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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外交布局的转型和升级 

 
陈东晓 

 

【内容提要】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外交布局的丰富和完善，体现了中国

外交正加速转型升级。其中，以新型伙伴关系思维来构筑新时期大国关系

的战略互信和均衡发展，以“共担、共享、共赢”的新思维带动与发展中

国家的共同发展，体现了外交布局中的思维创新；增强主动性，推进新周

边秩序建设的两大升级，通过新型互利共赢战略提高与发展中世界的合作

能力，体现了外交布局中的能力提升；确立结合中国利益与国际期待的国

际体系的身份和责任，把建设性贡献日益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主要

内容，则反映了中国外交视野的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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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2012 年 10 月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回顾十年

来中国外交工作成就时指出：“我国总体外交布局不断丰富完善，形成国别、

区域和各领域外交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

外交架构，全方位推进了我国的外交工作。”
①
笔者以为，这种各地域和各

领域外交全面拓展、交相辉映的全方位外交布局的内涵是，努力构建起以

“合作”为主轴的总体动态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不断推进以“睦邻”

                                                        
① 杨洁篪：“伟大的创新，丰硕的成果——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求是》

2012 年第 20 期，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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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升级为动力和以利益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周边秩序建设，突出以“共享”

为基调并基本实现了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发展，强化以“共治”为核

心和兼顾“责、权、利”的全球合作治理的新态势。其实质折射出新世纪

以来中国外交在思维方式、能力建设以及视野拓展等三方面正加速转型升

级，为我们把握下一个十年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一、倡导新型外交思维 

 

突破传统外交思维窠臼，努力塑造新型外交是本世纪前十年中国外交

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作为新型外交思维核心的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战

略思想，一个重要创新就是着眼于人类正走向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的

大趋势，力争突破既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和传统大国崛起思维模式。
①
落实

到中国外交布局，其创新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新型伙伴关系思维来构筑新时期大国关系的战略互信和均衡

发展。中国外交历来把大国关系置于整个外交棋盘的关键位置。随着冷战

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中国大国外交的面貌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型，

正努力构建起以“合作”为主轴的总体动态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大

国外交布局的转型背后离不开中国对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性质变化的深刻

洞察。 

首先，拓展大国外交的范畴。中国顺应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以及国际

权力多极化的发展要求，特别是新兴国家呈现群体崛起、梯次跟进，正改

变着近 500 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力量格局的态势，将中国大国外交的

范畴从以传统的西方大国为主向新兴大国拓展。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

倡导构筑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地区强国在内的包容性大国伙伴网络，呼

吁“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多边决策基础上，

共同迎接当今世界的机遇和挑战”。
②
中国既不推崇所谓 “G2”（两国集团），

                                                        
① 裘援平：“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求是》，2012 年第 20 期，第 30 页。 
② 《金砖国家第四次领导人会晤<德里宣言>》，2012 年 3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
v.cn/chn/gxh/zlb/smgg/t918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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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更反对以“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的“冷战思维”来强化排他性甚至对

抗性的军事同盟体系，
②
强调在安全领域中“以民主、包容、合作、共赢的

精神实现共同安全，做到一国内部的事情一国自主办、大家共同的事情大

家商量办，坚定不移奉行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③
这

些论述和主张，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政府积极运筹，形成全方位的动态平衡

的大国外交网络的新思维，把大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推进更加公平、合理、

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 

其次，深化对大国外交内涵的理解。相对于历史上常见的以战略对抗

甚至军事冲突为重要特征的大国关系，“竞合关系”（competitive 

cooperation） 逐渐成为当前大国之间，尤其是传统和新兴大国之间互动

的主轴。表象上，“竞合关系”表现为竞争与合作复杂交织、彼此博弈、相

互影响，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有合作但受竞争影响，有竞争但

受合作的制约。
④
实质上，“竞合关系”预示着大国关系性质的历史性变化

可能正在形成，即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正逐渐减少对武力、暴力、强

力甚至战争的依赖，更多地通过经济、制度、观念和发展模式的竞争来获

取相对优势，同时主要通过战略对话和政策协调来管控分歧甚至是冲突，

并在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和威胁时加强合作。
⑤
尽管“竞合关系”绝不意味

着大国之间没有冲突，包括在安全领域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甚至

严重的战略互疑，特别是因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仍是当前敏感

的安全问题，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远未停歇，意识形态和价

                                                        
① 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中美不要搞“G2”，但应搞

“C2”（两国协调）。转引自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
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ygy/cuitiankai/xgxw/
t953676.htm。 
②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国外交

