球化和孤立主义进一步抬头。[1] 作为经济高度一体化的超国家行为体，对外

经贸关系长期被欧盟视为对外示强的有效抓手，在世界经济权重日益下降及

[1]　European Commission, “An Open, 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Trade Policy,” February 18,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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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反全球化思潮抬头背景下，欧盟的地缘经济焦虑凸显，亟需借力推广互

联互通建设，维系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关联，重塑其国际经济影响力。

（二）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转型困境

伴随以数字、绿色经济为代表的全球新增长模式崛起，欧盟将数字和绿

色转型作为经济复苏的重点投入方向，打造未来欧盟经济竞争力的重点领域，

但挑战也是空前的。[1] 在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变革和数字化正在催生新的商

业模式和生产流程，导致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

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欧洲公共行政、医疗卫生和教育系统在数字化方面的

缺陷。虽然欧盟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缺少成熟的数字

服务和商业模式框架，又受限于数字市场的高度割裂、数字人才的严重不足，

难以创造培育数字经济的有利条件。[2] 跨国互联网及科技巨头垄断欧洲数字

市场，引发欧洲对数字主权的长期担忧。[3] 在绿色经济领域，虽然欧盟绿色

经济发展起步较早，拥有一定的先进技术和优势产业，[4] 但由于公共投资、

创新技术、激励措施的长期不足，加之各成员国政策和理念差异巨大，致力

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转型、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等结构性改革未能全

面执行，碳中和过渡的形势十分严峻。[5] 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发

[1]　杨成玉：《欧盟复苏计划及其潜在效应》，《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8 期，第

27-28 页。

[2]　孙彦红：《试析欧盟数字战略及其落实前景——一个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

的视角》，《欧洲研究》2021 年第 1期，第 44-47 页。

[3]　Niclas Poitiers, Pauline Weil and Guntram B. Wolff, “Digital European Economic 
Sovereignty? The Case of Semiconductors,” Bruegel, May 28, 2021, https://wordpress.bruegel.
org/2021/05/digital-european-economic-sovereignty-the-case-of-semiconductors/.

[4]　European Commission, “Reflection Paper: Towards a Sustainable Europe by 2030,” 
January 30, 2019,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reflection-paper-towards-sustainable-
europe-2030_en.

[5]　杨成玉：《欧盟绿色发展的实践与挑战 —— 基于碳中和视域下的分析》，第 95-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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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数轮经济制裁，造成欧洲能源危机持续发酵。[1] 为平抑能源供应紧张和通

货膨胀压力，欧盟成员国纷纷减少甚至取消对化石能源消费的限制，绿色转

型出现开倒车的风险。[2]

在数字和绿色双转型压力下，欧盟亟需打造地缘经济“自留地”，以应

对转型困境。出于转移矛盾和实现规模效应考量，欧盟结合互联互通建设，

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打造为数字和绿色双转型的大市场和“试验田”，希冀

通过“全球门户”战略助力一批欧盟企业，特别是绿色能源、数字技术企业

抢占非洲、中东、东盟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进而反哺欧盟本土的数字和

绿色转型。与此同时，“全球门户”项目的承接国也将成为欧盟相关工业产

品与技术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为欧盟数字和绿色领域的相关企业开拓海外销

售市场和利润空间。[3]

（三）丰富基于价值观的经贸合作伙伴

“全球门户”战略着重强化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规则标准和民主价值观

等“软实力”导向，意图延续欧盟价值观外交的思维惯性，维系与所谓“志

同道合”伙伴国之间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经贸关系，重塑地缘经济影响力。

欧盟宣称对外提供的是所谓“合乎道德”的投资，通过在法治、人权、

劳工保护领域坚持高标准，要求投资承接国必须坚持法治，维护高标准的人权、

社会权利和劳工权利，尊重国际规则标准与知识产权规范。同时，合作必须

建立在欧盟所谓“良治与透明”原则基础之上，规定“全球门户”项目均须

公开公共采购流程与渠道，为所有潜在的参与者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要提

[1]　European Commission, “Sanctions Adopted Following Russia’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July 21, 2022, https://finance.ec.europa.eu/eu-and-world/sanctions-restrictive-
measures/sanctions-adopted-following-russias-military-aggression-against-ukraine_en#sanctions.

[2]　Péter Goreczky,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the Major Transformation 
Trends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stitu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KKI Policy Brief, KE-
2022/28, 2022, https://kki.hu/en/the-impact-of-the-russia-ukraine-war-on-the-major-transformation-
trends-of-the-global-economy/.

[3]　Tagliapietra Simone, “The Global Gateway: A Real Step towards a Stronger Europe in the 
World?,” Bruegel,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bruegel.org/2021/12/the-global-gateway-a-real-
step-towards-a-stronger-europe-in-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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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明确项目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目标效果。[1] 欧盟还将在投资承接国广泛

开展公众咨询，保证投资透明度和公民社会参与度，保障弱势群体能够以可

承受的价格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此外，欧盟还规定项目参与方须确保问责

制度健全、运营成本可负担、财务状况可持续，避免基建项目陷入所谓不可

持续的债务困境或产生不必要的债务依赖。[2] 与此同时，欧盟强调合作过程

中的“平等与安全”，宣称通过“全球门户”战略与伙伴国建立的是平等关

系，立足于伙伴国经济社会需求，在项目设计、开发与运营各阶段同伙伴国

保持对话协商，确保投资项目与伙伴国实际需求及后续运营维护能力相匹配。

更是强调“全球门户”项目将提供“可信赖的”基础设施，确保公民、机构

免受无端监视，有效提高伙伴国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网络和混合威胁以及

经济胁迫的能力。

（四）塑造地缘政治影响力

伴随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正从领

土的争夺转向全球供应链、能源市场、金融、技术和人才流动等互联互通领

域的争夺。[3] 高速公路、铁路、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超越政治边界

成为全球发展的基本范式，容易克服复杂的地理形态和政治地理障碍，促进

经济要素的全球范围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在推动沿线国家实现经济繁

荣的同时形成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网络，从而获取范围更广、水平更高的地

缘政治利益。[4] 近年来，欧盟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日益复杂多样，地缘政治焦

虑日益加深。为应对中美挑战，改变欧洲被“两极”吞噬的历史趋势，欧盟

[1]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Presents the Global Gateway, E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vestments Worldwide,” December 1,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ac_21_6600.

[2]　Sébastian Seibt, “Avec ‘Global Gateway’, l’UE tente de concurrencer les nouvelles 
routes de la soie chinoises,” France 24, December 2, 2021, https://www.france24.com/fr/asie-
pacifique/20211202-avec-son-global-gateway-l-ue-tente-de-concurrencer-les-nouvelles-routes-de-la-
soie-chinoises.

[3]　Parag Khanna, Connect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p.19.
[4]　李振福、邓昭：《“通权论”：新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学术探讨》2021 年第

12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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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政治欧洲和实现战略自主，立足打造一个“主权、统一和保护的欧

洲”。[1] 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重建更好世界”倡议对全球热

点地区的持续投入，欧盟及成员国对非洲、中东、中亚、印太等地区的参与

频现疲态，对欧盟在相关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形成冲击。欧盟希冀以推动

自身互联互通建设为抓手，重新激活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保持

其对热点地区问题的参与度和全球性战略影响力，以响应其重塑地缘政治的

雄心。[2]

“全球门户”战略试图依靠欧盟经济力量，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欧式

民主价值观捆绑，通过向伙伴国输出话语体系和规则标准的方式，在丰富欧

盟经济利益的同时，塑造地缘政治影响力并获取地缘政治利益。[3]2022年2月，

欧盟分别举办欧非峰会和首届印太合作论坛，均将推进“全球门户”战略作

为会议的核心议题，意图在欧盟范式下强化与非洲地区、印太地区的关联，

体现出欧盟战略政治诉求的外延拓展。[4] 此外，稳定地缘安全大后方也是欧

盟推出互联互通建设的动因之一。欧盟周边地区持续不靖，非洲、中东、东

欧地区逐渐成为欧洲难民主要来源地和恐怖主义活动滋生地。欧盟意图通过

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将难民、移民稳在当地，进一步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方

式消除极端主义土壤。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十余年以来，中东地区成为威

胁欧洲安全稳定的源头之一，维护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和平安全成为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2022 年 5 月 ,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

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联合向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与海湾地区的

[1]　Emmanuel Macron, “Pour une Renaissance européenne,” élysee, Mars 4, 2019, https://
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3/04/pour-une-renaissance-europeenne.

[2]　Miguel Berger, “Why Connectivity can Strengthen European Sovereignt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2, 2021, https://ecfr.eu/article/why-connectivity-can-
strengthen-european-sovereignty/.

[3]　孙彦红：《欧盟通过“全球门户”计划加入全球基建潮》，《世界知识》2022 年第

3期，第 35-37 页。

[4]　Présidence Française du Conseil de l’Union Européenne, “Forum ministériel pour la 
coopération dans l’Indopacifique,” February 18, 2022, https://presidence-francaise.consilium.europa.
eu/fr/actualites/forum-ministeriel-pour-la-cooperation-dans-l-indopacifique-paris-22-fevrie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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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提出欧盟全面深化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及其成员国的合

作措施，将双方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1] 文件鼓励欧盟与海湾

国家探索在“全球门户”战略框架下开展合作，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带动双方

深化打击恐怖和极端主义、司法、执法等合作。欧盟此举既着眼于维护大周

边安全稳定，更有意通过介入地区热点问题拓展其地缘政治影响。

三、战略实施面临的制约

相比于欧盟以往出台的互联互通方案，“全球门户”战略具有地缘政治

色彩浓厚、官方力量助推、公共投资带动、融入外交推广等特点。该战略虽

制定了明确的融资计划，但尚未启动搜集项目，所承诺的资金在新冠肺炎疫情、

乌克兰危机沉重打击欧洲经济的背景下究竟能兑现几何，尚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目前看，该战略顺利推进的制约因素较为突出，恐依旧难以摆脱欧盟

对外合作“口惠而实不至”的战略惯性。

（一）宏观经济基本面拖累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推进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先决条件。自 2020 年以

来，欧盟持续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2021 年欧盟经济实现了 5.3% 的增长，显示出一定的复苏迹象，但欧洲疫情

持续反复和乌克兰危机升级，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进程。欧盟复工复产不力、

供应链受阻、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等现实困境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宏观经济基

本面亦难有显著改善，对“全球门户”战略的落地及预期效果形成拖累。[2]

乌克兰危机重创欧盟经济基本面。随着欧盟对俄罗斯发起数轮经济制裁，欧

洲能源供应面临严重短缺，能源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原材料短缺和物流阻断

[1]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Gulf,” EEAS Press Team, May 18, 2022, https://www.
eeas.europa.eu/eeas/joint-communication-%E2%80%9Cstrategic-partnership-gulf%E2%80%9D_en.

[2]　丁纯：《欧盟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与启示》，《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5 期，第 106-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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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叠加，增大制造业“断链”风险；粮食和农资供应缺口扩大，粮食安全

形势严峻。能源、供应链和粮食危机多频共振，造成欧盟通货膨胀和经济衰

退风险叠加，若冲突向长期化演变，或导致欧盟经济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的

滞胀周期。欧央行已将 2022 年通胀预期从 3.2% 大幅上调至 5.1%, 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则将2022年欧盟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期由此前的3.3%、3.4%

下调至1.6%、1.7%。其中，德国、法国分别由此前的3.2%、3.4%下调至1.4%、

2.4%。[1] 作为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德国 2022 年第二季度环比经济增长更是出

现了零增速。[2] 在欧盟经济承受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疲于应对

自身的经济衰退、财政赤字、主权债务风险，有多大程度和余力参与对外基

础设施建设有待观察。

（二）资金落实效果尚不明朗

“全球门户”战略计划在2021年至2027年筹集3000亿欧元总投资规模，

但主要依靠欧洲金融和发展机构提供融资资金，难以开拓更多融资渠道，且

具体融资方案尚未落实，支付和使用方式等细节尚未公布，投资规模能否达

到预期尚不明朗。[3] 从欧盟内部看，欧盟成员国在疫情中将财政刺激作为纾

困经济的核心政策，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创下历史极值，此时

官方资金的腾挪空间极为有限。与此同时，“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正处于

落实阶段，计划将在 2026 年底前发行共计 7500 亿欧元共同债券用于支持成

员国的疫后复苏和经济转型，[4]严重挤占了“全球门户”战略的资金筹集渠道。

[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From Recovery to Resilience,” UNCTAD, March 
24,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2021_en.pdf. 

[2]　“GDP up by 0.6% and Employment up by 0.3% in the Euro Area,” Eurostst, August 17, 
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14675418/2-17082022-AP-EN.pdf/e2a24cfe-
ee79-d042-0a17-be6a117fba1a?t=1660721345061.

[3]　Mikaela Gavas, Samuel Pleeck, “The EU’s Global Gateway Is Not a Groundbreaking Plan 
for Domination in Global Infrastructure,”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December 6, 2021, https://
www.cgdev.org/blog/eus-global-gateway-not-groundbreaking-plan-domination-global-infrastructure.

[4]　European Council, “Speci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17, 18, 19, 20 and 21 
July 2020)– Conclusions,” July 21, 20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european-
council/2020/07/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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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经济转型、基础设施升级存在较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海外项目的扩

展更是难上加难。从欧盟外部融资渠道看，虽然强调战略资金需求巨大，需

要调动更多私人投资参与其中，但伴随乌克兰危机持续、世界经济风险上行

和美联储、欧央行加息缩表，国际资本避险情绪上升，发达经济体流动性短缺，

国际投资规模相应缩水。国际投资者投资策略日趋保守，“全球门户”战略

的相关项目要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真金白银”存在较大难度。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大了欧盟内部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压力，对

外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分化效应明显加大。欧盟化石资源贫瘠，天然气、原

油、煤炭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90%、97% 和 70%，其中 45% 的天然气、27% 的原

油和 46% 的煤炭曾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对俄罗斯持续的经济制裁造成欧洲深

陷入能源危机，电力和石油、天然气成本飙升，预计 2022 年欧洲能源消费支

出总额同比将翻三倍。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欧盟提出新能源独立计

划（REPowerEU），以增加液化天然气（LNG）和管道气进口、加速可再生能

源转型为主要方式，[1] 但这也意味着欧盟面临着较大的油气管道、液化天然

气港口、风电和光伏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恐将进一步挤占欧盟对外互

联互通合作的资金。

（三）合作对象国接受度和内部团结掣肘

欧盟以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扬民主价值观为口号，

主动贴近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等“志同道合”伙伴国，谋求将“全

球门户”战略与美国“重建更好世界”倡议、欧盟—日本和欧盟—印度互联

互通伙伴计划、欧盟对西巴尔干经济投资计划、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

欧盟与“南方睦邻合作”政策等现有互联互通方案加以对接整合，包括但不

限于政策协调、平行项目开发、共同融资等合作方式。欧盟力图扩大经贸合

作朋友圈，将互联互通网络进一步向非洲、西巴尔干、中东、印太等发展中

[1]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werEU: Joint European Action for More Affordable, Sec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March 8,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22_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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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聚集区延伸，彰显欧盟同发展中国家加强经贸往来、丰富合作机制的

战略动机。此举在合作对象国中或将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欧盟对上述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有长期殖民历史包袱，在各国珍视主权和治权的当

下，欧盟附加的“民主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接受效果存在疑问，[1]

欧式“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思维极易遭到抵触与反感；第二，相比于以往的

互联互通方案，欧盟“全球门户”战略的实施路径过度追求新能源、生态转

型、数字化转型等时髦议题，既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和对外合作意向，

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又脱离欧盟自身

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容易被比较优势更明显的国家抢占市场。与此同时，

“全球门户”战略片面设置高标准合作条件，坚持投向“良治”和“高透明度”

项目，沿袭欧洲过去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陈规，落地时在民意支撑度和对象

国接受度上势必继续遇到困难。加之欧盟监管过于严苛，对数据安全、应对

气候变化的监管和审批费时费力，致使中小企业特别是数字和绿色企业合规

成本过高，[2] 难以迅速在合作对象国实现项目落地。

此外，欧盟治理体系与战略雄心并不匹配，各成员国在政治上对该战略

的分歧较大。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性有所

增强，“南北欧洲”“东西欧洲”发展理念与发展水平异质性显著，不同成

员国利益诉求分歧明显，对“全球门户”战略的实施难以形成一致共识。[3]德国、

荷兰等资金大户对“全球门户”战略表态谨慎，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兴趣

寥寥，意大利、葡萄牙、马耳他等南欧财政紧张国家亦颇有微词。此外，欧

[1]　刘作奎：《欧盟互联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欧合作》，《理论学刊》2022 年

第 1期，第 78 页。

[2]　Carla Hobbs, “The EU as a Digital Regulatory Superpowe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8, 2020,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
the_eu_as_a_digital_regulatory_superpower_implications_for_the_u/.

[3]　Chloe Teevan, San Bilal, Ennatu Domingo and Alfonso Medinilla, “The Global Gateway: 
A Recipe for EU Geopolitical Relevance?,” ECDPM discussion paper, June 13, 2022, https://ecdpm.
org/wp-content/uploads/Global-Gateway-recipe-EU-geopolitical-relevance-ECDPM-Discussion-
Paper-323-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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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机构决策机制复杂冗长，不同成员国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进一步加深了该

战略计划执行的不确定性。

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始终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互利共赢合作。欧洲作为全球重要市场和发达国家

聚集区，一直以来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伴随“一带一路”

建设在欧洲地区深入推进、国际格局变动以及欧洲社会经济革迁演进，欧盟

内部逐渐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矛盾心态。欧盟“全球门户”战略诸多内

容存在针对中国的一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公开表示，“全球门户”

战略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的替代品”。[1] 该战略从推出以来就

被西方社会渲染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未来或将对“一带一路”

倡议产生一定影响。[2]

（一）强调价值观和规则标准，为“一带一路”倡议设置排他性政治条

件和高标准壁垒

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矛盾心态由来已久，2019 年意大利签署“一

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和希腊加入“中国—中东欧合作”更加刺激了欧方的敏

感神经。有评论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欧盟的冲击越来越大，对欧洲内

部而言，借“中国—中东欧合作”在中东欧地区建设基础设施，输入中国规

则和发展模式，动摇欧洲安全、标准和规则体系；[3] 对欧洲外部而言，“一

[1]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the Global Gateway,” 
December 1,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1_6522.

[2]　Jonathan Holslag, “The EU’s ‘Global Gateway’ - An Answer to China, or a Dead-end?,” 
Euobserver, December 1, 2021, https://euobserver.com/opinion/153678.

