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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转换
武 力 李 扬

[摘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各国都致力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

契机以实现长期发展，但发达国家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和国内深层矛盾而缺乏持久

增长动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凭借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而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国是新兴国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国，随着经济总量持续壮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

有力倡导者，并通过“一带一路”开启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所倡导

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深得各国人心。国际社会为中国崛起开辟了天

时地利人和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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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①

如何领会上述重要判断，准确把握历史阶段的转

换，不仅需要从国内的发展来看，还要从国际形势

和中国国际地位及作用的变化来看，统筹观察国

内国外两个大势，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国发展站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临

着发展阶段的转换。

世界经济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变革期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通过改变自己

来影响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

明确要求：“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

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

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

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

果。”②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

进、信息化方兴未艾以及新工业革命呼之欲出，使

得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及地区之间、国

家之间的联系都达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中国的

迅速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正在使世界

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格局和规则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发生深度调整，同时新工业革

命正在兴起。

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反映出资本主

义制度危机和现有世界秩序进一步动荡，所有国

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危机在短期内考验的

是各国政府刺激需求的能力，但在长期内检验的

则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它包括产业结构

升级，技术、服务、管理模式创新，收入公平分配等

一系列内涵。各国虽然挺过了危机时刻，但需求

刺激政策也给各国留下了流动性泛滥、债务率高

企、产能过剩、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

题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升级产业结构、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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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实力，并对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治理模

式、公共服务体系等进行全面改革。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轮改革正好处于第四次

科技和工业革命到来的大好时期。这次工业革命

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一场全方位的革

命，各种技术的组合将产生强大的联动力量，对生

产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使得各

国都基本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即使后发国家也

有机会弯道超车。许多国家都已经将其视为志在

必得的战略高地，制定了战略规划，这其中包括中

国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德国提出的“工业 4.0”，美国提出的“工业互

联网”，日本提出的“产业价值链主导权”等。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深层危机，选择

战略收缩。

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借助

新工业革命来实现再工业化，但多年的货币宽松

政策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已愈发微弱，财政扩张又

面临着债务上限约束、社会福利开支刚性增加、利

益集团干扰扯皮等阻碍，狭窄的施政空间对消费

和投资的刺激作用并不显著，更难以支撑庞大的

工业振兴计划。在此过程中，大资本、大企业与国

家利益由过去的紧密结合变为分道扬镳，这是资

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缺陷。当资本逐利活动与

国家复兴计划发生矛盾时，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必

然抬头，美国退出TPP和《巴黎协定》、英国脱欧都

是生动表现。这些行动固然会驱使资本回流，但

也将导致这些老牌霸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控

制力减弱，而且这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做法也

使得发达国家间离心离德，英国脱欧重创欧洲一

体化进程，特朗普新政引得欧洲盟友一片指责。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崛

起。

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对全球

产业和消费增长的贡献迅速增加，全球经济增长

越来越倚重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对全球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 80%，对全球

消费增长的贡献达到 85%。① 按市场汇率计算，

2010年至2015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

产出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贡献也均为70%左右。然

而，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重要支柱的

大宗商品，却因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

的不稳定性而频繁遭遇价格波动，给出口国造成

了严重损失。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越来越大，

与世界交往日益密切，而采用的计价货币、遵循的

交易规则却由发达国家主导，这一矛盾促使新兴

市场国家绕开旧秩序，转而寻求更多的直接合

作。尤其是当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

环境趋紧的时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应该

加强合作，这也正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

根本原因。要看到，以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零和

思维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暗潮，只是发达国家经济

霸权衰落中的自保行为，并非时代主流。经济全

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潮流。“西方

中心论”和霸权主义犯的是战略性错误，即使繁荣

一时，也必然不能长久，唯有金砖国家所倡导的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才符合世界潮流。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在世界经济因新工业革命和金融危机导致生