（2011 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409 页。 
③ 胡锦涛 ：“展望未来，共享繁荣——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的讲话”，2011
年 4 月 14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ldzyjh/t815150.htm。 
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11/2012）》，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第 9 页。 
⑤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09 年年鉴统计，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间冲突的

数量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期正大幅减少。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0。 转引自陈松川、楚树龙：“21 世纪

初叶世界发展大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庆典特刊，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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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差异仍是阻碍大国战略互信的主要原因，等等。但总体上，与历史其

他阶段相比，当今的大国关系已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和而不同”，“斗而不

破”的态势。 

中国认为，当今大国“竞合关系”趋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物质、观念

和机制的动因。所谓物质性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了全球各国

各地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一个全球范围的市场体系使得大国都成为

其不可分割的“利益攸关方”，世界已“俨然成了‘地球村’”，“一种利益

共同体”，“以武力征服、威胁别人，或以非和平手段谋求发展空间和资源

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
①
所谓观念动因主要指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议

程的历史性转型。胡锦涛主席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

出，当今世界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

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
②
中国强

调任何大国都无法回避这些全球安全威胁的挑战，也难以单独应对，相互

加强政策协调，通过集体合作成为各大国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国和全球性挑

战的唯一选择。
③
这一历史趋势又推动了国际社会中合作安全、共同安全、

相对安全等新安全观的影响力上升。所谓机制性动力是指相对于冷战或更

早的历史时期，如今大国之间的协调机制和规范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除

了正式的国际多边协调机构之外，大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密集的高级别双边

战略对话，还通过各种小多边和多边的对话平台增进政策协调和战略沟通。 

第三，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在大国外交范畴不断拓展，大国竞

合关系日益复杂的历史变迁中探索新型的大国相处之道，成为中国的大国

外交转型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将始终面临三个重大

问题的考验。一是如何超越传统的大国之间，尤其是最大的新兴大国中国

与最大的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零和竞争”和“对抗”的思维窠臼。进入

新世纪以来，中国积极提倡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和平、发展、合作的

时代主题下，新兴大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通过与其他守成大国在相互

                                                        
①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405 页。 
② 胡锦涛：“同舟共济，共创未来——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国外交（2010 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

第 351 页。 
③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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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携手共建互

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

上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等五点

构想，
①
体现了中方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新思考，也得到美国政府的

积极回应。二是如何摆脱狭隘的意识形态外交，特别是冷战思维对大国关

系的严重束缚。胡锦涛主席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

国际社会需要“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

蓄”，“使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

发展”，
②
体现了中国在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共同发现、创造的新的价值体系，

维护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公正的外交新理念。三是如何防止新全球治理时

期大国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领导力”的缺失。比如在世界经济治理领域，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发挥大国的责任和领导力，强调要“本着对历史、对未

来负责的态度，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共

克时艰，共同构建强劲、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
③
又比如在国

际安全治理领域，中国提倡通过“发展求安全”、“平等求安全”、“互信求

安全”、“合作求安全”、“创新求安全”等新理念， 共同应对日益复杂严峻

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④
这些观念都体现出中国政府“同舟共济、相互

支持、共同解决”的新型外交思维。 

（二）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定位，以“共担、共享、共赢”的新

思维带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

基础地位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既定战略。其中，清醒认识自身的发展

阶段和现状，把握并深化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方能把握中国开展与

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方位。同时，让国际社会，包括发展中国家了解一

个真实的中国，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面临的困难及挑战，以及国际

                                                        
①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 年 5 月 4 日。 
② 胡锦涛：“同舟共济，共创未来——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09
年 9 月 23 日，《中国外交（2010 年版）》，第 352—353 页。 
③ 胡锦涛：“再接再厉，共促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2010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373 页。 
④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