[3]　Anna Gelpern, Sebastian Horn, Scott Morris, Brad Parks, and Christoph Trebesch, “How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Working paper o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y, 2021,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s/wp2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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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西巴尔干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主导基建项目越来越多，

动摇欧盟在相关地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力。[1] 鉴于此，早在“全球门户”

战略提出之初，欧盟布鲁盖尔智库（Bruegel）便毫无掩饰地指出，“全球门

户”战略就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种回应。[2]

“全球门户”战略强调所谓的价值观引领和高标准，在实施条款中多处

影射“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该战略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贴上“民主价值观”

标签，明确以维护安全为重点、抵御以地缘政治为目的的经济胁迫，并以高

透明度、公平且优惠的融资条件，避免所谓的腐败和“债务陷阱”；[3]另一方面，

该战略重点部署数字网络、绿色经济、智能交通等尚未建立全球性规则标准

的基建领域，[4] 渲染要以高标准建设方式实现更安全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绿色等“真空地带”全力推广欧盟理念和规则标准。[5]

欧盟通过强调价值观和规则标准，以意识形态设置排他性政治条件和高

标准壁垒，恐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优势。在具体领域方面，欧盟借

力基础设施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灌输强化个人数据、网络安全、隐私权保护等

意识，构建所谓公平开放的数字市场，直接引入“5G网络安全工具箱”和《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欧盟规则促进数据安全流动，实际上是给以“一

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标准设立新的“高墙”。与此同时，欧盟绿色领

[1]　Richard Pomfret, “The Eurasian Landbridge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of CEPR, Mai 2, 2018, https://voxeu.org/article/eurasian-landbridge-and-chinas-belt-
and-road-initiative.

[2]　Hèctor Badenes et al., “12 Charts for 21,” Working paper of Bruegel, December 21, 2021, 
https://www.bruegel.org/2021/12/12-charts-for-21/.

[3]　刘作奎：《推动互联互通，理应消除“门户之见”》，《环球时报》2021年 12月 10日，

第 14版。

[4]　Brigitte Dekker, Maaike Okano-Heijmans, “Global Gateway’s Proof of Concept,” 
Clingendael Institute, December, 2021,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2/
PolicyBrief_Global_Gateway_0.pdf.

[5]　Raquel Jorge Ricart, Miguel Otero Iglesias, “The Global Gateway: It’s Not the Money, It’s 
the Strategy,” Elcano, February 9, 2022,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en/commentaries/the-
global-gateway-its-not-the-money-its-th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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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技术、产业以及意识形态等高标准壁垒，构成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的同质竞争，通过规则标准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挤占中国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欧盟企业的国际绿色合作参与度和

竞争力。

在具体合作对象方面，“全球门户”战略以非洲、东盟、拉美等发展

中经济体为重点方向，旨在争夺潜在转型市场的数字转型主导权与绿色基建

标准制定权。欧盟与东盟已通过签署航空运输协议等方式提升了双边产业链

的互联互通，为未来欧式基础设施建设在东盟地区的全面铺开创造条件。与

此相比，中国在东盟、非洲国家开展的“一带一路”合作还多处在“以项目

为先导”的初级阶段，早期收获尚未形成制度性优势，“全球门户”项目中

长期对“一带一路”在相关地区的建设形成更大挑战。一旦“全球门户”战

略的 6 项指导原则被接纳为全球基础设施标准，“一带一路”项目的合规成

本和政策风险势必显著上升，中资企业竞标海外基建项目的难度也将随之增

大。[1] 同时，虽未直接点名，但“全球门户”战略和美国“重建更好世界”

倡议无形中给中资项目贴“地缘扩张”“债务陷阱”等标签，也将给“一带

一路”倡议的国际形象和吸引力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挤占全球海外融资资源，加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融资难度

“全球门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一带一路”倡议经验，强化了

多渠道筹集资金方式，抢占国际融资市场份额。欧盟过往出台的《联通欧亚：

欧盟互联互通战略要素》（2018 年）、《全球联通欧洲》（2021 年）等互联

互通方案更倾向于意向声明，政策模糊、措施分散、可操作性较弱，[2] 同“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一带一路”倡议效果对比鲜明。然而，“全球门户”战

略在融资方面誓言将以“欧洲团队倡议”（Team Europe Initiatives）方式

[1]　Samuel Pleeck, Mikaela Gavas, “A New Global Connectivity Strategy: The EU’s 
Response to the BRI,”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ugust 4, 2021, https://cgdev.org/blog/new-
global-connectivity-strategy-eus-response-bri.

[2]　刘作奎：《欧盟互联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欧合作》，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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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各层面优势金融资源，[1] 充分利用欧盟能够支配的所

有金融和外援发展工具，为第三方提供融资的自有资金总预算设置为史无前

例的 790 亿欧元，占欧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资金规模的 26%；通过欧洲可

持续发展基金（EFSD+）计划 , 在 2021 年至 2027 年期间提供高达 1350 亿欧

元的担保投资，其中撬动私人基建投资资金也高达创纪录的 534 亿欧元；欧

洲投资银行（EI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金融机构的计划投资额高

达 1450 亿欧元。此外，欧盟还将 2021 年至 2027 年多年期财政预算框架下的

邻国、发展与国际合作工具（NDICI）、[2] 入盟前援助工具（IPA）、“投资

欧盟”计划（InvestEU）、“欧洲地平线”计划（Horizon Europe）等机制

作为融资补充，[3]可见欧盟以可持续融资方式与“一带一路”倡议“打持久战”

的决心。欧美的经济实力虽在走下坡路，但仍控制着可观的国际金融市场。

欧盟“全球门户”战略、美国“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以及 G7 集团的“全球基

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的实施都将撬动巨大的国际资本。“一

带一路”倡议近 10 年来取得的累累硕果不断倒逼欧美金融资本放弃短期利益

纷争，一定程度上正在团结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对中资发起阻击。[4] 与此同时，

欧美媒体渲染造势，鼓吹发展中国家寻找基建伙伴不应遵循“逐优而非比烂”

的逐底竞争原则（a race to the top not a race to the bottom），而应

[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盟委员会、欧盟成员国、金融机构组成“欧洲团队倡

议”汇集资源，以更迅速、更一致的方式共同应对疫情冲击。参见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Coronavirus: European Union Launches ‘Team Europe’ Package to Support Partner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20 Billion,” April 8, 2020,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coronavirus-
european-union-launches-%E2%80%9Cteam-europe%E2%80%9D-package-support-partner-
countries-more-%E2%82%AC20_en.

[2]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Welcomes the Endorsement of the New 
€79.5 Billion NDICI–Global Europe Instrument to Support EU’s External Action,” March 19,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1267.

[3]　European Commission, “Global Gateway: up to €300 Billion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Strategy to Boost Sustainable Links around the World,” December 1, 2021,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433.

[4]　Jacob Mardell, “Global Gateway,” International Politik Quarterly, September 30, 2021, 
https://ip-quarterly.com/en/global-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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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到位追求高标准的基建项目，[1] 劝诱发展中国家向欧美伙伴靠拢，该言

论在重债穷国中有相当大的蛊惑力。

（三）突出地缘经济竞争，稀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

经过多年耕耘，“一带一路”倡议已然形成了明显的规模优势和品牌效

应，大批重点基建项目已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给各国民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福祉。但对欧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蓬勃发展与其对外合作

持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欧盟在非洲、西巴尔干等地区

的传统势力范围。2019 年欧盟高调修改了对华战略，施以合作和谈判伙伴、

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全球门户”战略突出欧盟对华政策“制

度性对手”的一面，符合“在与中国的制度之争中取得优势”的战略诉求。[2]

欧盟希冀以强调人权、劳工保护等意识形态，以所谓人权、民主等为由，建

立起一个服务于自身地缘经济利益、排他性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从而达到

稀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目的。

欧盟“全球门户”战略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全球基建计划相互协调，彼此

借力，通过共同为全球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一个所谓“基于自由主义市场”的

方案，争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构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围堵之势。[3]

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后，得到了欧盟以及德国、法国、意大

利等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21 年 7 月欧盟发布的“全球联通欧洲”计划文件

中，特别提到了要加强与“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相互协调。[4]2022 年 7 月，

[1]　HM Treasury, “The Race to the Top: A Review of Government’s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ies,” European Commission, October, 2007, https://ec.europa.eu/futurium/en/system/files/
ged/49_-_the_race_to_the_top-review_of_gov_sc_inno_policies.pdf.

[2]　“Global Gateway: The European Geopolitical Project to Rival China,” The Atlas Report, 
August 16, 2022, https://atlas-report.com/global-gateway-the-european-geopolitical-project-to-rival-
china/.

[3]　Andreea Brinza, “The Global Gateway Joins the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BRI,” China 
Observer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HOICE), December 1, 2021, https://chinaobservers.eu/
the-global-gateway-joins-the-competition-against-the-bri/.

[4]　刘作奎：《欧盟互联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欧合作》，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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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集团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计划未来五年内共

同筹集 6000 亿美元，瞄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建设资金匮乏等软肋，

打造集资金支持、领域支柱、项目支撑、落实机制保障四位一体的全球性经

济发展计划。该计划源于欧盟的“全球门户”战略和美国的“重建更好世界”

倡议，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影响力的意图明显。

欧盟瞄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潜在基建市场，设立商业咨询促进小组，

定期举办“全球门户”战略论坛，积极推动与非洲、东盟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通过拉群组团的方式，扩大与伙伴国政治互动，减少相关伙伴国对华合作需求。

2022年2月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召集欧盟成员国并邀请数十位“印

太”国家和地区组织代表召开了首届部长级“印太合作论坛”。该论坛的第

一场圆桌讨论议题即为“全球门户”战略，重点讨论了欧盟与印太国家的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显示出欧盟以“全球门户”战略为抓手加大对印太地区地

缘政治投入的战略动向。[1] 布鲁盖尔智库认为，欧盟推进“全球门户”战略，

与美国“印太战略”“重建更好世界”产生协同效果，在挤压“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空间及国际影响力的同时，顺势插足中国周边安全事务，从印太、

南海等安全议题的“超脱者”转为主动参与者，彰显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2]

五、结语

伴随各国疫后复苏和经济转型需求上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或将迎来新

一轮热潮，全球互联互通建设的合作空间“水涨船高”。欧盟“全球门户”

战略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联和利益拉拢，对

中国在相关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防范和遏压要大于协调和合作，短

[1]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Ministerial Foru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inisterial-forum-cooperation-indo-pacific_en.

[2]　“Global Gateway v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uegel, January 11, 2022, https://www.
bruegel.org/events/global-gateway-v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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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中国与之实现政策和理念对接的难度不小。尽管如此，“全球门户”战

略具体条款并未直接涉及中国，显示出欧盟不愿公开树敌，对域外项目仍有

同中国开展三方合作的意愿。[1] 中国宜坚持开放包容原则，积极深化与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以竞争、合作两手处理与“全球门户”

战略的关系。一方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基建项目的合规建设，引导

中资企业按国际规则进行基建招投标、采购、建设及运营，鼓励其提高项目

透明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打造“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境外项目，

提升东道国民众的获得感。另一方面不断深化与国际组织和欧盟的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与欧盟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成员国加强政策协调，

利用已有的中欧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探讨中资企业与“全球门户”项目开

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行性，努力打造中欧在第三方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的样

板工程。

【完稿日期：2022-9-10】 

【责任编辑：肖子璇】

[1]　Bradley Blankenship, “The EU should Complement, Not Compete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T, February 18, 2022, https://www.rt.com/news/549594-eu-compete-belt-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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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全球卫生战略评析 *

  阎德学

〔提   要〕日本政府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

结合自身在全球卫生领域的比较优势，并在综合考量外交、经济和安全

政策的基础上，正式推出《全球卫生战略》，在改革全球卫生体系、加

强国际合作、多领域应对全球卫生问题、筹措全球卫生资金等方面提出

了具体实施方案。日本运筹该战略旨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加

大日方对全球卫生事务的介入力度，推动日企向全球卫生领域扩张，促

进自身利益更大化，获得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人的安全”等价值观软实

力，维持“一流”国家地位，实现更为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各种

内外因素的制约下，顺利达成其战略预期并非易事。

〔关 键 词〕全球卫生战略、日本方案、全球卫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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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背景下，2022 年 5 月，日本

内阁健康与医疗战略推进本部公布了《全球卫生战略》，标志着面向 2030 年

的日本全球卫生战略进入实施阶段。日本《全球卫生战略》拟采取迂回策略，

以应对全球传染病威胁、推广日本经验技术、引导国际合作等方式推进，获

*　感谢《国际问题研究》外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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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执政两党和政府各部门的高度认同，被打造为支撑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

支撑经援外交、联合国外交等软实力外交的一个支柱，或将成为岸田政府推

进“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和“新资本主义”的抓手之一。岸田政府借助全

球卫生战略谋势蓄力，将对日本外交和全球卫生治理产生一定影响，值得予

以关注。

一、日本全球卫生战略的主要内容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制定《国际卫生外交战略》（2013 年）和《国

际卫生战略》（2015 年），并利用重要国际场合，主动设置全球卫生议程，

成功令日本倡导的“全民健康覆盖（UHC）”成为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一。[1]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日本持续推进“全民健康覆盖”

的国际性措施，同时在多个层面推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体系的建立，在

此基础上推出《全球卫生战略》，策划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推动

构建全球卫生合作体系。

（一）提出改革全球卫生体系的方案

日本提出改革全球卫生体系，加强各国财政与卫生部门的合作，提高协

同效率，确保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迅速作出应对。

为实现以上目标，日本将继续全面参与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世界卫

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活动，共同商讨“全民健康覆盖”问题。譬如，为制定应

对新冠肺炎疫发等传染病大流行的新文件，世卫组织在 2021 年 12 月设立政

府间谈判会议（INB），日本作为副主席国于 2022 年 2 月召集第一次会议，

目前正在组织编写材料，准备向 2024 年世卫组织大会提交相关成果。与此同

时，日本还将继续参与关于加强履行和遵守《国际卫生条例》（IHR）的讨论。

为了将上述努力与合作制度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在改革全球卫生体系中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
Kenkouiryou/ senryaku/r040524global_healt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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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作用，日本决定收集支持全球卫生体系的理念原则和国际规范，并致

力于改善和运用这些信息，在制定和普及相关国际规范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卫生战略》指出，日本接下来的主要行动计划包括设定合作领域，

选定援助对象国，从国际融资机制、世卫组织文件、全民健康覆盖等角度推

动全球卫生体系的改革，等等。具体要实施以下四项措施：

一是建立本国财政、卫生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

的合作框架，促进与公私合作基金的合作，共享信息。[1] 具体由财务省、厚

生劳动省、外务省及其他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积极与“二十国集团财政和卫

生特别工作组”联系，探讨合作框架制度化，利用日本举办七国集团峰会的

机会发布日方信息，并利用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国际场合传递日

本的理念和方案。[2]

二是针对公共卫生危机，研究有助于加强平时预防和危机应对的国际融

资机制，优先向平时疾病预防领域分配资金，强化危机时刻的机动融资制度。[3]

财务省负责关注国际开发协会第 20 期增资（IDA20）向卫生领域倾斜措施的

进展情况等；外务省、财务省、厚生劳动省研究危机时期融资的政策、如何

参与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机制建设等。[4]

三是为应对传染病大流行作出日本贡献，如在世卫组织框架内讨论新的

法律文件、制定国际规范、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等，[5] 具体由外务省和厚

生劳动省组织落实。[6]

四是确保全民健康覆盖措施在预防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构建全球卫

生体系中的主流地位。为此，首先要确定全民健康覆盖与应对全球公共卫生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2]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https://www.kantei.
go.jp/jp/ 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dai5/siryou2.pdf。

[3]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4]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5]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6]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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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重叠领域，同时在讨论制定国际规范、设计制度措施时传递一种理念，

即推进平时的全民健康覆盖有助于预防和应对未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1]

具体工作由外务省、财务省和厚生劳动省组织实施，积极谋求在联合国以及

相关国际机构举办的高级别会议上，提出日本观点。[2]

（二）加强与不同行为体的国际合作

《全球卫生战略》中特别重视与以下行为体的国际合作：

一是继续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建设。日

本政府的一个重要设想是持续向联合国相关机构（世卫组织等）、开发性金

融机构（世界银行等）、国际公私合作基金（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流行病

防范创新联盟等）提供资金，以此为跳板跻身上述机构的理事会等决策机构，

与相关国家共同制定机构的活动方针和战略，阐述日本观点，参与审查和评

估工作，以增大资金援助效果。

二是重点加强与民间企业的合作，推动民间企业参与全球卫生战略。日

本政府的设想是：通过全球卫生战略为民间企业奠定海外业务基础，开拓亚

洲和非洲的医疗服务市场，希望发展出一种新的增长战略，以体现岸田政府

的“新资本主义”[3] 经济政策。[4] 为此，厚生劳动省负责争取世卫组织的预

认证和进行推荐，发布世卫组织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器械推荐要览等活动

信息，利用国际组织的采购机制促进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向海外发展；

厚生劳动省和经济产业省负责推动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外务省负责组织企

业通过联合国采购研讨会等方式参与采购；驻外使领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各地事务所则在当地进行侧面支援。

日本政府强调今后要用好官方发展援助（ODA），持续推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2]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3]　 “新资本主义”是岸田政府提出的经济政策，核心是构建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

良性循环，消除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开拓后疫情时代的新社会。

[4]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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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企业发展海外事业。[1]

三是将市民社会定位为实施全球卫生战略的重要伙伴，有意识地加强与

市民社会的合作。日本政府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与日本海外非政府组织

一道，能够在官方发展援助难以触及的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援助活动，充分

了解和应对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卫生健康和生活需求。为此，内阁办公室、外

务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今后将组织各种座谈会或联络会，与非政府组织一

起讨论官方发展援助政策、国际援助机制的治理和运行等事项，加强市民社

会活动与官方发展援助的联系，如开展“人的安全”无偿资金合作、负责非

政府组织提案型项目、参与官方发展援助主体项目等；加强与国内外非政府

组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基层开展活动的中小型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和对话；

保障与市民社会进行协商和对话的场所，以有效支持当地非政府组织致力于

社区卫生活动。[2]

四是持续推进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由内阁办公室、厚生劳动省、

文部科学省等负责牵头，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主体，汇聚发展中国家科研机构、

医药企业等相关力量，与日本医疗研发机构（AMED）、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

全球卫生创新技术基金（GHIT Fund）等机构合作，持续开展临床和药物研发

等共同研究，不断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卫生健康、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专业人才，

合作应对全球公共卫生课题。日本政府今后将具体推进日本医疗研发机构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项目、e-ASIA 联合研究项目、新兴传染病基础创新研究

项目等。[3]

