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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

宋 睿
(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 1949 ～ 1971
年，1972 ～ 1989 年，1989 年至今。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演变的特征主
要有: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融入，从单向受动到双向互动，从策略性跟进到战略性建设。
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从层次分析法来看，主要是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
的发展以及领导人性格和信念的影响三个层次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组
织关系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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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

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19 世纪中叶

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一些常

设机构，它们是现代国际组织的雏形。进入 20 世纪

之后，国际组织开始获得真正的发展，国际组织也从

最初的专门性和技术性组织开始向一般性和政治性

组织扩展。尤其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

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组织———国

际联盟，它的结构形式及运作程序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了国际组织的模式。二战结束后，国际组织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二战结束时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真

正具有意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已经成

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开创了国际组

织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随着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

重要性的日益增强，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也

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一、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轨迹

国际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适应了国际合作

和发展的需要，因其在各种问题领域发挥的建设性

作用，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的国际行

为体，构成了当今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成为多边

外交的重要舞台。随着国际组织在全球重要性的

日益增强，中国也开始从一个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状

态之中日益走向开放，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走向

世界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影响世界，塑造世界。
王逸舟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概括为“从

拒绝到承认、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
从比较注重国内需求到更加兼顾国际形象”的曲

折过程。［1］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时间里，中

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

时间段: 一是从 1949 ～ 1971 年。受美国为首的西

方封锁和孤立，中国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体系之

外，中国也很少参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国际性组

织; 二是 1972 ～ 1989 年。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中

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标志，中国与国际组织

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

会，但由于国内原因，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还是

有限的; 三是 1989 年至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

系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开始全面深

入参与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
1． 第一阶段( 1949 ～ 1971 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

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封锁和孤立，被长期排

斥于联合国体系之外。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将当时

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都视为被西方操纵的干涉别

国主权和内政的工具，将联合国视为美国的表决机

器，再加上台湾长期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因此，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几乎隔绝

于当时所有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由于二战结束后

的大国合作被以美苏对峙的冷战体系所取代，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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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新中

国成立后，为争取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当时世

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敌视、封锁和遏制政策

的情况下，中国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把对

外政策的重心放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

部，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在国际组织问题上，当时中国所加入的一些国际组

织也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成立的一些区域

性和功能性国际组织，而当时主要的世界性国际组

织都是由西方掌握和操纵的，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和敌对的

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

交政策和主权绝对不容干涉的原则，担心受到来自

国际组织的各种干涉，使得中国隔绝于当时主要的

国际组织。
2． 第二阶段( 1972 ～ 1989 年)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以中国恢复在联合

国合法席位为标志，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进

入新阶段，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主动寻求加入

当时的各种世界性国际组织，但主要由于国内因

素，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从总体上来看是较为有

限的。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中国对

国际组织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 70 年代

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全面铺开，中国对国

际组织的政策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与国际组织展

开了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利用国际组织

融入国际社会; 更加注重利用国际经济组织的作

用，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并以此作

为获取资金和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发展时期，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

有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并加入国际组

织的时期。在此时期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

理事国，中国开始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事务。同时

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中

国开始积极加入到国际经济组织中去，以便获得资

金和技术的援助。在此时期内，中国成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的理事国，同时

在一些地区性和区域性经济金融组织中，如亚洲开

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等组织内也开始出现中国的

身影; 在最受关注的人权领域，中国也积极加入并

参加类似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之类的会议; 在核不

扩散领域，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以负责任的姿态

先后签署了《南极条约》、《外层空间条约》等国际

条约，之后中国又积极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诺

认真遵守和履行该机构所规定的成员国义务，签署

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发展时期。
3． 第三阶段( 1989 年至今)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

展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利用并且通过国

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在一系列国际组织中承

担着更大责任，发挥着重大作用，为自身的发展同

时也为国际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 2001
年中国成功入世为标志，中国已参加了所有重要的

全球性国际组织，并在同年在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以

中国城市上海来命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

合作组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积极主动创建的，并

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一

标志性的事件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史上

尤其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中国将和平与发展确

定为时代的主题，在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过程中，

中国开始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姿态和合作意愿，在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参

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

国际组织中的作用”。这一政策性文件和纲领使

得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高

潮，中国后来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又

通过建立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等方式，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的方式，开始利

用自己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来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从上述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过

程来看，从早期的隔离到后期的主动融入，中国与

国际社会开始全面接轨，在参与国际组织的类型、
深度与广度等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同时，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不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融

入现有的国际组织，而且还积极主动地以自己的实

力和影响力来塑造、改造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

则。也正是部分得益于这一过程，中国的综合国力

也有了很大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发展构成了世界发展的一个不

可分割的部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以一种和平发展大国的责

任意识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国

际组织向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发展。［2］

二、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特征

1．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融入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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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迹可以看出，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从被动