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出

现了以发达国家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国家迅

速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规则相应变化为标志的新

形态，而其中中国作为经济总量第二的发展中国

家，国际经济地位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增长势头加强？》http://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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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2010年，

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为日本的 1.1倍、美国的

40%；而到了 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

本的 2.3倍、美国的 60%，稳居世界第二位。在体

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

长速度，2016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

33%，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从微观经济

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也在迅速增强。1995

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且

位列200名之后；2017年，中国共有115家企业入

围，与美国相差17家，位列第二，超过第三名日本

（51家）一倍多。①

第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空前紧密。

2016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43386亿美

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3484亿美元，成为世界货

物贸易第二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在国际政

治概念中，如果两国贸易规模超过 2000亿美元，

则称两国有重大利益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

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建立了这种关系。除贸易

外，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260亿

美元，为世界第三大吸收外资国；对外直接投资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1701亿美元，为全球第

二大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成

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中国的投资额

为第二名的3倍。

第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空前增

强。作为经济全球化最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在传

统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 年 12

月，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股东；2016年1

月 ，中 国 在 IMF 中 的 份 额 由 3.996% 上 升 至

6.394%，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2016年12月，

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

的货币篮子，成为 IMF 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和

“可自由使用货币”俱乐部成员，被 180多个成员

国官方使用和储备。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中

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2016年 9月

“杭州G20峰会”在中国主导下形成了《二十国集

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

原则》和《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中

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正式

成员国达到77个（截至2017年5月13日）；美国退

出《巴黎协定》导致国际信誉和领导力再一次受损

的同时，中国仍坚定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

诺。这些都印证了美国《赫芬顿邮报》在2017年1

月的文章中的说法：“中国已成为维护开放性全球

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领导者。”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开始了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这条“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以

来，它已经涵盖了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4亿人

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30%。“一带一路”建设起

点是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另一端终点

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共体，中间广大腹地是

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开启

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将推动中国沿海地区、

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

流，而且将从东方向西方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发生历史性转折

中国近 70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经济落后国

家怎样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公平、成果共享，并因此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在制度、理论

方面都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探索，正随着

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而开始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增

① 财富中文网，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7-07/20/content_2867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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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中流砥柱，而且以自身的成就与贡献，以经

济、文化走出去，不仅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优越性，还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

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①。

中国崛起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超乎全世界预

料。在“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仍有市场，对

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仍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中

国崛起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中所引发的惊

讶、怀疑、嫉妒、恐惧等情绪，必然是空前强烈的。

但是，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崛起，

是人类之福、世界之幸。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

国家，求和合、尚大同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从

未侵略欺侮过其他国家，新中国是唯一一个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

国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秉承这种和平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

世界上率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

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

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并用行动实

践了这一理念。一方面，中国致力发展与世界各

国的友好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向前发展，共同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发展周边关系，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洲工作

方针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打造同拉美关系“五

位一体”新格局，同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战略合

作关系，同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

中国的“朋友圈”覆盖至全球。另一方面，中国在

重大国际组织、国际论坛中发挥主导作用，诚邀各

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提出了“一带一路”

的重大倡议，在APEC北京峰会上倡导重启亚太

自贸区建设，在G20杭州峰会上推动峰会从危机

应对机制转型为长效治理机制，在2017年世界经

济论坛上成为全球化最有力的倡导者，在金砖国

家厦门峰会上开启“金砖+”的全球合作新模式。

此外，中国还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消

除贫困、人道救援等方面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国

际责任，展示了一个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中国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传达出了一个明确

的信号——唯有益于天下，方可惠本国。相比之

下，西方国家所信奉的“实力至上”“国家利益至

上”的观念，以及为本国发展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

做法，开始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因此，中国的

国际地位之“新”，不仅在于实力之新，更在于中国

倡导的理念之新、中国崛起的战略之新。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得各国人心，让各国同声相应、

同道相成，汇聚起了和平发展的磅礴力量。正如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会永不干涸，中国将自身

崛起融入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这种崛起

必将是强大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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