（三）多领域协作应对全球卫生问题

在人力资源领域，日本重视培养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使之能够胜

任制定国际规范、与对象国和机构建立联系、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等工作。这

项工作主要由日本外务省、厚生劳动省等政府部门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2]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3]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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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NCGM）、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等负责。外务省、

厚生劳动省负责研究国际卫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配置；内阁办公室和外务省

通过各种会议培养人力资源，任命驻伙伴国家的协调负责人，探讨与民间和

学界进行合作，加强日籍人员在国际组织中的存在。[1]

在防治传染病、慢性病以及妇幼保健等领域，疾病负担造成各国卫生和

贫困问题加剧，而新冠肺炎疫情又拖延了上述问题的解决，严重影响到贫困

和社会弱势群体，因此日本决定要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2] 日本政府计划由

外务省、财务省、厚生劳动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

负责，继续投资开发治疗疟疾、结核病和热带疾病的药物和疫苗，[3] 为发展

中国家培养卫生人才和建立相关制度，不断向国际社会输出治疗癌症、循环

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方面的日本经验。

在气候变化领域，日本认为当前全球最大的危机是气候变化，直接影响

到传染病大流行、环境恶化、异常天气以及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4] 日本预

判从2020年到 210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约4000万人死亡，尤其在非洲、

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等发展中国家，疟疾、登革热、腹泻病等疾病暴发的风险

正在增加，有必要推进卫健领域的应对与合作。[5]具体由外务省、厚生劳动省、

环境省负责研究气候变化相关的知识和对策；环境省负责推进废弃物发电等

优惠政策、脱碳基础设施倡议、环境基础设施海外发展平台。[6]

在加强单一健康疗法领域，为防范耐药微生物造成的健康危机（AMR），

日本政府提出内阁办公室、外务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环境省以及

其他有关部门必须在 2022 年财政年度末修订和实施 AMR 对策行动计划。[7]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2]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3]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4]　「気候変動とグローバルヘルス」、2022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kantei.go.jp/jp/
singi/ 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5/gijisidai.html。

[5]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策定中間とりまとめ（案）について」、2021年12月22日、

https://www. kantei.go.jp/jp/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dai4/siryou1.pdf。
[6]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7]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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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领域，为借助数字技术提高偏远地区的卫生服务效率，日本

与世卫组织合作，计划于 2023 年在日本设置世卫组织全民健康覆盖中心，双

方目前已确认成立联合工作组。[1] 今后，除公共卫生学之外，日本还将综合

运用教育学、环境卫生学、人口学、营养学、经济贸易、人权法和人道主义

法等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运筹和实施全球卫生战略。

（四）拓展官方发展援助筹措全球卫生资金

日本政府将官方发展援助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手段积极推动近 70 年，用

于实现“国家正常化”战略目标，为日本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保

障日本的国家利益。[2]

关于双边卫健领域官方发展援助，《全球卫生战略》指出，主要用于较

小规模的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领域，支持对象国建立卫生基础设施和制

定全民健康覆盖政策。[3] 具体来说，一是继续采取技术合作、无偿和有偿资

金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卫生系统建设和促进跨部门业务工作，并探讨与

世界银行和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等国际机构的定期对话和项目

合作，具体由外务省、财务省、厚生劳动省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实施；

二是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对话，加强与对象国私营企业、市民社会、大学和学

术界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向东盟传染病防治中心提供援助，在伙伴国

推广日本经验，由内阁办公室、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

经济产业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及其他部门具体实施；三是向日本医疗研发

机构、全球卫生创新技术基金、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等机构捐款，在亚洲建立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网，促进疫苗和药物研发，利

用“亚洲药品和医疗器械培训中心”开展监管领域的人才培养合作，主要由

[1]　「岸田総理大臣とテドロス・アダノム WHO 事務局長との電話会談」、2022 年 5 月

19 日、https://www. mofa.go.jp/mofaj/ic/ghp/page1_001175.html。
[2]　「開発協力，ODA って何だろう」、2016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mofa.go.jp/

mofaj/gaiko/oda/ about/oda/oda.html。
[3]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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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省、财务省、厚生劳动省等负责实施。[1]

为用好官方发展援助，日本将动用各种资源加强与伙伴国的关系，将其

打造为全球卫生合作的范例。比如，通过向国际组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帮

助伙伴国获得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推动与伙伴国的私营企业、大学和研究

机构以及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推动与伙伴国有重要联系的东盟和非盟的合

作等。[2]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有更多的资金作为保障。为此，日本将持续增加

卫健领域官方发展援助的投入。如 2020 年投入卫健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达

36.7 亿美元，是前一年的 2.87 倍。[3] 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全球疫苗和免

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负责全球卫生健康的机构，出于巨额援助资

金的需求，于2020年共同创立了“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ACT-A）

国际合作机制，仅用一年半时间就筹集到 190 亿美元。上述事实让日本政府

认识到，向多边机构提供资金不仅有助于全球卫生事业，更有利于确保日本

的国际地位，增进国家利益，[4] 因此今后还会继续向多边机构提供官方发展

援助。

二、新战略出台的动机

日本制定《全球卫生战略》，称其政策目标是助力构建全球卫生国际合

作体系，实现更强韧、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全民健康覆盖，防范和应对后疫

情时代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保障人类安全。[5] 实际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フォローアップ」、2022 年 5 月 18 日、https://www.kantei.
go.jp/jp/ 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dai5/siryou2.pdf。

[2]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3]　 “Flows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June 30, 2022, https://vizhub.healthdata. 
org/fgh/.

[4]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
Kenkouiryou/ senryaku/r040524global_health.pdf。

[5]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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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流行，日本基于自身在全球公共卫生方面的比较优势，运筹全球卫生

战略，开展全球卫生外交，谋求在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方面发挥大国领

导力，促进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

（一）应对全球性传染病的直接威胁

在应对全球性传染病方面，日本是比较有自信的。一方面是其相信自身

的公共卫生体系应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是基于 2003 年 SARS 病毒和 2009 年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都未波及日本的经验。但出乎意料的是，2019 年底暴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日本社会。

截至 8 月 5 日，日本全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868,195 例，累计

死亡 33,395 例，病死率为 0.24%。[1] 虽说超额死亡数 [2] 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

的，[3] 却让日本开始意识到，传染病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成为了一个安全问题。

因此，随着疫情蔓延，日本政府不得不重点应对疫情问题，导致经济和社会

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也引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批评。譬如，2020 年 2 月，日本

因接纳“钻石公主”号游轮并实施全员留船隔离而招致多国批评；疫情重创

日本“观光立国”的政策，迫使东京奥运会延迟一年举办，不仅没有实现原

先设想的奥运经济效果，还造成巨额赤字，打击了日本人的心态；疫情限制

了人员贸易往来，2022 年第二季度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一度停产，影响到日本

国内工厂生产，导致日本市场上多款家电出现缺货；甚至日本出生率连年下

滑，政府也将其归咎于疫情导致的“恐育”心理加剧。[4]

不仅如此，新冠肺炎疫情还给日本三届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和危机感。安

倍政府时期，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计划中的中国领导人访日延期，“安倍

[1]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3769例 累计确诊超1386万例》，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2 年 8 月 5 日，http://www.xhby.net/index/202208/t20220805_7647178.shtml。
[2]　所谓超额死亡数，就是实际死亡率与根据疫情发生前几年数据推算得出的死亡率之差。

[3]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へのこれまでの取組を踏まえた次の感染症危機に向

けた中長期的な課題について」、2022 年 6 月 17 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novel_
coronavirus/th_siryou/ sidai_r040617.pdf。

[4]　《冠病疫情导致日本出生率节节下降》，联合早报网，2022 年 6 月 4 日，https://
www.zaobao.com/ news/world/story20220604-127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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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遭受重创；菅义伟政府面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的大考，出现政策“迷

失”，未能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导致民众的反对和指责，最终下台；当前岸

田政府更是深刻认识到全球卫生问题给经济、社会和安全带来的巨大风险，

提出“为了保障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球稳定，国际社会要

加强预防，避免大流行病的发生，即使发生，也要做好准备，将不利量影响

最小化”，[1] 为此推出了全球卫生战略。

（二）凸显重视“人的安全”的大国外交

为进一步参与并主导全球事务，当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概念后，日

本立即予以关注并积极回应，力图在该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力。因为“人的安全”

理念符合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确立并影响至今的“综合安全观”。

在 2000 年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宣布将“人的安全”

作为日本外交的一大支柱。在其建议推动下，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 2001 年

访日时宣布成立由12名专家组成“人的安全委员会”，旨在确立“人的安全”

概念并提出政策建议，时任联合国难民署日本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被任命为

两位主席之一。2003 年，该委员会向安南提交了报告。[2] 其后，日本还在联

合国设立“人的安全基金”，一直对亚非、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贫困、卫生医

疗等领域进行重点援助。

在其他重要国际场合，日本也积极主导议题设置，将“人的安全”重点

转向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比如，2000 年日本主办的八国集团峰会首次将中低

收入国家的传染病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其后八国集团 / 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

团会议都将全球公共卫生作为议题。日本还曾先后制定《国际卫生外交战略》

（2013 年）和《国际卫生战略》（2015 年）。日本前首相安倍认为，21 世

纪需要以硬实力来推动政治，也需要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领导力，全球卫生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2]　「人間の安全保障：分野をめぐる国際潮流」、2021 年 3 月 31 日、https://www.
mofa.go.jp/mofaj/ gaiko/ 政府開発援助 /bunya/securi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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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正是实现日本愿景和意志的重要战略。[1]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经济和社

会等诸多领域的全球性危机，也成为发达国家的“本土危机”和“安全问题”，

还导致“疫苗民族主义”等国际权力对抗，日本认为此时正是发挥大国外交

影响力的好机会，[2] 因此推出全球卫生战略予以应对。

（三）扩大全球卫生合作领域话语权

卫生外交在安倍政府时期被提升为实现日本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

之后被近两届日本政府延续下来。关于《全球卫生战略》，日本执政两党自

民党和公明党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即在全球卫生健康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全

球卫生战略》出台前，日本公明党全球卫生推进委员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在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日本应在全球卫健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援

助发展中国家，主导世卫组织制定新文件时的讨论过程，以作出更大的全球

贡献。[3] 日本自民党 2020 年提出《后疫情时代日本的国际卫生外交》政策建

议，认为过去 20 年日本在传染病防治、全民健康覆盖、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

领域，主导了全球公共卫生的讨论，国际合作也取得务实成果，比如引入全

民医保制度、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培养出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人

的安全”外交理念等，日本具备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潜力。[4]

因此，最初的《全球卫生战略框架（草案）》明确提出，日本应利用政治力量、

人才力量、资金力量和技术力量，提出自身想法，构建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

主导全球卫生体系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具韧性的全民健康覆盖。[5]

[1]　 安倍晋三「我が国の国際保健外交戦略—なぜ今重要か」、2013 年 9 月 19 日、

https://www.mofa.go. jp/mofaj/files/000014294.pdf。
[2]　「国際的な連携に基づくグローバルヘルス・ガバナンスの再構築」、2022年3月18日、

https://ifi. u-tokyo.ac.jp/wp/wp-content/uploads/2022/03/policy_recommendation_tg_20220318j.
pdf。

[3]　「途上国支援、日本が主導」、2022 年 2 月 17 日、https://www.komei.or.jp/komeinews/
p228689/。

[4]　「ポスト・コロナのわが国の国際保健外交」、2020 年 11 月 30 日、https://www.
jcie.or.jp/japan/ wp/wp-content/uploads/2020/11/Japan-DAH-Commission_recommendations_full_
final_j.pdf。

[5]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の骨格（案）」、2021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kantei.
go.jp/jp/ 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dai2/siryou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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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支撑日本作出国际贡献的是其自身的发展经验以及与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经验。[1]基于此，日本致力于将卫生健康作为外交上的一个优先领域，

谋求将其成果转化为政治领导力，以便开展权力政治运作。具体来说，在政

治力量方面，日本谋求在全球卫生领域主导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联合国

相关部门等组织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在全民健康覆盖的规范和制度上形成

主流意见；在人才力量方面，谋求加强人力资源的组织和战略部署，争取得

到世卫组织总干事等高级职位；在资金力量方面，推进卫生与财政议题的讨论，

比如举办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卫生部长联席会议等；在技术力量方面，谋求实

现医药和医疗器械的科技创新，发展全球商业。进而，把握后疫情时代的难

得机遇，将日本打造为世界新秩序的创造力量和引领大国，成为新秩序的主

要缔造国，变 1945 年的“战败国”为现今的“战胜国”。[2]

（四）争取国际公共采购等经济利益

《全球卫生战略》被视为能够促进“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体现岸

田政府“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战略构想。为此，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面，

将涉及卫生、医疗、健康领域的民间企业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努力为企业创

造发挥潜力的外部环境，鼓励日企积极参与国际公共采购。[3]

据统计，国际公共采购额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若以 2020 年全

球国内生产总值 85 万亿美元估算，国际公共采购额就达 17 万亿美元。采购

方包括联合国 39 个机构（2020 年采购总额约 223 亿美元）、全球疫苗和免

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国际组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

（约 4.3 万亿美元）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份额最

大的是卫健领域的采购，占比为25%，2020年约为4.5万亿美元，且每年以6.2%

[1]　戸田隆夫「グローバル・ヘルスと持続可能な社会の創造」、『東女医大誌』2018

年第１号、13 － 14 頁。

[2]　星野俊也「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策定の方向性についての一考察」、https://www.
kantei.go.jp/ jp/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1/siryou3-5.pdf。

[3]　所谓国际公共采购，就是由联合国相关机构、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公共机构进行的货物和服务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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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增长。[1]

但是，国际公共采购中采购日企产品的份额却很小。比如在联合国 2020

年公共采购中，日本只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药品采购份额的 0.2%、世卫组织

药品采购份额的 1.2% 以及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OPS）医疗用品采购份额的

1.3%。[2] 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每年投入 20亿美元用于采购药品

和医疗设备，但从 2006—2021 年的累计总额来看，自日本企业采购的金额仅

为 8.385 亿美元，约占采购总额的 6%，排在印度、瑞士和美国之后，位居世

界第四。[3]

为打开国际公共采购市场，日本对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一是缺乏专门

知识；二是个体努力有局限性，很难共享企业的机密信息；三是与国际机构

的合作存在障碍。[4] 为扶持日企发展，日本专家建议：推动日企参与国际公

共采购项目合作，与大型国际财团合作，争取日本全球卫生战略的支持者，

增加卫健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投入，选择最合适的合作伙伴。[5] 此外，日本

政府也千方百计争取相关国际组织的批准许可，并让驻外使领馆等海外机构

参与其中，准确提供信息情报。

三、潜在影响

日本制定并实施全球卫生战略，或将引发全球卫生治理大讨论，客观上

有助于提升全球卫生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大日本介入全球卫生事务的力

[1]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分野での官民連携 企業からの視点」、2021 年 11 月 10 日、

https://www.kantei. go.jp/jp/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4/siryou1.pdf。
[2]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分野での官民連携 企業からの視点」、2021 年 11 月 10 日。

[3]　 「官民連携基金からみた日本の強みと連携強化のための方策」、2021年11月10日、 

https://www. kantei.go.jp/jp/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4/siryou2.pdf。
[4]　「国際機関の調達枠組を活用した医薬品・医療機器産業等の海外展開促進事業」、

2021 年 11月 10日、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4/siryou5.pdf。
[5]　「民間企業連携に関する戦略について」、2021 年 11 月 10 日、https://www.kantei.

go.jp/jp/ 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4/siryou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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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促进日企向全球卫生领域的扩张。

（一）间接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有助于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讨论。就目前情况来看，当发生公

共卫生危机之际，世卫组织无法单独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因此，日本提出

必须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强化其核心职能；同时建议，联合世卫组织各地

办事处、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等国际机

构一道应对新威胁，在双边、区域以及全球层面建立多层次疫情防控信息共

享和审查机制。[1] 日本提出，利用东盟、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

推进各国协调，重点将二十国集团峰会打造成跨领域讨论的平台。日本将于

2023 年担任七国集团峰会主席国、2025 年举办国际博览会，为了充分利用这

些国际舞台，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大讨论，日本正研究推出一个能

被不同利益相关方普遍接受的全球合作框架，主导全球卫生治理讨论。

有助于提升全球卫生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日本看来，医疗制度是保

障人类安全最有希望的要素，应对传染病威胁需要更加强韧、灵活和公平的

卫生体系，所以应重新定义《国际卫生条例》，国际社会须以适当的价格分

配疫苗，同时关注非传染病对人的威胁，必须以 2030 年为目标达成“全民健

康覆盖”这一广泛共识。[2] 为了提升未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日

本建议：积极支持全民健康覆盖与全球卫生安全（GHS）交互重叠的核心容量，

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社区系统，重点保护被制度遗弃的人，扩展包括慢

性病在内的预防领域，促进民众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增强应对危机的韧性。[3]

有助于推动全球卫生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让国际社

会发现，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融资面临诸多挑战，必须采取措施向这一

公益领域提供资金。在融资方面，发达国家一直采用官方发展援助方式帮助

[1]　「国際的な連携に基づくグローバルヘルス・ガバナンスの再構築」、2022 年 3 月

18 日。

[2]　「人間の安全保障に関する特別報告書の公表」、2022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
kantei.go.jp/jp/ 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5/siryou3.pdf。

[3]　「国際的な連携に基づくグローバルヘルス・ガバナンスの再構築」、202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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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本身也要发挥能动性，用好国内资源。此外，还

要增加卫健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份额。其实，卫健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更需

要多领域的战略投资，因为全球卫生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真正用于应对大

流行病的援助不到 10%。[1] 进入 21 世纪，日本卫健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主要

用于主导传染病防治、推进全民健康覆盖等国际政策的协商活动。[2] 虽然援

助额也呈增加趋势，但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整体构成的占比近 5 年基本保持

在 5.5% 左右，仅排在第 6位。[3] 对一个标榜“人的安全”并将全球卫生作为

主要外交课题的国家，日本有必要重新探讨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问题。

（二）加大全球卫生事务的介入力度

日本把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作为其全球卫生战略的中心，提出“强韧的全

民健康覆盖”应是“2030 年实现的世界面貌”，能够享受基础卫生医疗服务、

不受传染病威胁的卫生安全应成为“人的安全”最重要的支柱。[4]

在日本看来，讨论更大的全球卫生架构很重要，但重建全球公共卫生危

机的预防、准备和应对（PPR）体系更重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要在预

期内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必须比以往投入更多的资金；全民健康覆盖如果将

应对大流行病的准备也纳入其中，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会

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5] 为此，日本将继续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通过加强机

构合作、增加日元贷款以及提升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等举措，扩大在全球

卫生事务中的存在感。同时，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日本将更加聚焦对象国、

合作关系以及重点课题，提升官方发展援助的效果。比如，日本计划通过援

助世界银行的“强韧全民健康覆盖体系”信托基金，成为全球融资基金（GFF）

[1]　Shuhei Nomura et al., “Japa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Historical Trends and 
Prospects for a New Era,”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 Vol.22, May 1, 2022, p.7.