参与到主动融入。从早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进

程来看，当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改变孤立、隔绝的国际状况，而不得不寻求的一种

融入国际社会的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中

苏关系的恶化，中国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

方针，日益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

步。为了改变这一国际环境，中国逐渐改变了对国

际组织的态度，并开始寻求加入国际组织，融入国

际社会。20 世纪 70 年代后，中国寻求加入国际组

织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国际经济条件的

改善和利用各种外资上的便利。1989 年后，国内

政治风波使得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围

堵的策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又一次处于艰难的境

地。为了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树立起一个日益开

放和自信的大国形象，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

进程，将这种被动化为主动。可以看出，早期每一

次中国加速与国际社会接触的进程都是在情势逼

迫之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到了后期中国日益开

始主动参与这一国际化进程。美国学者江忆恩这

样评价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为了改变中国在国际

社会的形象，树立一个可以合作的国家的声誉，中

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参加国际组织。这是一

个获取国际社会认可的低成本的途径。”［3］

2． 从单向受动到双向互动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

变轨迹可以看出，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从单向受

动到双向互动的转变。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

变进程贯穿于中国从一个穷困的国家成长为富裕

文明大国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境地

是一穷二白，多年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几乎

将整个中国夷为平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经济上

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再加

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思想，使得中国经济长期处于穷困的状态。经济实

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综合国力，也决定着一个国家

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因此，可以说从 1949 年

到 20 世纪末，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都是一种单

向受动的关系，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长期处于受

援国的地位，在国际政治组织中，中国也处于一种

尴尬的境地。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崛起步伐

的加快，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也日益加快，中国综合国力

日益增强，以至于甚至出现了类似 G2 和中美共治

的提法。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国与国际组织

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表现为中国与国际组织的

关系走向双向互动，一方面国际组织为中国提供了

更多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为各种国际组织贡献出了

更多的智慧、方案，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使得中国

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到一个良性的互动进程。
3． 从策略性跟进到战略性建设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演变

的轨迹可以看出，从策略性跟进到战略性建设的转

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从早期中国加入国际组

织的方式来看，中国多是属于策略性跟进各种国际

组织，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来影响国际组织的

各种规则、制度或者章程的制定，但在后期，中国开

始积极地影响和改变国际组织的规则和规章，并且

始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来替发展中

国家表达各种利益诉求。尤其是在像联合国、国际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上，始终强调这

样的机构应该更加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便能更广

泛地反应和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如

此，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外交始终以加强和巩固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

策的立足点，开始利用自己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来创

设各种具有广泛代表性、更加符合中小国家和新兴

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国际组织，中国与国际组织

的关系进入到战略性建设的新阶段。这一深刻的

转变过程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

利益，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演变的原因

1． 国际体系的变化

首先，冷战的结束导致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决定

了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性质必然要服从整个社会

主义阵营的需要，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

的结束，使得二战后整个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阵营的局面开始改变，中国外交也开始摆脱

意识形态的束缚，走向更加务实。其次，全球化及

全球问题的凸显。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开始日益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任何国家再也难以孤立地

得到发展，要想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就必须

主动地融入世界，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国际组织。最

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和集团化的趋

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益加快，各种区域性、集
团性国际组织开始将各区域整合起来，在世界经济

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随着区域一体化和集团化

优势开始显现，中国也开始主动加入或寻求加强与

·05·



宋 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

各种区域性集团组织的联系，如中国与东盟自贸区

的成立，以及近期开始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2． 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国家发展战略，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重

心。而要想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就

必须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方针，加强与国际组织的

联系，这样一方面可以得到来自各种国际组织的各

种技术、资金的优惠，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同国际

组织中其他国家的交流，从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国家发展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利用

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是

中国国际实力提高后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国际

实力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最近中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

极作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实力与影响日益增强的

客观要求，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国际责任论

就是典型的代表。发达国家在现行的各种国际组

织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能力的不足，特别是 2008
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打击，也使得国际上让中国承担

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
3． 领导人性格和信念的影响

中国三代领导人性格和信念的不同也是影响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变量。
新中国成立早期，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意识，以及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指导理论，使得中国

不可能真正承认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 包括国

际组织和各种机制条约) 的合法性，从而也谈不上

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合作。［4］在由邓小平所开启的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走

向成熟，由于邓小平对当时时代主题的判断，做出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这一伟大判断。在

此时期，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主要是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
他曾多次强调“中国应当聚精会神发展经济”，“发

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搞建设”等，可见中国是

将国际组织视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建设的依靠力量，

而参与的步骤和方式是与国内的改革开放密切相

关的。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上台

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远离冷战，因此对中国自身的

国际角色有了更加广泛深刻的理解，呼吁国际关系

民主化，并且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

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把这一任务

正式宣布为中国在新世纪致力于完成的三大任务

之一。［1］这一判断成为中国全面广泛深入参与国

际组织的标志，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蜜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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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SONG Rui

Abstract: Since the PRC was founded，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ha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1949 － 1971，1972 － 1989，1989 to now． Through this process，we can find
main featur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passive to active participation，from
one － way to two － way interaction，from tactic following to the strategic construction． To find out the reason of the shift，
we can use the level of analysis，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racters and the belief of the leaders，all these lead to an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
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Key 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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