[2]　「ポスト・コロナのわが国の国際保健外交」、2020 年 11 月 30 日。

[3]　 Shuhei Nomura et al., “Tracking Sectoral Allocation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29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Countries, 2011-2018,” Global 
Health Action, Vol.14, No.1, 2021, p.5.

[4]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2022 年 5 月 24 日。

[5]　「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 UHC 達成に向けて」、2021 年 10 月 13 日、https://www.kantei.
go.jp/jp/ 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3/siryou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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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级捐助者，引领全球“强韧全民健康覆盖体系”的确立和普及。

日本发现，国际组织中的高级公务员会带给原籍国有形无形的巨大利益。

世卫组织的疫情治理倡议几乎被欧美国家主导，美、英、法等国都瞄准国际

机构的重要位置并积极加以利用。为此，日本希望在世卫组织现任总干事谭

德塞任期满后争取该职位，以便顺利推进全民健康覆盖等国际倡议。[1]

（三）促进日企向全球卫生领域扩张

日本政府把“医疗的国际发展”和“企业的全球卫生贡献”比作产业振

兴的车之两轮，希望更多的日企参与全球卫生战略。对于卫健领域的企业来说，

商业与社会贡献的界限往往较为模糊，而国际社会也要求企业不能仅仅追求

利益。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强力推销日本的医疗产品，很可能降低好不容

易建立起来的声誉，因此要将两者分开，提高协同倍增效应。[2]

日本专家建议日企在参与全球卫生战略时应具备五种观念：一是要战略

性地利用服务社会的活动机会，多为社会解决问题，期待获得长期收益，而

实际上已有八成日企将社会服务活动作为经营战略的一部分。二是企业应成

为国际组织的合作伙伴，彼此建立双赢关系，而不仅仅只作供货商。三是除

了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信息通信、物流、汽车、商社、零售等产业都有潜

力为全球卫生作出贡献。四是企业作为全球化的主体，要从世界各地找到最

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五是全球公共卫生关注的是公平获得解决方案，企业

被寄予厚望。[3]

日本将全球卫生伙伴国与日企在海外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强

韧的全民健康覆盖”这一基本方针，日本选定最有可能按照日本模式推行卫

健措施的国家作为“样板”伙伴国，目前包括亚洲的印度和越南、非洲的加

纳这三个国家。对于印度和越南，日本将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推动双方的医疗

[1]　赤阪清隆「コロナ禍への WHO の対応と課題」、『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2021

年第 7号、25 － 26 頁。

[2]　伊藤聡子「日本の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策定に向けて」、2021 年 7 月 28 日、https://
www.kantei. go.jp/jp/singi/kenkouiryou/global_health/tf_dai1/siryou3-1.pdf。

[3]　伊藤聡子「日本の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策定に向けて」、202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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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界合作；对于加纳，日本则会在传染病防治、母婴保健、加强卫生体

系等领域进行援助，并促成其与日企的合作。[1]

四、战略实施面临的制约

日本全球卫生战略的未来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卫

生治理环境，如何顺利达成其全球卫生战略目标是未来的首要课题。从发现

自身的问题开始，到援助其他国家以及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日本尚

须制定更为缜密的方案以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部门缺乏统一指挥影响全球卫生对外援助

在《全球卫生战略》执行层面，一开始就存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的问题。虽然日本出台《全球卫生战略》的同时，也制定了《全球卫生战略

跟进措施》，对设想的有关挑战提出具体应对措施，但执行难度较大。譬如，

在日本政府内部，官方发展援助的整体统筹与具体预算等职责被分到不少于

13个部门，每个部门各自为政，就造成决策上的不统一。执行《全球卫生战略》

对外援助事务的主要是外务省、厚生劳动省和财务省，而这三个部门在政策

和预算上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案与计划。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则是日本国际

协力机构，这就导致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没有统

一的中枢来指挥项目的实施。[2] 实际上，日本国际交流中心（JCIE）2020 年

度报告就指出日本政府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存在决策与执行混乱的问题。[3]

围绕《全球卫生战略》，日本政府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由内阁健康与

[1]　「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国について（案）」、2021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kantei.
go.jp/jp/singi/ kenkouiryou/global_health/dai2/siryou2.pdf。

[2]　Haruko Sugiyama, Ayaka Yamaguchi and Hiromi Murakimi, Japan’s Global Health 
Policy: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 a Period of Economic Stres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pp.3-4.

[3]　Special Commission on Japan’s Strategy 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DAH), 
Japan’s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in the Post-COVID Era: The Paradigm Shift Needed on ODA and 
Related Policie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JCIE), 2020, 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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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战略推进本部负责组织。在讨论过程中，相关部门先分别提出各自的执

行方案，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策划案，但最终仍由各部门分头负责，各自执行。

所以，日本需要成立一个类似总体统筹委员会的机构，作为全球卫生战略的

指挥中心，分别从外务省、厚生劳动省、财务省等决策部门以及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日本医疗研发机构等执行部门选出代表共同负责，这样才能更好地

推行其战略。

（二）相关日企较难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

一般来说，医药企业研发一款新药往往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并且要投

入巨大的研发费用。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让企业

收回成本，因此即使研发出新药，对于药企来说也不划算。作为拥有顶尖医

药研发能力的日本，自然想抓住这类机会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想让日企进入

这些国家的市场也非易事。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法规差异，需要相应的知

识储备，而且许多国家的监管能力不足，透明度无法保证，市场较为混乱。

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印度、中国等企业以及一些西方企业，都在

争相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日企靠单打独斗并不

能取得多少优势。

为了实现全球卫生战略目标，日本曾于 2013 年创建全球卫生创新技术

基金，通过政府对私营药企的初始投资展开运作，研发新药（主要针对结核

病、疟疾以及其他慢性病）。截至 2022 年 4 月，该基金已投资 276 亿日元，

开展了 114 个项目和 12个药物临床试验。[1] 此外，日本总务省与外务省联合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 10 部门于 2020 年召开健康医疗国际发展协商会，针对

相关药企开展海外业务、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方案，

支持日企根据当地需求，将日本先进的医疗器械、药物、营养食品和技术等

推向当地。[2]2022 年 5 月，日本重提亚洲和非洲卫生构想，决定进一步与相

[1]　「GHIT 投資実績」、2022 年 3月 31 日、https://www.ghitfund.org/investment/overview/
jp。

[2]　「関係省庁における取組状況」、2020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
singi/ kenkouiryou/kenkoiryo_kokusai/dai2/siryo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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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药企合作，深入推进日本对亚非地区的投资与援助。[1]

（三）国际卫生体系制度和机制性短板造成较大制约

日本推出《全球卫生战略》表明其决心从多方面参与甚至引领当前全球

卫生体系的治理。比如，日本希望对现有的全球卫生框架进行修改完善，在

2021 年举办的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参与了修改现有《国际卫生条例》

的讨论。[2]日本还在《全球卫生战略》中提出了重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

准备和应对体系的设想。[3] 未来日本也会考虑以联合国为中心构建新的框架

或是继续强化现有的组织框架。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让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国际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全都

暴露出来，包括各国际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不足、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脆弱、

财政和卫生官员之间的合作不足以及迅速调动资金受限等问题。譬如，在医

疗资源的分配方面，由于现在的疫苗生产主要依靠几个大国，专利也被特定

的几家医药公司牢牢握在手中，疫苗调剂分配就产生了“疫苗民族主义”等

问题，中低收入国家很难获得充足的医疗资源。日本正设法促进药企的自发

性专利授权和技术转移，以提高研发和生产能力，并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打

造其医疗服务市场。不过，日本仍须发挥现有国际组织的力量，通过国际组

织的协调，促进疫苗的公平调配，但能否将二十国集团峰会打造成跨领域讨

论的平台，以突破全球卫生治理制度上的约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四）推动高水平国际合作须克服大国关系消极影响

目前全球卫生治理环境并不乐观，主要因为中美互动式博弈、对抗和竞

斗格局初露端倪，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巨大刺激作用，且在中短期

内或将变本加厉。[4] 譬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美国就以世卫组织应对疫

[1]　「アジア健康構想・アフリカ健康構想の更なる推進」、2020 年 10 月 1 日、https://
www.kantei.go. jp/jp/singi/kenkouiryou/kenkoiryo_kokusai/dai2/siryou1.pdf。

[2]　《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闭幕》，世界卫生组织官网，2021 年 5 月 31 日，https://
www.who.int/zh/ news/item/31-05-2021-the-seventy-fourth-world-health-assembly-closes。

[3]　「グローバルヘルス戦略中間とりまとめ（案）」、2021 年 12 月 22 日。

[4]　 时殷弘：《世界格局：彼此歧异的短中期状态与长期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5期，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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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当为由宣布暂停向其提供资金，之后又宣布退出世卫组织，虽然拜登上

台后恢复了美国在世卫组织的会员国地位，但已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除此之外，

美国在疫情初期坚持美国优先原则，限制疫苗等抗疫用品出口，将重要的公

共产品私有化，同时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也波及多个领域，影响了国际合作的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之初，欧洲国家也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南北欧国家无法

在调剂援助资金问题上达成一致。总之，在疫情冲击之下，本应得到加强的

全球和地区合作却似乎变得更加艰难。

日本要想推动《全球卫生战略》，必须克服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努力

促进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尤其要带头在亚洲地区形成一种全面的卫生合作

框架。基于现实的考量，日本目前选择与东盟合作为主，想把双方的卫生合

作打造成日本全球卫生战略的支点。但不管怎样，日本都必须直面与中国和

韩国的合作，如何克服日韩、日中双边关系的干扰因素，使其全球卫生战略

成果真正惠及亚洲国家，才是行稳致远的努力方向。

实际上，2006年建立的中日韩三国卫生合作机制有助于日本推进与中国、

韩国的公共卫生合作。在该机制下，截至 2021 年年底，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

已成功举办 14 届，而且在会议举办同期，中国疾控中心、韩国疾控中心和日

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也联合举办了“中日韩传染病论坛”。尤其在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之初，中日韩三国真正体现出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新三国时代”

合作精神，在防控疫情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日韩三国若能排除大国

关系的干扰因素，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势头，甚至探索建立“中日韩+东盟”

卫生合作机制，将有利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五、结语

从日本全球卫生战略定位和目标设想来看，日本一方面从价值观等软实

力出发，借助普遍流行的“人的安全”理念，强化防止传染病大流行也是对

本国经济和安全的投资这一认识，倡导国际社会加强“全民健康覆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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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危机，通过上述话语体系彰显日本的所谓“全球责任”，获取世界

卫生领域的话语强势，以服务其大国战略。另一方面，日本从经济援助等硬

实力着手，聚焦卫健领域官方发展援助的重点，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变革，重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亚非地区以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参

与大国博弈竞争，获得政治大国地位。

日本趁新冠肺炎大流行之际推出全球卫生战略，无疑有助于其得到国际

社会的普遍认同，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但岸田政府当前还面临诸多问题，

在政策优先度的安排方面尚需斟酌调整。日本自民党在赢得 2022 年 7 月举行

的第 26 届参议院选举后，如何重建安倍去世后自民党内部秩序问题考验着岸

田的政治智慧；同时，面对第 7 波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岸田政府若收紧防控

政策，必然会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较大影响。此外，世界地缘政治的动荡失

序也对日本强调的所谓“国际协调”构成巨大挑战。岸田政府能否展现出亲

美不抗中的“宏池会”本色，助力国际政治重回“正常”交往，致力于“建

设性的、稳定的新时代日中关系”，甚至促进中美之间多对话少对抗，将在

较大程度上决定其全球卫生战略的成败。

【完稿日期：2022-9-10】 

【责任编辑：肖莹莹】



99

印度卫生外交：新特点及其局限

印度卫生外交：新特点及其局限

      关培凤  万  佳

〔提   要〕卫生外交曾长期在印度外交事务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凭借其“世界药房”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

推行“疫苗外交”，并以传统医学和数字公共产品为抓手，积极引领周

边抗疫合作。印度的卫生外交呈现出重要性提升、塑造“施惠者”形象、

实施范围有效拓展以及强化国际宣传等特点。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为印度

打造全球卫生外交“引领者”提供了契机，但其实力和能力与大国雄心

抱负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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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启和不断深入，跨国人流、物流和其他生物个体的

高度流动使许多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蔓延。21 世纪以来，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

暴发的“非典”、H1N1大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埃博拉（Ebola）、

寨卡（Zika）、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烈性传染病，使公共卫生问题不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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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和地理界限，成为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重大政治问题，卫生外交 [1] 也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实践和学术研究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对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而且凸显了卫生问题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中的重要性。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在疫情发生后凭借“世界药房”

的资源禀赋，积极推行卫生外交，以此助力其实现大国抱负。研究印度的卫

生外交对于更好地理解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以及新兴大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印度对卫生外交的认知

印度精英阶层大多认同“卫生外交是新兴的外交工具”，高度重视卫生

外交对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有效开展对外竞争以及推动医药产业“走出去”

等方面的功能性作用。

（一）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大国地位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开国总理尼赫鲁所提出“印度

必须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的外交理念被历届领导人承袭至今。[2] 莫

迪执政以后，提出了“领导型大国”（a leading power）理念，并围绕该

战略目标，不断调整外交政策，积极扩大印度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印度敏锐地看到了卫生外交对提升国家形象、实现

“领导型大国”抱负的重要价值。《财富》印度特约评论员圣古塔（Hindol 

[1]　一般而言，20世纪 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的卫生事务特别顾问皮特·波恩提出的“医

疗外交”（Medical Diplomacy）被学界视作是“卫生外交”（Health Diplomacy）概念的起

源。200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66/33 号决议《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强调了对外政策和全球

卫生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敦促成员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将卫生问题考虑在内。联合国文件

对“卫生外交”概念的正式引入，可以视为国际社会对卫生外交对外交实践重要性的普遍肯定。

2014 年，一些学术界和政策界专家组成的“全球卫生外交网络”将卫生外交界定为“国家、

跨国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为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目标，针对健康挑战或利用健康

概念和机制制定政策或谈判策略的政策形成过程”。参见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

《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23页。

[2]　B.辛格：《尼赫鲁家族与印度政治》，王红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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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gupta）撰文称，“在疾病无国界、病毒大流行和生物恐怖袭击威胁国家

安全的当下，卫生外交很可能成为印度在世界舞台展现领导力的重要支柱。”[1]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潘迪特（Priyanka Pandit）将卫生外交定义为

“塑造全球卫生治理的多层次、多主体互动，并逐渐成为各国追求经济利益、

提升国际地位的有效软实力工具”，并由此主张“印度应当在友好伙伴国

家中建立起卫生外交联盟”。[2] 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主席瑞迪（K. Srinath 

Reddy）鲜明地提出，“印度要想实现其全球雄心，必须在疫情蔓延期间以卫

生议题为着力点”[3]。

针对印度在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疫苗外交”，印度全球问题研究所主

席萨杰哈尔（Ashok Sajjanhar）强调，“疫苗外交加强了印度作为卫生危机

第一反应者的形象”[4]。2021 年 11 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首款印度本土

研制的新冠疫苗“科瓦克辛”（COVAXIN）列入紧急使用清单。[5] 印度总统科

温德在议会两院联合会议上强调“印度制造的疫苗在应对全球大流行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6] 印度卫生部长曼达维雅（Mansukh Mandaviya）认为“印

[1]　Hindol Sengupta, “The Importance of India’s Health Diplomacy,” Fortune India, 
January 24, 2021, https://www.fortuneindia.com/polemicist/the-importance-of-indias-health-
diplomacy/105072.

[2]　Priyanka Pandi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Health in Foreign Policy: The Indian 
Experienc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pril 27, 2021,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
understanding-the-role-of-health-in-foreign-policy/.

[3]　K. Srinath Reddy, Khor Swee Kheng, “India, Covid-19 and the Global Health Agenda,”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January 26, 2022,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dia-
covid-19-and-the-global-health-agenda/.

[4]　Ashok Sajjanhar, “India’s ‘Vaccine Maitri’ Initiativ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January 29, 2021, https://idsa.in/idsacomments/indias-vaccine-maitri-initiative-
asajjanhar-290121.

[5]　“WHO Issues Emergency Use Listing for Eighth COVID-19 Vaccin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vember 3, 2021, https://www.who.int/news/item/03-11-2021-who-issues-emergency-
use-listing-for-eighth-covid-19-vaccine.

[6]　“Made in India Covid-19 Vaccines Playing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World Pandemic 
Free, Says President: Key Highlights from Budget Session,” The Times of India, January 31, 2022,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made-in-india-covid-19-vaccines-playing-important-role-in-
making-world-pandemic-free-prez-kovin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articleshow/89235886.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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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凭借其对内卫生管控、对外疫苗输送，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模式的典范”。[1]

印度在助力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特殊作用，使印度国内倾向于将积

极的卫生外交视为实现“领导型大国”目标的重要工具。

（二）有效开展对外竞争的重要抓手

除了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外，印度精英们还认为，通过开展卫生外交，

尤其是提供新冠肺炎疫苗这类国际公共产品，印度可以抵消中国长期在南亚

的经营与建设，甚至可以与中国的“健康丝绸之路”正面竞争。前外交秘书

萨仁山（Shyam Saran）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都与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为印度加强地区影响力提供了重要

契机”[2]。《印刷报》记者乔杜里（Archana Chaudhary）也持相似观点，“莫

迪政府希望通过以疫苗为核心的卫生外交在与中国的影响力竞争中达到先发

制人的效果。”[3]印度著名卫生专家、现任世界银行公共卫生顾问查图（Vijay 

Chattu）更加直白地指出，“中国在南亚地区超越印度的趋势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会放缓”，因为“地区各国都将把卫生安全放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

疫苗外交政策或将重振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活力与地位”。[4]

发展中国家既是印度重要的能源与经济市场，又是其在联合国等国际

多边舞台争取政治大国地位的关键性力量。印度同样重视在南南合作框架

下的对华竞争。作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顾问，查克拉巴蒂（Kaustuv 

[1]　“India’s Covid Management, Vaccination Drive Studied by Experts Globally, Says 
Mansukh Mandaviya,” The Indian Express, May 5,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cities/
ahmedabad/mansukh-mandaviya-india-covid-management-vaccination-drive-success-7903202/.

[2]　“Covid-19 Nudges India to Pursue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Both SAARC and 
BIMSTEC,” The Indian Express, March 21, 2020,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
modi-coronavirus-saar-bimstec-6324524/.

[3]　Iain Marlow, Archana Chaudhary & Kari Lindberg, “India Beats China at Its Own Game 
in Vaccine Diplomacy Battle,” The Print, February 26, 2021, https://theprint.in/health/india-beats-
china-at-its-own-game-in-vaccine-diplomacy-battle/612046/.

[4]　Bawa Singh, Sandeep Singh, Balinder Singh & Vijay Kumar Chattu, “India’s 
Neighbourhood Vaccine Diplomacy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Humanitarian an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 No.17, 2022,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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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krabarti）从南南合作的角度论述了印度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卫

生外交的优势和效果。他认为，疫情以来莫迪政府陆续向南亚、西亚、非洲

以及拉丁美洲提供抗疫药物，使“印度在疫情期间的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赢得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善意”。[1]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研

究员兼负责人潘特（Harsh·V·Pant）采取了“扬印抑华”的方式来强调印

度疫苗的对华竞争优势，宣称“相较中国，印度疫苗在安全性与有效性方面

更有优势。在以往的卫生安全危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寻求西方国家

的帮助，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印度了”[2]。

（三）医药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依托

制药业是印度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的重点领域之一，印度政府

通过加大投资、提升医药创新和研发能力，为医药品持续占领全球市场份额

和推广卫生外交提供助力。[3]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印度就开始大力发展仿制药

产业，国内医药产业已渐趋成熟，各类配套要素集聚优化，在国际市场上占

据了较大的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低价仿制药品生产国。此外，印度疫苗制

造产业链完整，是世界最大的疫苗供应国，全球市场上六成以上的疫苗来源

于印度。[4] 凭借国内医药产业优势，印度一方面认为相较其他地区大国而言，

本国更有实力推行卫生外交，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卫生外交的方式进一步推

动印度药品“走出去”，进而巩固其医药产业的优势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包容性政策研究所专家辛格（Shantesh Singh）在 2017年就指出，“卫生

外交是印度的战略机遇，印度政府应当以健康议题为支点，实现对外交往与

[1]　Kaustuv Chakrabarti, “India’s Medical Diplomacy during COVID19 through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July 9, 2020,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
indias-medical-diplomacy-during-covid19-through-south-south-cooperation-69456/.

[2]　Harsh V. Pant, Aarshi Tirkey, “India’s Vaccine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2,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22/india-world-pharmacy-vaccine-diplomacy-compete-china/.

[3]　邓子如、王伟、郭敏璐等：《金砖国家卫生外交政策及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经验》，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0年第 8期，第 55页。

[4]　“India Administers More than 1 B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India), October 21, 2021, https://eoi.gov.in/eoisearch/MyPrint.php?13526?00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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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贸易的双赢。”[1] 尼赫鲁大学教授特达尔（Biswajit Dhar）对政府开展

卫生外交促进医药产业腾飞表示认同，“多年来，印度一直在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药品。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

金成立后，印度仿制药行业成为世界最大供应商之一。”[2] 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印度政府为了配合卫生外交的药品需要，大力投资医药产业，力图将上

游原料市场也掌握在自己手中。曾任喜马偕尔邦首席医疗官的夏尔马（Gopal 

Sharma）指出，“开展卫生外交以来，印度制药业所需活性药物成分 (API)

面临供应不足与价格上涨的困境。由此，印度政府最近宣布在未来五年内为

API园区提供 300亿卢比的建设资金，确保疫情期间的产量与供应链稳定。”[3]

二、印度卫生外交的举措与特点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印度

政府和国内精英阶层同时也将其视为发挥医药优势、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

契机，立足周边，实施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卫生外交举措。

首先，积极提供基础卫生援助与医疗培训。一方面莫迪政府重启南盟平

台，为南亚多国提供应对疫情的专业医疗培训。2020 年 3 月，莫迪召集并主

持了南盟各国领导人视频峰会（巴基斯坦除外），宣布愿为南盟成员国提供

病毒携带者追踪技术以及分享控制病毒传播的专业知识。[4] 莫迪提出建立联

合研究平台，以协调南亚区域内的疫情防控政策，并推荐由印度医学研究委

[1]　Shantesh Kumar Singh,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Indi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obal Health, September 19, 2017, https://iigh.
unu.edu/publications/articles/global-health-diplomacy-a-strategic-opportunity-for-india.html.

[2]　“India Gains Global Sway with Its Vaccine Diplomacy,” Asia Financial, March 2, 2021, 
https://www.asiafinancial.com/india-gains-global-sway-with-its-vaccine-diplomacy.

[3]　Gopal Ashish Sharma, “India’s Health Diplomacy and the Future of Pharma,” The 
Diplomatist, February 2, 2021, https://diplomatist.com/2021/02/02/indias-health-diplomacy-and-the-
future-of-pharma/.

[4]　Shyam Saran, “Covid-19 Nudges India to Pursue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Both 
SAARC and BIMS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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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带头协调。[1] 此外，印度还在南盟框架内启动了数个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医疗卫生人员培训项目，以支持各成员国联合抗疫。[2] 另一方面，印度凭

借其“世界药房”的优势，向不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

孟加拉国等周边邻国提供基础卫生援助。在与不丹国王通话时，莫迪更承诺

要“向不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3]；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印度主要是

向其派遣医疗队、提供基本生活物资以及检测控制病毒传播的药品、设备

等 [4]；对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印度的援助主要体现在开放药品禁令和出口抗

疫物资等方面。2020 年 4 月，印度宣布取消对抗疟疾药物羟基氯喹（HCQ）

的出口禁令，尼泊尔和孟加拉国都在首批被解除禁令的 13个国家之中。[5] 莫

迪在 2020 年 7 月参加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视频会议时表示，印度已向包

括南盟国家在内的 150多个国家提供了医疗药品和其他卫生援助。[6]

其次，大力推广印度传统医学。在“健康印度”的愿景下，莫迪政府专

门成立了传统医学部（Ministry of AYUSH），负责传统医学的研发、管理和

宣传推广。“AYUSH”是五种印度传统医学疗法的缩写，即阿育吠陀、瑜伽和

[1]　“PM Modi Offers Rapid Response Team and Virus Tracking Technology to Help 
SAARC Nations,” Hindustan Times, March 15, 2020,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
pm-modi-offers-rapid-response-team-and-virus-tracking-technology-to-help-saarcnations/story-
wbJRyVglvPUjWAmtDjcAQK.html.

[2]　“India to Launch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SAARC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Fight 
COVID-19,” The Statesman, April 16, 2020, https://www.thestatesman.com/india/india-launch-
training-programmes-saarc-healthcare-professionals-fight-covid-19-1502877863.html.

[3]　“Telephonic Conversation between Prime Minister and King of Bhut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3009/
Telephonic+conversation+between+Prime+Minister+and+King+of+Bhutan.

[4]　N Sathlya Moorthy, “Maldives: COVID-19 Brings Out Best Again in India Relation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pril 9, 2020,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maldives-covid19-
brings-best-again-india-relations-64335/.

[5]　Suhasini Haidar, “India Revokes Ban on Export of Hydroxychloroquine, Drug Used in 
Treatment for COVID-19,” The Hindu, April 7,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
revokes-ban-on-export-of-malaria-drug-hydroxychloroquine/article31277664.ece.

[6]　“PM Modi’s Address at UN ECOSOC: Full Text,” Times of India, July 17, 2020, https://
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pm-modis-address-at-un-ecosoc-full-text/articleshow/77023286.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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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疗法、尤纳尼、悉达和顺势疗法。疫情发生后，印度政府开始建议使用

阿育吠陀产品来增强抵抗冠状病毒的免疫系统。2020 年 10 月，印度传统医

学部国务部长奈克（Shripad Naik）发布了基于阿育吠陀和瑜伽医学的新型

冠状病毒治疗国家临床管理规程。奈克强调，阿育吠陀的草药“可用于治疗

无症状、轻度和中度新冠肺炎感染，作为标准护理的辅助方法”，并且“这

些药物的功效已通过强大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得到证实”。[1] 在同年 11月的上

合组织峰会上，莫迪提议成立传统医学工作组，以便广泛传播传统医药知识。

2021 年，莫迪政府举办“金砖国家传统医药研讨会”，探讨进一步发挥传统

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2]2022 年 4 月，莫迪与毛里求斯

总理贾格纳特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出席印度全球传统医学中心（GCTM）

的奠基仪式。莫迪指出，“许多国家正在转向使用传统药物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世卫组织与印度全球传统医学中心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尊重印度的潜

力和贡献，这将有助于印度向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解决办法。”[3]

再次，全力推行“疫苗外交”。印度外交部高调宣布，“将兑现利用本

国疫苗生产和交付能力帮助全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承诺，从 2021年 1 月

20 日开始向不丹、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和塞舌尔等国提供疫

苗援助。”[4] 印度外交部还宣布，将继续推进全球疫苗供应计划，并分阶段

覆盖到更多国家。截至第二波疫情席卷印度时，印度已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

[1]　Aparna Banerjea, “Covid-19: Health Min Releases Management Protocol Based on 
Ayurveda and Yoga,” Live Mint, October 6, 2020, 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covid-19-
health-min-releases-management-protocol-based-on-ayurveda-and-yoga-11601981114185.html.

[2]　“BRICS Health Ministers’ Meeting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on Wednesday AIIA to 
present Success of Indian System of Medicine in mitigation of COVID-19,”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India), July 27, 2021,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IframePage.aspx?PRID=1739628.

[3]　Sohini Ghosh, “Must Ensure Traditional Indian Medicine Meets Global Standards: PM 
Modi,” The Indian Express, April 20,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must-ensure-
traditional-indian-medicine-meets-global-standards-modi-7877292/.

[4]　“Supply of Indian Manufactured Vaccines to Neighbouring and Key Partner Countrie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anuary 19, 2021,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
htm?dtl/33399/Supply+of+Indian+manufactured+vaccines+to+neighbouring+and+key+partner+coun
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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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计划（COVAX）及商业协议向 93个国家提供了约 6600万剂疫苗。[1] 不幸的

是，从 2021 年 4月开始，印度深陷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第二波疫情泥潭，

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率一度居高不下。大量向外输出疫苗和井喷的第二波疫

情使印度出现了严重的疫苗短缺问题，疫苗外交被迫中断。但印度在国内疫

情趋缓之后很快复苏了疫苗外交。2021 年 11 月，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南非出

现并向全球蔓延之际，印度外交部又顺势宣布“随时准备支持受影响的非洲

国家应对奥密克戎变体，包括提供印度制造的疫苗”。[2]

最后，积极推广数字卫生公共产品。进入 21 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在印

度卫生外交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印度在非洲进行的“泛

非电子网络计划”。莫迪执政之后，向印度外交团队提出了“保持数字外交

领先优势”的新要求。2019 年 2 月，印度政府在第 71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提

出了一项关于全球数字健康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3] 疫情期间，除了传统

的药品和疫苗援助外，印度还发挥网络和技术优势创设了新冠医疗信息项目。

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众多难以有效追踪的现实情况，印度选择了能够

更加精准高效溯源的数字化接触者追踪方式。印度医疗部门开发用于跟踪病

毒传播的 Aarogya Setu 软件和用于促进疫苗接种的 CoWIN软件，进而初步实

现了远程病情咨询和卫生健康管理。2021 年 7 月的 CoWIN 全球会议上，印

度总理莫迪表示将把这款应用程序作为“数字卫生公共产品”提供给世界。[4]

国家卫生局首席执行官夏尔马（Ram Sharma）称“加拿大、墨西哥、尼日利亚、

巴拿马和乌干达等约 50个国家，对采用 CoWIN来开展疫苗接种活动表示了兴

[1]　数据来源：印度外交部新冠疫苗捐赠与商业供应专项网站，https://www.mea.gov.in/
vaccine-supply.htm。

[2]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Announces Vaccine Support to Africa to Fight Omicron,” 
The Economics Times, November 29, 20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dia/india-
announces-vaccine-support-to-africa-to-fight-omicron/articleshow/87989068.cms.

[3]　“India Hosts Global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n Digital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ruary 25, 2019, https://www.who.int/southeastasia/news/detail/25-02-2019-india-
hosts-global-intergovernmental-meeting-on-digital-health.

[4]　“Prime Minister Addresses CoWIN Global Conclave 202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uly 5, 2021, https://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3980/Prime_Minister_addresses_
CoWIN_Global_Conclave_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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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1]2021 年 9 月，轮值主席国印度更是主办了首届金砖国家数字健康高

级别会议，会上印方代表提出了要制定数字健康战略以及加强数字健康领域

最佳实践与知识分享等一系列举措。

印度的卫生外交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对外援助，并在公共卫生

安全和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性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与以往相比，印

度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开展的卫生外交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新特点。

第一，卫生议题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冷战结束前，国际社

会重点关注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等问题，卫生安全尚未引起广泛重视。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缓和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卫生问题一跃成为炙手

可热的外交议程。[2] 然而，印度独立后长期受困于边境冲突、宗教矛盾与国

内政治斗争，国家建设和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整体经济实力处于较低水平。

囿于本国实力，卫生议题在整个外交事务序列中居于政治、安全、经济和文

化议题之后，印度早期卫生外交多裹挟在经济与文化援助项目中，且主要是

向不丹、尼泊尔等周边国家提供以基本物资和技术合作为主的卫生援助。如

尼赫鲁政府于 1951 年发起的“印度—尼泊尔经济合作计划”，就囊括了两国

的卫生合作计划。[3] 其结果是，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卫生外交方面缺

乏足够的实力和保障，其成效也比较有限。

真正使印度卫生外交享受“高光时刻”的契机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的侵袭。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话语权来源于医疗专业知识、技术水

平以及对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4]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

对疾病原理了解得越清楚，疫苗供应能力越强，就越能成为国际舞台上开展

[1]　“Over 50 Countries Show Interest in CoWIN, India Ready to Share Open Source Software 
Free: R S Sharma,” The Economic Times, June 30, 20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
news/india/over-50-countries-interested-in-cowin-india-ready-to-share-open-source-software-free-r-s-
sharma/articleshow/83920133.cms.

[2]　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第 10页。

[3]　“India-Nep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Embassy of India in Nepal, March 22, 2022, 
https://www.indembkathmandu.gov.in/page/about-development-partnership/.

[4]　勒夫贝尔：《创新卫生伙伴关系：多元化外交》，郭岩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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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往的抓手。疫情暴发后，印度诸多精英人士纷纷撰文宣传卫生外交作

为国家“软实力”和新兴外交工具的属性，强化国内对卫生外交价值的认知；

印度政府也以其发达的医疗产业为支撑，从政策层面提升卫生外交的优先等

级。印度政府首次推出了以疫苗外交为中心的特色卫生项目，明确将卫生外

交从对外援助或技术培训项目中剥离出来，力图借此扩大印度的地区和国际

影响力。印度前驻缅甸大使巴蒂亚（Rajiv Bhatia）曾直言道“你们看到的

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经过校准的卫生外交行动”。[1] 很大程度上而言，正是

基于对卫生外交在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中极具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印度政

府才能在本国遭受多次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行“疫苗外交”。

第二，从“受援者”转变为“施惠者”。印度是世界第二的人口大国，

城市贫民窟众多且人口密度极高，极易成为麻风病、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

等各类传染性疾病等肆虐的温床，加上缺乏清洁饮水、卫生环境恶劣、居民

卫生知识缺乏、营养不良以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差等问题，印度民众饱受传

染病的折磨。由于自身经济、社会和卫生发展水平低下，印度在独立后相当

长时间内都对外部卫生援助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卫生援助有较大

的需求。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告，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已向印度提供了超

过 14亿美元的卫生援助，涵盖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防治脊髓灰质炎以

及艾滋病毒和肺结核等重大健康议题。[2]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自 1958

年以来连续对印度提供卫生援助和贷款，并相继设立了“泰米尔纳德邦城市

卫生保健项目”“拉贾斯坦邦幼儿综合营养改善项目”“污水处理与下水道

基建项目”等多个援助计划。[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印援助中，

卫生援助年年在榜。即便在应对甲型 H1N1流感、脊髓灰质炎疫情、埃博拉疫

[1]　“Vaccine Diplomacy: How India is Gaining Edge over China with Supplies to Neighbours,” 
The Times of India, January 22, 2021,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vaccine-diplomacy-
how-india-is-gaining-edge-over-china-with-supplies-to-neighbours/articleshow/80390314.cms.

[2]　“US-India Partnerships for Health,”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y 24, 2022, https://www.usaid.gov/india/health.

[3]　“Country Assistance Evaluation of Ind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2018, https://www.mofa.go.jp/policy/oda/evaluation/FY2017/pdfs/ind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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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寨卡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印度也处于受援地位。印度媒体曾直

言不讳地报道称，“多年来，世界都将印度视为全球卫生福利的净接受者，

而绝非提供者”。[1]

疫情发生以来，印度开展的卫生外交一举扭转了这种局面，从主要的受

援国转变为主要的施援国。凭借强大的疫苗产量和药品出口优势，印度积极

主动地对外提供医疗类公共卫生产品。疫苗外交实行至今，印度政府对外捐

赠疫苗约 1485万支、提供给 COVAX约 5044万支，商业供应约高达1.89亿支。[2]

印度向卫生施援国的转变有利于其打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也进一步激

发其追求领导型大国的抱负。

第三，卫生外交的实施范围实现了有效扩展。传统上，印度的卫生外交

在对外援助层面以南亚地区为主，重视“南南合作”。这也是印度最能显示

其力量并产生实际效果的地区。1964 年印度外交部专门设立技术和经济合作

项目（ITEC），以此作为向南亚周边国家提供卫生援助的重要平台。[3] 印度

先后在阿富汗和马尔代夫分别援建了英迪拉·甘地医院 [4]，又在尼泊尔境内

协助修建了首家现代化医院（比尔医院）以及东部地区最大的 B.P.柯伊拉腊

健康科技医学院，并对医学院提供了教员与设备支持等。[5]21 世纪以来，印

度加快了对非洲国家的卫生合作步伐，其深度和广度都居于世界前列。尼日

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都将印度作为药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之

一。随着“印度崛起”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流行概念，印度的对外行为也逐

[1]　Hindol Sengupta, “The Importance of India’s Health Diplomacy,” Fortune India, 
January 24, 2021, https://www.fortuneindia.com/polemicist/the-importance-of-indias-health-
diplomacy/105072.

[2]　数据来源：印度外交部新冠疫苗捐赠与商业供应专项网站，https://www.mea.gov.in/
vaccine-supply.htm。

[3]　Yanzhong Huang, “Enter 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a’s and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3, p.8, http://www.jstor.com/stable/
resrep24169.

[4]　其中援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为英迪拉·甘地儿童医院，援建在马尔代夫首都马

累的为英迪拉·甘地纪念医院。

[5]　Hemlata Tai and Salil Subedi, “Sickness and Health in Kathmandu,” Nepal Times, March 
2, 2001, http://archive.nepalitimes.com/news.php?id=8437#.YdrZ82hBw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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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生变化，对传统上不属于印度外交活跃地带的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

洲的注意力迅速增加。[1] 这种对外行为的变化也同样投射到了印度政府的卫

生外交上，即印度的卫生外交逐渐呈现以南亚为核心，向东南亚、非洲地区

辐射之势，全球性色彩日益显著。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举办了首届印度—

非洲健康科学峰会，并在会上讨论了与非洲国家在卫生和生物医学领域研究、

医学卫生专业人员教育、医学人力资源培养以及非洲医药制造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2]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与“印太战略”不断推进的叠加，极大地拓展

了印度卫生外交的广度，有效提升了印度开展卫生外交合作的层级。2021 年

3 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领导人首次视频峰会，决定建立“四方疫苗合作伙

伴”（QUAD Vaccine Partnership），承诺 2022 年底前生产 10 亿剂疫苗。

四方就疫苗合作出台了分工协作方案，印度负责疫苗生产，美日澳三国则负

责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迄今为止，四国已向 COVAX预先市场承诺机制（AMC）

捐赠约 52亿美元，还交付了超过 6.7亿剂药物，其中印太地区国家分得 2.65

亿剂。[3]2022年5月24日，QUAD领导人东京峰会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又强调，“支

持美国强生公司在四方疫苗合作伙伴关系下与印度药企 Biological-E 开展疫

苗生产合作，并将统筹协调一致的全球卫生行动，包括《COVID-19 增强参与

优先全球行动计划》以及 COVAX 疫苗交付合作伙伴关系”。[4]QUAD 框架下的

疫苗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印度卫生外交的范围和影响向部分发达国家延展。

第四，强化国际宣传。20 世纪 90 年代前，印度卫生外交笼统地归类在

对外援助之下，进行较小规模的医疗设备和基础建设援助。随着国力的增长

[1]　叶海林：《印度南亚政策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6年第 2期，第 10页。

[2]　“India-Africa Health Sciences Meet (September 01-03, 2016),”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August 30, 2016,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7346/IndiaAfrica+
Health+Sciences+Meet+September+0103+2016.

[3]　“Quad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4, 2022,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quad-joint-leaders-statement/.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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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大国地位的执着追求，莫迪政府推行卫生外交的内容朝着多元化和综

合化发展的同时，也尤为注重其在国际舞台的宣传。一方面，总理莫迪、外

长苏杰生等政府高层多次在国际舞台强调印度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疫

苗合作方面的突出贡献，宣传本国的卫生外交。莫迪政府借此契机，大力为

南亚邻国提供资金和药品援助，有意识地积极进行对外宣传，塑造领导全球

抗疫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大会上，莫迪宣布“作

为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印度将充分运用本国的疫苗生产和运输能力，

帮助全人类战胜疫情危机”。[1] 苏杰生外长在 2021年瑞辛纳对话上强调，印

度在为全世界尤其是南亚地区疫苗接种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其大国风范的体

现。[2] 此外，印度外交部设立专门的网站统计疫苗外交的数量与规模，苏杰

生也多次亲自参与疫苗的运送仪式。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尤为注重在 G20、

金砖、世卫等多边平台中引领卫生健康议题，强调自身优势。莫迪在 G20 峰

会上表示，印度准备在 2022 年底前生产 50 亿剂新冠疫苗。[3]2022 年 3 月，

卫生部长曼达维雅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线上启动仪式暨疫苗合作研讨会

上高姿态表示，“印度政府将帮助汇集金砖国家在疫苗研发方面的互补优势，

提高其传染病防控能力，同时为其他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及时帮助”。[4]

印度政府高调的国际宣传既是其从受援者转变为施惠者后地位和心境发生变

化的自然结果，也反映其竭力凸显自身重要地位、塑造领导型大国形象的战

略意图。

[1]　《印度总理莫迪：印度须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官方网站，2020 年 9

月 26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7792。
[2]　“Raisina Dialogue 2021: S Jaishankar Stresses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Economic Times, April 13, 20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
raisina-dialogue-2021-s-jaishankar-stresses-on-south-south-cooperation-humanitarian-assistance/
articleshow/82049209.cms?from=mdr.

[3]　“WHO must Approve India’s Vaccines ‘At the Earliest’: Modi at G20 Meeting,” Business 
Standard, October 31, 2021,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current-affairs/who-must-
approve-india-s-vaccines-at-the-earliest-modi-at-g20-meeting-121103100081_1.html.

[4]　Bindu Shajan Perappadan, “BRICS Grouping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Vaccine 
Endeavours: Health Minister,” The Hindu, March 22, 2022, https://www.thehindu.com/news/
national/brics-grouping-should-work-together-to-support-vaccine-endeavours-health-minister/
article65249357.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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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卫生外交的局限

医疗大国通常会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发来考虑是否参加国际合作或

者援助他国。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印度作为“世界药房”和“崛起中的地

区大国”，倾向于从加强国际话语权、跻身大国行列的角度开展卫生外交。

国际著名卫生专家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认为，公共卫生是当前

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卫生安全作为外交工具将使得主权国家拥有战略与

道德上的双重制高点。[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莫迪政府以全球卫生安全

与治理的共同理念和关切为契机，积极推行以疫苗为核心的卫生外交，在较

短时期内有效提升了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可以说，印度卫生外交不仅在政

策出台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和敏锐度，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除

了上文提到的卫生外交的优先级得到提升外，这种突破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卫生外交内容多元化。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从出口和捐赠疫苗、

药品，到大力宣传推广传统医学，再到 CoWIN 等应用小程序的开发推广，印

度的卫生外交内容丰富多元，改变以往作为“点缀”或“配角”的边缘地位。

其次，外交部与卫生部进行了有效联动。外交部长苏杰生牵头开展对外卫生

合作宣传，卫生部长曼达维雅则负责协调国内医药企业，推动卫生外交的顺

利开展。[2]不仅如此，莫迪在 2021年 10月出席 G20领导人峰会时也特别强调，

印度在全球抗疫斗争中承担了关键角色，并承诺将继续生产约 50亿剂疫苗以

供翌年各国抗疫储备。再次，印度政府在推动南亚地区合作抗疫的同时，还

将疫苗输送的触角深入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加拿大

总理特鲁多在接收到第一批印度疫苗后宣称“加拿大的抗疫行动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印度强大的医药产业，以及莫迪总理在推行卫生外交方面的全球领

[1]　Richard Horton, Health Wars: On the Global Front Lines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3, p.265.

[2]　“Modi Govt Working on Policy to Boost Research in Pharmaceutical Sector, Says 
Mandaviya,” The Print, December 18, 2021, https://theprint.in/health/modi-govt-working-on-policy-
to-boost-research-in-pharmaceutical-sector-says-mandaviya/78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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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1] 可以说，这些实践不仅使印度的卫生外交突破了周边、超越了“南

南合作”，且在面对发达国家时实现了由受援国到施援国的转变。而印度在

QUAD 框架下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疫苗合作，又为其与美日澳这样的发达国家

开展相对平等的卫生外交合作提供了平台和契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印度的卫生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

全球卫生治理结构和自身综合实力等因素，印度试图以卫生外交为抓手打造

全球领导型大国的美梦尚难成真。作为疫情以来印度卫生外交旗舰项目的疫

苗外交政策的反复，不仅黯淡了疫苗外交一度带给印度的“高光”，也充分

暴露了号称“世界药房”的印度医疗产业的脆弱及其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

力限度。事实上，印度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迄今为止，印度国

内确诊病例超过 4300万，仅次于美国。[2] 莫迪政府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

安全之上，一味推行“疫苗外交”，反使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饱

受威胁。西孟加拉邦劳工和法律内阁部长莫利·加塔克（Moloy Ghatak）公

开指责莫迪低估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大量民众因政府的错误政策而丧命。[3]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乔西（Manoj Joshi）尖锐地指出，“剥夺

自己人民接种疫苗的机会而进行对外援助是有勇无谋……让印度人民延迟接

种，这种意味着更多疾病与死亡的疫苗外交不值得被赞美。”[4] 此外，印度

迫于国内疫情形势仓促撤回“向友好国家出口疫苗”的承诺也使其友邻政策

成效大打折扣。受印度政策的影响，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不得不中止疫苗

[1]　“Thank You India, PM Modi: Canadians Put up Billboards after Receiving COVID-19 
Vaccines,” Business Today, March 11, 2021, https://www.businesstoday.in/latest/economy-
politics/story/thank-you-india-pm-modi-canadians-put-up-billboards-after-receiving-covid-19-
vaccines-290542-2021-03-11.

[2]　“For Information on COVID-19 Vaccin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India), 
June 1, 2022, https://www.mohfw.gov.in/covid_vaccination/vaccination/index.html.

[3]　“Anger Grows as India Orders Twitter to Remove Posts Critical of Modi Government’s 
Covid Response,” NBC News, April 26,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anger-twitter-
withholds-posts-critical-indian-government-s-covid-response-n1265335.

[4]　Manoj Joshi, “India’s Gains from ‘Vaccine Diplomacy’ – If Any – Will be Small, 
Transient and Pyrrhic,” The Wire, January 24, 2021, https://thewire.in/diplomacy/india-vaccine-
exports-diplomacy-brazi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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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进程或紧急转向从中国和俄罗斯获取疫苗，这不能不使其周边邻国乃至

国际社会对印度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一个更具体的例证是，早

在 2021年 9月莫迪在 QUAD 领导人峰会上就做出了向印太国家捐赠 50万剂新

冠疫苗的承诺，但迟至七个月后印方才在疫苗合作倡议下交付了第一批赠与

柬埔寨的疫苗。[1] 因此，尽管莫迪政府重启疫苗外交，但这无法消除此前印

度在输出疫苗中的反复给其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留下的不良印象，即无论是

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印度的实力和能力与其大国雄心和抱负之间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全球卫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紧迫关切的当下，印度本欲将卫生外

交作为实现其领导型大国抱负、树立大国形象、增强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支柱，

但现实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印度卫生外交所取得的成效终究有限。究其

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全球卫生治理结构决定了印度难以成为“卫生治理领跑者”。卫

生已经成为 21 世纪人类显著的政治议题，它在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外交大局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2] 财力雄厚且拥有先进医疗技术水平、医药物资储

备充足、组织机构健全完备的发达国家往往在全球卫生治理实践中居于主导

地位，在国际卫生合作的规则制定中掌握相应的话语权。与发达国家在全球

卫生治理结构中的显著优势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受制于技术水平、

综合实力等因素，往往更多地处于“参与者”“配合者”甚至某种范围内的“受

援者”的地位，其在 QUAD 内与美日澳三国就疫苗生产进行的分工合作，看似

平等，实则离不开美日澳的技术和资金等支持。也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印度的卫生外交看似声势浩大，但成效有限，难以避免“雷声大、雨点小”

的尴尬局面。

[1]　“Quad Vaccine Initiative Starts as India Delivers 3.25 Lakh Covishield Doses to Cambodia,” 
Indian Express, April 13,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quad-vaccine-initiative-starts-
as-india-delivers-3-25-lakh-covishield-doses-to-cambodia-7867118/.

[2]　David. P. Fidler, “Health a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Principle and Power,” Whitehead J 
Diplomacy Int-Relat, Vol.6, No.2, 2005,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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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印度自身资源和能力还未达到“卫生援助净提供者”的水平。卫

生政策和卫生援助的实施需要卫生能力和经济实力来支撑。[1] 据统计，近十

年来印度医疗卫生支出平均仅为其 GDP 的 2%左右 [2]，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

公共卫生支出占比。因此，在面对第二波疫情时，印度国内迅速陷入了患者

数量急剧增长，多地重症病床、氧气和药品等医疗资源告急的窘境。印度政

府甚至不得不暂时放弃其坚持了 16年的“不接受外国援助”政策，先后接收

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近四十个国家的疫苗、药品和氧气设备的输送。此

外，印度没有形成卫生外交或卫生合作事务的专门性机构，其相关事务仍主

要由外交部负责。专门性卫生外交部门的缺乏使得印度政府难以为其卫生外

交制定明确的目标和科学的规划，其卫生合作项目也大多杂糅在双边活动中，

从整体上降低了印度有效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其三，地缘政治思维限制卫生外交的纵深度和有效性。国际合作抗疫原

本是全球卫生治理的应有之义，印度却将疫情之下的卫生外交视作地缘政治

竞争的手段之一。受对华竞争的心理驱动，印度不仅对与中国合作抗疫态度

消极，还借牵头南亚合作抗疫之际打了一套“反华排华”的组合拳。一方面，

印度紧跟西方国家步伐，积极附和美西方政客们所谓的“中国隐瞒论”“中

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民主抗疫论”等种种谬论，大肆抹黑打压中国，

力图削弱中国影响力。另一方面，印度在 QUAD 框架下与美日澳等国的疫苗研

发合作，有着不言自明的排挤和孤立中国的政治意图。印度此举暗含着以疫

苗合作为试点，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构建排除中国的所谓“弹性供应链”

的用心，其损人利己的投机行径暴露无遗。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莫迪政府始

终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对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南亚

国家的抗疫援助，在应对疫情这一全人类共同威胁中，不仅不愿与最早抗击

疫情且积累了有效经验的中国开展合作，反而以邻为壑不惜开展抗疫竞争，

[1]　徐文姣：《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等国家：加拿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2 页。

[2]　SandipDatta,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Public Healthcare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Indian Stat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244, No.1, 2020,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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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区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有效抗疫都造成了消极影响。

四、结 语

卫生与外交的融合及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全球化和公共卫生安全成为

全球性议题的必然产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持续蔓延有力推动了卫生

外交从边缘走向前台，凸显了卫生和医药在改善国家间关系、提升国家形象

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外交的内涵。与中国

相比，印度受到疫情的冲击相对较晚，这为印度争取到了观察疫情形势并从

容思考疫情下如何有效开展外交活动的“窗口期”。作为极具大国抱负、崛

起势头可观的新兴经济体和医药产业发达的“世界药房”，印度充分认识到

了卫生问题的政治性，看到了卫生外交在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的重要价

值，并就此迅速作出了积极反应，在卫生外交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突破。印度

的实践及其成效反证了卫生问题绝不仅仅是一国的内部问题，也绝不仅仅是

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能够与国家对外政策、经济和贸易等密切关联的全球

性问题。因此，深刻认识卫生问题的政治属性及其服务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

工具属性，将卫生外交置于外交事务的优先级，是印度卫生外交实践的最大

启迪。然而，认识卫生问题的政治属性绝不意味着认同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在全球卫生安全与卫生治理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紧迫关切的当下，以“服务于

本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为指针的偏狭卫生外交不可能为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和卫生治理带来可持续的积极效果。公共卫生问题具有全球性，积

极的卫生外交也应当具有公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凝聚合力，有助

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

【完稿日期：2022-9-13】

【责任编辑：宁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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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与

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完善

    何  丹

〔提   要〕国际卫生法中的软法与硬法规范作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

的基本规范，为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会员国规定了合作的法律义务，但由

于具体的合作义务规定模糊等不足导致其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在基本

机制方面，全球卫生治理逐渐形成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多层次国际合作

机制来维护人类的卫生健康，但实际上世卫组织通常无法真正承担起领

导角色，各种涉卫辅助机构之间难以实现有效互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暴露了全球卫生治理的诸多短板和不足。只有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为理念指引，通过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大国协调、支持世

卫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公共卫生能力、加强公

共卫生产品提供、改进国际卫生法等路径不断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才能为维护全人类生命健康筑起坚实防线。

〔关 键 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卫生治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者简介〕何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2）5 期 0118-21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全球抗击疫情

过程中出现的合作困境反映了全球化以来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增长、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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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治理迄今都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与可持续进展的尴尬境地。[1] 这凸显了

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建设的紧迫性。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在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提出的重大倡议，契合了各国通过合作应对公共卫

生危机的现实需要，旨在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维护人类的

基本价值——生命健康。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在全球卫生治理层面的具体体现，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进一

步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一、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及其不足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赖使得人类面临更多共同的公共卫生威

胁，但也给各国合力应对威胁带来契机，全球卫生治理的必要性凸显。全球

卫生治理主要通过一定的基本规范与机制，促进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非国

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来解决全球卫生健康问题，维护人类共同的

卫生健康。

（一）全球卫生治理的基本规范及其不足

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手段，其最佳路径是法治化。[2] 国际

卫生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基本规范，在狭义上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世

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等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规范，

二是与之相关的软法规范。

1. 条约规范

1946 年 7 月，参加国际卫生会议的 61 个国家代表签署了被称为“世

界卫生大宪章”的《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组织法》）。《组织法》序言指出：“各

民族之健康为获致和平与安全之基本，须赖个人间与国家间之通力合作。任

[1]　秦亚青：《合作：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铁律》，《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

第 30页。

[2]　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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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家促进及保护健康之成就，全人类实利赖之。”[1] 这不仅强调了卫生健

康的重要性，还确定了以《组织法》为章程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

卫组织”）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履行职能。《组织法》也为会员国规定了缴纳

会费和常规性通报等合作义务，后者主要包括常年通报义务、实施通报义务、

颁布法律的通报义务、汇编报告义务、额外通报义务。[2]

在世卫组织主持下，2005 年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修订并通过了《国

际卫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世卫组织与会员国之间的具体

合作方式，旨在“针对公共卫生风险、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

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

应对措施。”[3] 根据《条例》，会员国承担的主要法律义务是通报义务，其

不仅有义务向世卫组织通报特定名称的疾病，且有义务通报“对人类构成或

可能构成严重危害的任何疾病或病症，无论其病因或来源如何”，《条例》

将这些疾病或病症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以下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

[1]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46 年 7 月 22 日缔结，1948 年 4 月 7 日生效，序言。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会员国应就是否接受该协定或公约，将其所采取步

骤通知秘书长（第二十条）、缴纳会费（第五十六条）、就改进人民健康办法等向世卫组织

常年报告（第六十一条）、就该国依世卫组织相关规定所采办法逐年报告（第六十二条）、

就该国颁布有关卫生的法令规章等立即通知世卫组织（第六十三条）、汇编各种统计与流行

病报告书（第六十四条）。

[3]　《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2005年 5月 23日通过，

2007 年 6 月 15 日生效，第二条。《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的前身为 1951 年第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其英文名称于 1969 年改为现名。

[4]　梅里·卡巴莱诺－安东尼编著：《非传统安全研究导论》，余潇枫、高英等译，浙

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0 页；何田田：《< 国际卫生条例 > 下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规范分析、实施困境与治理路径》，《国际法研究》2020 年第 4期，第 39页。

关于通报义务具体而言，根据《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第六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二款，世卫组织会员国应当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在评估公共

卫生信息后 24 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在本国领土内发生、并按决策文件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所有事件，以及为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并于通报后

继续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关于所通报事件的确切和充分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如接

收到其他渠道报告后就相关信息与当事国政府核实与评估，当事国有义务在 24 小时内进行初

步核实与答复、提供现有公共卫生信息和有关科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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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除了履行通报等义务从而尽最大可能对世卫组织协调应对活动提供支

持外，也有相互合作的法律义务，如在对《条例》所涉的事件进行检测和评

估并采取应对措施方面相互合作，提供技术合作和后勤支持或给予方便，特

别在发展、加强和维持本条例所要求的公共卫生能力方面相互合作等。[1]

2. 软法规范

国际卫生健康问题的快速反应性使得条约规范难以在卫生健康技术层面

保持更新，需要通过较为灵活的软法作为补充。大量软法规范也成为国际卫

生法律体系主要特征之一。[2] 这些软法作为硬法的补充，通常能够更容易、

更快形成，也能够通过灵活方式动员国家的同意和承诺，在那些高度技术化

的领域甚至可形成硬法的基础。[3]

卫生法中的软法主要包括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制定的决议、建议等。自成

立以来，世卫组织根据《组织法》第二十三条的建议权颁布了大量包括控制

传染病、医药、制定环境卫生标准等方面的决议、建议等，形成了一个庞大

的软法体系。例如，世卫组织试图促使国家基于理性的流行病学原则作出决

策，制定了大量促进国际合作的软法决议来应对和根除雅司病、天花、疟疾、

艾滋病等疾病。[4] 新冠疫情暴发后，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2020年 5月

[1]　《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第十三条第五款，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

[2]　国际法中的软法通常是指任何条约以外的包括预期行为的原则、规范、标准或其他

陈述的国际文件，尚无普遍接受的定义（See Malcolm D.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66）。软法虽然不同于条约，但其内容偏硬又不仅仅是宣言

（See Christine Chinkin, “Norm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Dinah Shelton, 
ed.,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the Role of Non-binding Norm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3, p.239）。软法也是试图达成合作共识以实现某

种目标的过程（See Pierre-Marie Dupuy, “Soft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Environment,”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1, 1991, pp.420-435）。

[3]　Lawrence O. Gostin and Allyn L. Taylor, “Global Health Law: A Definition and Grand 
Challenges,” Public Health Ethics, Vol.1, No.4, 2008, p.66; Sharifah Sekalala and Haleema Masud, 
“Soft Law Possibilities in Global Health Law,”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Vol.49, No.1, 
2021, pp.152-153.

[4]　David P. Fidle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ntrol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Bulletin de l’Institut Pasteur, Vol.95, 1997, p.63; Sharifah Sekalala, Soft Law and Global 
Health Probl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58,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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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通过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决议，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2021

年 5月 31 日通过关于“加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的决议，均

强调加强多边合作，充分发挥世卫组织的关键领导作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

威胁。

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作为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主要政治性议事平台，非

常重视全球卫生危机给国际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也通过了大量与卫生健康

相关的决议。例如，非洲“埃博拉事件”发生后，安理会于 2014 年 4 月通过

决议及时指出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埃博拉病毒“威胁国际和平与

稳定”，对帮助非洲国家有效应对埃博拉疫情起到关键作用。新冠疫情暴发

后，联合国大会于2020年 4月 2日通过关于“全球团结抗击2019冠状病毒”

的第 74/270 号决议，于 2020 年 4月 20 日通过关于“开展国际合作，确保全

球获得应对新冠疫情的药品、疫苗及医疗设备”的第 74/274号决议，强调“必

须在团结一致、重振多边合作的基础上”提出一项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对策，

为全球团结抗疫提供了政治动力。

无论是条约规范，还是国际卫生法中的大量软法，均表明要推进全球卫

生治理，包括世卫组织与国家在内的各种行为体必须进行合作。

3. 基本规范主要不足

就条约规范而言，其主要不足首先体现在《组织法》中的实质性内容较少，

《条例》的具体规定多为倡议性，赋予会员国的自由裁量权过大。[1]例如，《条

例》中关于合作与援助的国际义务规定较为笼统模糊，如遇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会员国可以利用其自由裁量权选择性履行国际合作义务，这很可能导致会员

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人类共同的卫生健康利益之上。其次，《条例》缺乏对

国家违反义务行为的制裁手段。[2] 世卫组织审查委员会、高级别独立专家小

组曾就《条例》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指出《条例》面临的最大挑战和结构性

[1]　马忠法：《论全球大流行下国际卫生法治的完善》，《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6期，

第 112-113 页。

[2]　马忠法：《论全球大流行下国际卫生法治的完善》，第 114 页；王勇：《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 5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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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在于实施困难、缺乏可执行的制裁。[1]再次，《条约》还缺乏促进疫苗研发、

生产和分配国际合作的相关规定。有效的疫苗对预防和控制传染病至关重要，

尤其是要应对新的未知疾病，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取得疫苗研发科学突破，进

行临床试验、全球生产分配，才能实现疫苗的公平可及。最后，《条约》也

未包含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具体标准和策略，没有为世卫组织帮助缔约国分

配任何资金，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资金上都无法为那些能力薄弱的国家提供足

够的支持。以上不足使得条约规范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

就软法规范而言，虽然软法便于形成和修改，易于与科学认识保持同步，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立法和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但是软法仅仅靠会员国

自愿遵守，在全球卫生治理实践中并未比有约束力的硬法发挥更加有效的作

用，已成为掣肘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之一。[2] 人们通常并不倾向于将那些依

赖于软法规范的国际组织，如世卫组织，视为权威的国际行为体。[3]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基本机制及其不足

在实践中，全球卫生治理逐渐形成以世卫组织为核心、其他涉卫生事务

机构为辅助的多层次国际合作机制。涉卫辅助机构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投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国家行

为体。

[1]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Report of the 
Review Committee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in Relation 
to Pandemic (H1N1) 2009: Report by the Director-Genera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May 5 2011,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50/A64_10-en.
pdf?sequence=1&isAllowed=y;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Report of the Review Committee on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in 
the Ebola Outbreak and Response: Report by the Director-Genera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May 13 2016,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2676/A69_21-en.
pdf?sequence=1&isAllowed=y.

[2]　David. P. Fidle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ntrol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p.63; 王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第 19页。

[3]　Lawrence O. Gostin and Devi Sridhar, “Global Health and the Law,”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379, No.5, 2014, pp.1732-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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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的定位主要是领导与协调国际卫生合作，其职责不仅包括控制

全球传染病、设置世界卫生议程，还享有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独特的规则制定权。

自世卫组织正式成立以来，国际卫生合作呈现出全球化和机制化的特点。

成立七十余年来，世卫组织在预防和控制天花、雅司病、疟疾、肺结核

等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国际卫生合作。[1] 世卫组织早期最主要成

就之一就是从 1967 年到 1980 年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根除了天

花。[2] 为履行控制传染病职责，世卫组织最重要的具体职权就是确认和宣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根据收到的信息，特别是从本国领土上

正发生事件的会员国收到的信息，按照《条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确认该事

件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 此外，世卫组织还承担了针对会员国提出

临时建议并发布长期建议、帮助会员国加强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

力和防范能力、与其它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积极协调等具体合作义务。[4]

在议程设置方面，世卫组织在 1977 年基于普遍初级医疗（universal 

primary care）提出“人人享有健康”（health for all）的全球卫生治理目标，

将健康作为一项发展事业，聚焦基础医疗、营养、饮水、科普等初级医疗保

健问题。该目标的初衷是为改善世界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而提出，虽然受到

发达国家的质疑，但得到中国、坦桑尼亚、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响应，

[1]　 Colin Mcinnes and Kelly Lee, Global Healt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103; 张海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改革初

探》，《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8页；张清敏：《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4期，第 47页。

[2]　Chelsea Clinton and Devi Lalita Sridhar, Governing Global Health: Who Runs the World 
and W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8;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国际公共卫

生的 50 年》，《中国健康教育》1998 年第 S1 期，第 2页。

[3]　具体而言，根据《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九条第一款、

第十条第一款，如果总干事依据《条例》规定进行的评估认为正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

应当与本国领土上发生事件的会员国就初步决定进行磋商，并征求按规定成立的“突发事件

委员会”的意见。世卫组织不仅能够通过政府通报而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能够从其他

渠道得到信息而采取行动，并要求当事国政府加以核实。

[4]　《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五条第三款、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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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将当地需要和西方传统结合，为大部分人口提供了基础但覆盖面较

广的初级医疗保健。[1]

在规则制定方面，世卫组织一直以专业医疗机构作为自身特色，除了基

于《组织法》第十九条的立法权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条通

过规章的权利通过《条例》《国际疾病分类法》外，很少利用有约束力的国

际法对全球公共卫生事项进行规制，国际卫生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数量庞大

的软法组成。

2.涉卫辅助机构

以世卫组织为核心，其他涉卫机构也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全球卫生治理。

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世界银行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资金渠道，依

托发展援助积极投身全球卫生治理，现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之

一。[2] 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银行于 2020年 3月宣布提供 120亿美元支持

会员国加强公共卫生防范体系建设，并随后将救助资金规模提高至 140 亿美

元。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等机构也为促进联合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各项行

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并未直接规制健康问题，也无法像世界银行那样为涉卫项

目提供资金支持，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政策愈发与人类卫生健康

息息相关。[3]1947 年关贸总协定和 1993 年服务贸易总协定均将保护人类生

命健康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认可了为保护公共

健康的权益可限制自由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也促成了一些涉

卫争端的妥善解决。争端解决机构对相关条款的解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定》等法律文件的形成等使得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卫生合作中不可

[1]　Jeremy Youd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62-64.

[2]　Geoffrey B. Cockerham,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Health: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8, p.44. 

[3]　Ibid., p.53.



126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5 期

或缺。[1]

同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投行等国际组织正成为推进全球卫生

治理的重要力量。例如，二十国集团成员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

经济体，它利用自身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机制优势，在议程设置、多边融资机

制建设以及影响相关多边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实现了全球卫生

治理从“西方独治””向“西方和非西方共治”的转变。[2] 新冠疫情暴发后，

二十国集团分别于 2020 年 3 月和 11 月成功召开应对新冠疫情特别峰会和利

雅得峰会，就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助力世界经济恢复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除以上正式的多边国际机制外，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公私伙伴关系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治

理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其作用主要集中在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国家间合作、

营造国际社会积极合作的舆论环境、促进全球公共卫生立法和监督等方面，

世卫组织也非常重视与其进行合作。[3] 例如，盖茨基金会自 2000年成立以来

与世卫组织合作，致力于共同抗击结核病、艾滋病等，成为最重要的疫病经

费提供者。[4]

3. 基本机制主要不足

虽然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已基本形成，但是世卫组织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通常无法真正承担起领导角色。究其原因，首先，世卫组

织长期经费不足，无法自主调配医疗资源。世卫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两方面，

即常规评定会费（根据会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计算）和会员国自愿

[1]　David P. Fidler,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Vol.9, No.3, 2003, p.286; 陈颖健：《公共卫生问

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国际问题研究》2009 年第 5期，第 54页。

[2]　晋继勇：《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卫生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57页；

晋继勇：《全球卫生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战略应对》，《国际展望》2020年第4期，

第 58 页。

[3]　张清敏：《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第 47-48 页。

[4]　王明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东北亚论坛》2021 年

第 1期，第 82页；Geoffrey B. Cockerham,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Health: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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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世卫组织常规评定会费就因为会员国执意坚持

联合国专门机构预算零增长而受到严格限制，自 1993 年以后从未增长。而会

员国自愿捐助一般是用于特定项目的“预算外资金”，基本不受世卫组织秘

书处控制。所以世卫组织通常仅能提供咨询等服务，无法提供经济援助或自

主调配医疗资源。

其次，世卫组织受到政治问题束缚，有效合作往往难以推进。就定位而

言，世卫组织相对于会员国只处于从属（subservient）地位，只有在会员国

需要帮助时才提供支持。[1] 但世卫组织机构设计本身未充分考虑到国际政治

合作对其充分发挥领导与协调作用的关键性，在现实中通常对国家主权等比

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持回避态度。实际上，世卫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就像其他国

际组织一样，深受政治化问题困扰。[2] 在全球化时代，别国面临的公共卫生

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很难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

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政治合作，很难形成合力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真正

实现人类卫生健康进步，所以世卫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政治支持。

而上述世卫组织经费对于会员国的依赖也说明政治因素无法回避。

最后，世卫组织采取局限的医疗技术路径（medical-technical 

approach），无法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复杂性。世卫组织倾向于将公共卫

生问题仅仅视为医疗技术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世卫组织由医学专业

人员主导的保守组织文化。医疗技术路径无需国际法，仅仅要求利用医疗

技术资源或在国家地方层面直接解决问题。[3] 即便是采取法律路径，世卫组

织更倾向于使用软法手段，声称建议比有约束力的规则更有利于达到卫生

[1]　Adam Kamradt-Scott, “Managing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Disease Outbreak Contro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39.

[2]　B. Verbee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gly Duckl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B. Reinalda and B. Verbeek eds., Autonomous Policy Making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7.

[3]　David P. Fidle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at Role for International 
Law?,”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31, No.11, 1998, p.1099.



128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5 期

健康目标，寄希望于国际社会遵从其专业建议。[1] 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

需求不同，在现实中使得软法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2] 世卫组织也因轻视国

际法而饱受批评。由于公共卫生问题通常受到贫困、教育、环境等诸多因素

叠加影响，医疗技术路径显然低估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复杂性，无法利用

法律等工具协调整合各方力量，以“求各民族企达卫生之最高可能水准”

（the attainment by all peoples of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health）。

同时，涉卫机构的激增并不能有效促进全球卫生治理，反而使这一领域

出现混乱。[3] 其他涉卫辅助机构与世卫组织在功能上有一定重叠性，不仅造

成人员和物资的浪费，也弱化了世卫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作用，影响了全球卫

生治理效能。例如，一些行为体具有经济治理优势，使得经费不足的世卫组

织地位受到冲击，甚至从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地位跌落。[4] 有不少学者认为

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开始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全球卫

生治理中的“开源混乱”（open-source anarchy）问题，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都拒绝限制其行动自由的政府改革，各个行为体各行其是、相互之间缺乏

沟通加剧了全球卫生治理的“碎片化”问题。[5]

未来全球卫生治理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世卫组织能否通过增加经费支持、

促进国际政治合作、突破医疗技术局限等途径真正发挥好领导与协调作用，

同时也有赖于其他涉卫辅助机构的有序配合，从而实现各种涉卫机构之间的

[1]　Sharifah Sekalala, “The Soft Approach: Greater Access to ARVs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p.160; 张海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改革初探》，第 111页。

[2]　Eyal Benvenisti, “The WHO-Destined to Fail?: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4, No.10, 2020, p.589.

[3]　Lawrence O. Gostin and Allyn L. Taylor, “Global Health Law: A Definition and Grand 
Challenges,” p.60.

[4]　Chelsea Clinton and Devi Lalita Sridhar, Governing Global Health: Who Runs the World 
and Why?, p.4.

[5]　David P. Fidler, “Architecture Amidst Anarchy : Global Health’s Quest for Governanc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Vol.1, No.1, 2007, pp.1-17;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

制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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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互动。

二、应对新冠疫情暴露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

世纪罕见的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一次集中检验，再次暴露

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疫情并没有使各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共同应对病毒，反而转向了孤立主义、歧视性攻击和政治博弈等。[1] 这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部分发达国家拒绝履行国际合作义务

很多发达国家利用《条例》对国际合作具体义务规定较为模糊、赋予会

员国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缺陷，近年来并未严格履行缔约国进行相互合作以发

展、加强和维持公共卫生能力的义务。全球公共卫生筹资报告显示，在过去

的五年里，全球用于公共卫生援助方面资金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3%，很多

传统发达援助体都减少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规模，尤其是用于公共卫生

能力建设的援助严重不足。[2] 虽然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对提高落后国家整体卫

生水平效果显著，但它相比针对特定疾病的援助来说，见效周期长且成效较

难衡量，非国家行为体一般不愿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国家行为体的支持也出

现下滑。国家之间在建设公共卫生能力中的不团结直接导致一些国家应对疫

情的不力。

美国等部分国家甚至采取民族主义政策，在全球团结抗疫关键时刻阻碍

国际合作，破坏全球卫生治理。[3] 特朗普政府指责世卫组织对疫情负有责任，

[1]　魏庆坡：《<国际卫生条例>遵守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改革路径》，《环球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6期，第 181 页。

[2]　Jeremy Youd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00-101;唐丽霞：

《新冠肺炎疫情将重塑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光明思想理论网，2020 年 3 月 23 日，https://
theory.gmw.cn/2020-03/23/content_33675308.htm。

[3]　Lawrence O. Gostin, Suerie Moon and Benjamin Mason Meier, “Reimagin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COVID-19,”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110, No.11, 
2020,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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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挑战世卫组织权威，于 2020年 4月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自愿捐助部分

费用，并于同年 7月宣布美国将退出世卫组织。特朗普政府还出于政治目的，

以“中国隐瞒疫情”等为由，“甩锅”诿过于中国，推脱其国内防控疫情不

力的责任。在世卫组织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溯源研

究报告得出“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了新冠疫情病毒溯源问题解密版报告，大搞针对武汉实验

室的有罪推定式调查，把政治操弄凌驾于科学研究之上。美国违背国际合作

义务、逃避全球卫生治理责任的做法使其国际声誉大打折扣，让世卫组织工

作陷入瘫痪，严重阻碍国际抗疫合作进程。

（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机制有效性不足

虽然世卫组织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出台新冠疫情战略防范和应对计划、

启动疫情合作伙伴平台、建立国际专家网络、开设应对疫情课程等，在全球

抗疫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 但是新冠疫情在短时间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

说明世卫组织应对疫情机制的有效性仍存在不足。一是世卫组织缺乏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资源保障。虽然专家经常建议保障世卫组织资金以发挥其

领导与协调功能，但却很难落实。尽管新冠疫情已成为最大的全球公共卫生

事件，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资金仍然非常有限，所需资源严重不足。[2]

截至 2020 年 2 月，世卫组织仍有超过 70% 的资金缺口。为此，世卫组织启动

了“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为全球抗疫筹集资金，但是截至 2021年 9 月，世

卫组织仍未完成募捐目标。[3] 二是世卫组织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2020 年 1

月 30 日，世卫组织在宣布此次疫情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强调不建议实

施旅行和贸易限制，但是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遵守世卫组织的临时建议。该决

[1]　《世卫组织应对 COVID-19 疫情时间线》，世界卫生组织网站，2020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9-06-2020-covidtimeline。
[2]　刘铁娃：《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太

平洋学报》2021 年第 2期，第 18 页。

[3]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onors & Partn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September, 202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donors-and-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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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宣布一周之后，至少三分之二的会员国没有按规定向世卫组织通报其额外

卫生措施及依据。[1]2020 年 2 月 13 日，来自全球的 16 位卫生法学家在《柳

叶刀》（The Lancet）杂志联合撰文，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采取额外

卫生措施的国家公然违反《条例》相关规定。[2] 这表面上是由于世卫组织的

临时建议不具法律约束力，实际上却源自国家对其政治支持的下降。三是世

卫组织在现有医疗技术路径的局限下缺乏统一的公共卫生报告机制。虽然《条

例》规定国家有向世卫组织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义务，但目前尚无

统一的公共卫生报告机制。也就是说，世卫组织现有的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缺

乏一个全球性数据框架，以促进疫情期间各国高效快速共享信息。[3]

（三）全球公共卫生资源不平衡

此次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国家公共卫生能力的不

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长期处于薄弱状态。在新冠疫情暴发

前夕，世卫组织评估国家公共卫生能力的外部联合评估（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项目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卫生安全

领域投资严重不足。[4] 根据《条约》缔约国年度履约报告的自我评估，截至

2021年10月28日，非洲区域公共卫生能力平均值远未达到法定水平，仅为《条

例》所规定的 49%。[5]

在疫情期间出现严重的疫苗分配南北不均问题，这是《条例》中缺乏疫

苗研发、生产、分配的国际合作规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早在疫苗生产瓶颈期，

[1]　Lawrence O. Gostin, Mary C. DeBartolo and Eric A. Friedman,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10 Years on: the Governing Framework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 Lancet, Vol.386,  
2015, pp.2222-2223.

[2]　Roojin Habibia et al., “Do not Violate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Lancet, Vol.395, No.2, 2020, p.664.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19 Strategy Update,” 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 
Vol.95, No.5, 2020, pp.202-203.

[4]　Cyrus Shahpar, Christopher T Lee and Colby Wilkason, “Protecting the World from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s: Now or Never,”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Global Health, Vol.4, No.8, 
2019, p.1.

[5]　“IHR Capacity Progres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October 28, 2021, https://
extranet.who.int/e-spar/#capacity-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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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就通过优先购买协议抢购了大部分优质疫苗，使中低收入国家无法

获取所需疫苗。[1] 根据世卫组织 2022年 2月 3日发布的公告，非洲新冠疫苗

资金缺口估计达 12.9亿美元，非洲 12亿人口中仅有11%完全接种了疫苗。[2]

这与世卫组织规定的到2022年中实现世界人口70%接种疫苗的目标相差甚远。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 3月至 9月，

美国浪费了至少 1510 万剂新冠疫苗。[3] 英国人口约 6700 万，英国政府截至

2021 年 6 月已经预订超过 5 亿剂新冠疫苗，国内完成接种以后仍将有大量富

余疫苗。[4]“疫苗鸿沟”已成为当前战胜疫情的最大阻碍，应通过改革国际

卫生法来团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明确规定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各环节

的国际合作义务，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5]

全球卫生治理之所以面临以上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全球卫

生治理体系受国家中心主义左右，这既表现在规范上，也表现在机制上。

就基本规范而言，现行国际法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同意基础上、不同于国内

法的法律体系，主要靠国家自愿遵守，并没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超国家权威

（supranational authority）。相关卫生条约规范是由国家同意而制定的法

律规则，由于国家不愿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来限制其行动自由，故条约内

容通常只规定有限的法律义务、缺乏全面有效的监督制裁手段。虽然《条例》

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缺乏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和制裁手段的规定。除《条例》

外，世卫组织发布的大量法律文件最多只能算是软法文件，对国家并无法律

约束力。

[1]　A. Bucher, G. Papaconstantinou and J. Pisani-Ferry, “The Failur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 Forensic Analysis,” Policy Contribution, Vol.3, 2022, p.7.

[2]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非洲疫苗资金缺口达12.9亿美元》，商务部网站，2022年2月7日，

http://m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2/20220203278322.shtml。
[3]　《2021 年 10 月 25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916666.shtm。

[4]　《国际社会批美英等疫苗囤积大户缺乏实际行动》，光明网，2021 年 6 月 21 日，

https://m.gmw.cn/2021-06/21/content_1302368898.htm。

[5]　 Lawrence O. Gostin, Safura Abdool Karim and Benjamin Meier, “Facilitating Access to 
a COVID-19 Vaccine Through Global Health Law,”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Vol.48, 
No.9, 2020, pp.62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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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本机制而言，国家仍是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的最初决策者，但面对

传染病威胁，国家倾向于采取保护本国国民的防御性措施，与全球卫生治理

的初衷相背离。[1] 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意识明显下滑，国际

合作精神缺位，对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的世卫组织支持度降低。[2] 由于美国等

全球卫生传统领导国在疫情期间逐渐失去全球卫生治理主导地位，使得国际

抗疫合作异常艰难、全球卫生治理效能低下。[3]

三、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再次说明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无法有效应对人类

共同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在全球抗击疫

情过程中提出的重大倡议，契合了各国通过合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现实需

要，旨在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生

命健康。新冠疫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告诫世人，地球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

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在疫情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

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病毒，各国人民的健康和安

全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携手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唯一的正确选择。

2020 年 3 月 21 日，习近平在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强调，“中方愿同

法方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4] 这是习近平首

[1]　Eyal Benvenisti, “The WHO-Destined to Fail?: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p.589; Julio Frenk and Suerie Moon,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Global Health,”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368, No.3, 2013, p.939.

[2]　秦亚青：《合作：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铁律》，第 31页。

[3]　David P. Fidler, “To Fight a New Coronavirus: The COVID-19 Pandemic, Political Herd 
Immunity, and Global Health Jurisprudenc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 
Vol.19, No.6, 2020, p.208, p.210.

[4]　《习近平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新华网，2020 年

3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21/c_1125748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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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此后到 2022 年 8月底，习近平在国内

重要涉外场合 40 余次提及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卫生治理层面的具体体现，要以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不断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卫生治

理面临的挑战。

一是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其所倡导的国际秩序观、正确义利观等理念对全球卫生治理有指导

性意义，这就要求各国必须首先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形成全球

团结合作应对危机的集体认知。[1]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

一次次团结合作让人类合力战胜疫情。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技术与经济

相互依赖使得世界缩小、疾病跨界传播风险加剧，公共卫生能力薄弱国家对

其他国家的卫生健康造成潜在威胁，世界各国命运与共，落后国家尤需帮助。[2]

类似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发生。国

际社会必须就全球卫生治理的道德基础达成共识。[3]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

提供了这种道德基础，即强调国家间有一种在必要时基于团结提供援助的义

务，与仅仅强调抵御外部威胁解决卫生健康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各国应认识

到所有国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认识到全球而不仅仅是国家卫

生安全的重要性，从而超越狭隘的零和博弈视角，站在全人类高度、为了实

现全人类卫生健康福祉而毫无保留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应对全球公共

[1]　高立伟、何苗：《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谫论》，《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期，第 167 页。

[2]　Julio Frenk and Suerie Moon,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Global Health,” p.939; 
David P. Fidler,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Vol.2, 1996, p.78; David P. Fidl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Public 
Health,” Kansas Law Review, Vol.48, No.11, 1999, p.10; Nick Drager and Robert Beaglehole, 
“Globalization: Changing the Public Health Landscape,”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79, 2001, p.803.

[3]　Nick Drager and Laura Sunderland, “Public Health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Andrew Fenton Cooper, John J. Kirton, and Ted 
Schrecker eds., Governing Global Health: Challenge, Response, Innovation,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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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问题的责任。只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全球卫

生治理面临的资源缺乏与政治合作受阻的困境。

二是要加强大国协调，排除政治干扰。新冠疫情期间的抗疫合作受到了

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美国作为全球卫生传统领导国却采取了单边主义、民

族主义政策，严重阻碍国际合作，破坏全球卫生治理进程。流行性疾病是人

类共同的敌人，卫生事项比其他发展事项更容易凝聚全球合力。因此必须通

过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来建立“政治群体免疫”（political 

herd immunity）。[1] 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理念指引，加强大国合作，

排除政治干扰，各国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共同维护人类宝贵的生命健康基本价

值，而非出于政治经济考量转向孤立、各自为政。

三是要支持世卫组织在国际卫生合作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虽然世卫组

织应对疫情机制的有效性仍存在不足，但仍为了推进人类健康平等、“人人

享有健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旨在减少

甚至是消除不同国家在公共卫生事项上的不平等，与世卫组织目标高度契合。

强调发挥世卫组织关键领导作用，不仅有利于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

有利于各国以共商共建共享方式解决卫生健康领域的问题，还可以依托世界

卫生大会的磋商机制制定符合世界卫生状况的法律制度，以便各国切实履行

相关义务。[2] 各国应加大对世卫组织的政治支持和资源投入，避免因资源不

足导致世卫组织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陷入执行困境。要推动世卫组织完善

全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更好预防和应对今后的疫情，特别是要提高监测预

警和应急反应、重大疫情救治、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打击虚假信息、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等“五大能力”建设。世卫组织尤其应重视和维护广大发

展中国家利益，本着发展中国家优先原则为其提供更多帮助。

四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公共卫生能力。病毒的跨国传播往往是因为

发生国缺乏相应公共卫生能力，因此发生国是病毒的受害者，应当得到国际

[1]　David P. Fidler, “To Fight a New Coronavirus: The COVID-19 Pandemic, Political Herd 
Immunity, and Global Health Jurisprudence,” p.10.

[2]　王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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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帮助。[1] 建设公共卫生能力对提升国家整体卫生健康水平至关重要，是

国际抗疫的重中之重，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根本性举措。要帮助

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向非洲国家

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世卫组织还应通过多渠道谋求设立帮助发

展中国家建设公共卫生能力的合作资金，为其提供切实保障。

五是要加强公共卫生产品提供。全球卫生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为国际社会

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产品。[2] 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应为人类健康发展承担

责任，大国更应体现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的责任担当。加强公共卫生产品提供

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涵盖的具体举措，既包括要科学调配、相互援助

重要医疗物资，以解决医疗物资紧缺困难，也包括要用好疫苗这一应对传染

病的重要公共产品，积极落实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积极推进疫苗升级换

代和药物研发合作。在此次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积极为各国提供医疗

物资援助，发起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紧急人道行动。截至2022年6月，

中国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疫苗，并相继向 20 多个

国家转让技术、合作生产疫苗，在海外形成了 10 亿剂的新冠疫苗年产能。[3]

截至 2022 年 8月，中方已向非洲 27国提供 1.89 亿剂新冠疫苗，在非洲本地

化合作生产年产能达到约 4亿剂。[4]

六是要改进国际卫生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也要求国家和国际组

织遵守更加有效完善的国际卫生法规范。首先，《条例》作为以国际合作而

非追究责任为导向的技术规范，应明确加强国际合作的具体义务，夯实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法律基础。例如在《条例》修订中应细化帮助发展中

[1]　陈一峰：《健康主义抑或安全主义？反思全球卫生法的理论基础》，《国外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4期，第 86 页。

[2]　晋继勇：《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分析》，第 25页。

[3]　《中国疫苗持续助力全球抗疫合作》，人民网，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22/0610/c1002-32442707.html。

[4]　王毅：《弘扬中非友好 加强团结合作 打造中非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2 年 8 月 19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202208/t20220819_107456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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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高公共卫生能力的相关规定。其次，虽然世卫组织无法依靠实施制裁

来应对会员国的违约行为，但却可采取各种手段促进国家遵约 , 包括公开要

求国家提交不履约的理由、通过征信制度来实施惩治，缔约国之间也可通过

相互监督增加履约动力、通过“投诉”损害来进行问责。[1] 再次，应考虑增

加会员国评定会费，将会费缴纳与一定的奖惩机制挂钩，增加拖欠会费的违

规成本，并重新思考其他筹资渠道，为世卫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充足资金保障。

最后，还可增加关于生产疫苗的生物医学技术转让获取问题的规定以促进疫

苗公平可及，进一步细化《条例》附件 1 关于建设公共卫生能力的标准、评

估、资金规定等。[2] 实际上，2022 年 5 月 27 日，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通过关于《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Strengthening WHO 

Preparedness for and Response to Health Emergencies）的决定，明确

指出关于《条例》的修订是一次由会员国主导的修订过程，将成立“《国际

卫生条例（2005）》修订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WGIHR） 专门负责相关修订工

作。[3] 另外，2021 年 11 月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还决定开始起草“大流行

病公约”作为《条例》的补充。[4] 这一新的法律框架将为国家规定具有约束

力的义务，并以相应的遵约机制、会员国定期会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作

[1]　刘雁冰、马林：《<国际卫生条例 >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困境与完善》，《西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期，第 122 页。

[2]　黄瑶、徐琬晴：《从新冠肺炎疫情看 < 国际卫生条例 > 关于传染病防范阶段规则

的修订》，《法治论坛》2021 年第 3 期，第 354 页；Lawrence O. Gostin, Mary C. DeBartolo 
and Eric A. Friedman,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10 Years on: the Governing Framework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p.2224; Lawrence O. Gostin,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The Governing Framework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 Milbank Quarterly, Vol.94, No.6, 2016, 
p.299, pp.301-302.

[3]　“Strengthening WHO Preparedness for and Response to Health Emergenci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May 27, 2022,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5/A75(9)-
en.pdf.

[4]　“Special Ses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to Consider Developing a WHO 
Convention, Agreement, or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on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May 31, 2021,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4/
A74(1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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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1]《条例》修订和新公约的起草工作预计于 2024 年第七十七届世界

卫生大会前完成并由大会审议，这将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可靠的规范保障。

四、结 语

“任何国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2]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相

互依赖性使得全球卫生治理成为必需。[3] 新冠疫情放大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中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应当更加团结，才能有

效加以应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狭隘的国家中

心主义，将人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坚持国际合作原则，以技术物资保障、

公共卫生能力提升等为重要举措，充分保障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体现了发

展中国家的呼声，是预防和应对全球卫生健康问题的人间正道。只有真正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突破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资源困境、政治挑战等，

才能构建起防疫有力度、合作有温度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维护全人类

生命健康筑起坚实的防线。

                                        【完稿日期：2022-9-13】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Lawrence O. Gostin, Roojin Habibi and Benjamin Mason Meier , “Has Global Health Law 
Risen to Meet the COVID-19 Challenge? Re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to Prepare 
for Future Threats,”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Vol.48, No.6, 2020, p.380.

[2]　Henry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20, https://www.henryakissinger.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
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

[3]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分析》，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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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Way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Get Along in the New Era
WANG Yi

It is widely held that China-U.S. relations have well exceeded the bilateral scope and 

carry implications for the whole world. The global community expects China and the 

U.S. to take the lead,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as major countries, keep the bilateral ties 

stable and advance global cooperation. Since last yea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Joe Biden have had several rounds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flexible ways. Both 

Presidents agree that they should mak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ork and not mess 

it up.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on the one hand, made repeated provocations 

on issues involv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yet on 

the other, expressed a desire to keep the bilateral ties stable and prevent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This year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visit 

to China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Looking ahead to the 

next fifty years,  the right way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get on with each other is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These three principles 

are an important conclusion informed by the evolu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50-odd years. They are also the right way for major countries to live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era.

China-ROK Relations under New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Options
ZHANG Yunl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140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5 期

ROK,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in an all-round wa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etback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one of cooperation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table 

development have been maintained. Toda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OK relations is 

facing many new challenges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strategic and other field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the new 

ROK government has elevated the ROK-US alliance to a level of “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 As close neighbors, China and the ROK should tak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consi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nomic ties,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nd prevent major turmoil and conflicts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of 

historical transition. Both sides need great wisdom and vision to ensure long-lasting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close cooperation.

The EU Global Gateway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U Hao & YANG Chengyu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i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dilemma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to regain 

its geopolitical influence, the EU launched its Global Gateway strategy at the end 

of 2021, with an attempt to use economic power to emphasize the values of the so-

called “democratic state” in connectivity cooperation. Despite constrai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the drag of macroeconomic fundamentals, the doubtful 

effect of financial implement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using “grounded approaches” 

to the partner countries, it will ha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emphasizing the values-based leadership, promoting European-style rules and standards, 

crowding out global overseas financing resources, and highlighting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strategy will possibly create exclusive political conditions, set high 

standard barriers, make overseas financing more difficult, and dilut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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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needs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lobal Gateway 

strategy to better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avoid harm.. 

An Analysis of Japan’s Global Health Strategy
YAN Dexu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global 

health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Global Health Strateg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and security policies, 

the strategy proposes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reshaping the global health system,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issues in multiple 

areas and raising funds for global health. Japan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play a bigger role in global health issues, bring more Japanese companies 

into the health field and ultimately achieve greater interests. It also wants to acquire 

soft power in values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intain its status as a 

tier one nation, and achieve broader diplomatic goals, which will not be easily achieved 

given the constraints of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dia’s Health Diplomacy: New Features and Its Limitations
GUAN Peifeng & WAN Jia 

For a long time, health diplomacy was not an important issue in India’s diplomatic 

agenda.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dia, with its advantage of being the 

“pharmacy of the world,” has been trying to lead the neighboring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epidemic by promoting “vaccine diplomacy” on a global scale and extend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digital public goods. There are four new features in India’s 

health diplomacy practices: increa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alth diplomac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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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a’s image as a “health donor,” broadening effectively the implementation scope 

of the health diplomacy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Althoug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India to be a “leader” in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practices,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between India’s strength, capacity 

and its ambitions as a major power.

Striving for 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and Strengthening Global 
Governance for Health
HE Dan 

As basic norm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health system, the soft law and hard law norm 

in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establish cooperative legal duties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But vagueness in specific cooperative duties leads to 

limited role of the law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s for the basic institution, a muti-

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the core is gradually formed to safeguard health of mankind. In fact, neither ca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dertake the due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leader, nor can 

effectiv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health related organizations be realized.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reveals many defects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health.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can global governance 

for health be enhanced through foster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trengthening major-country coordination, supporting the 

key leading rol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sis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building public health capacities, offer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goods, and further 

amend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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