辞”，2012 年 7 月 7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ldzyjh/t948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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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和实际能力，才能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建互利共赢合作关系营造良

好的内外社会心理和舆论环境。 

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国际舆论，

尤其是西方舆论开始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一方面，西方发达

国家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刻意凸显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异，夸

大利益分化，以所谓中国“经济成就说”、“高新技术说”、“对外援助说”、

“国际影响力说”等论点，
①
在国际上营造中国并非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的舆

论，甚至宣称“中国主导世界不可逆转”。
②
无论这些论者的初衷如何，这

类论点都不同程度地削弱甚至否定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冲击着中国

与发展中世界长期形成的平等、友好、互助的心理和情感纽带。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又刻意凸显发展中国家内部治理不足和缺陷是其发展滞后的根本

原因，忽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身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的结构性、制

度性制约。
③
 

因此，如何在国际话语权的较量斗争中扭转西方舆论的上述偏见，成

为中国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中国政府及领导人积

极、主动利用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全方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发展现状和

努力方向，强调“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无论规模和难度，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④
强

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希望世界“认

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⑤
中国坚持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身份不动摇的

基本国策，既符合我国国家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属性和能力，又有助于

                                                        
① 金玲、苏晓辉：“西方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知”，《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17—19 页。 
②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最新著述包括：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London, 2012，以及 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a’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Sep/Oct 2011, Vol. 90 Issue 5, p.66-78。 
③ 例如早在 1989 年 11 月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将

其结构调整不佳原因归咎于非洲国家的治理不善，认为非洲国家普遍缺少实现经济发展

的政治环境。1992 年世界银行在一份《治理和发展》报告中再次重申，非洲发展问题的

根源在于“治理危机”。 
④ 胡锦涛：“合作、开放、互利、共赢——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2010
年 4 月 15 日，《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363 页。 
⑤ 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第六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10
年 9 月 23 日，《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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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我国家利益的基本范畴，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识别并认同中国在国际力

量组合中的归属，从而能为我们合理地承担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和义务确立

原则。 

另一方面，针对西方舆论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缺陷的非难，中国强调广

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总体处于不利地位，重申“国际社会

应加强责任感，认真倾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呼声与诉求”，强调

“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发展和平等参与，就谈不上世界的共同繁荣，就

无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互利共赢

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①
明确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体系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生力军，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体性力量，

是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和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新世纪

以来，中国政府及领导人始终强调中国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谋取政治、发展和安全利益，符合我国外交的核心价值，指

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好伙伴、好兄弟”。
②
  

 

二、提升新型外交能力 

 

胡锦涛主席在 2009 年 7 月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要不

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

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新时期中国外交能

力提出了最新的要求。
③
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外交布局的丰富和完善，尤其是

中国周边战略和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

关系的物质基础和机制保障得到进一步充实，是外交转型升级能力建设的

一个重要体现。 

                                                        
① 吴邦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社会义不容辞——在第三次世界议长大会上的书面

发言”，2010 年 7 月 19 日，《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381—382 页。 
② 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第六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10
年 9 月 23 日，《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391 页。 
③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 11 次驻外使节会议”，2009 年 7 月 20 日，新华社电，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9687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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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主动性，推进新周边秩序建设的两大升级。其一是紧紧扭

住“睦邻”战略中的经济合作这一抓手，提升中国和周边关系的制度化水

平。作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国情差别巨大及相互关系错综复杂的国家，

中国政府在新世纪之初把“周边是首要”作为四点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

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为宗旨，通过构建中国为主要驱动力的区域经

济合作框架，为稳固周边战略依托发挥了基础和保障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构建伙伴化的双边关系网。中国与周边几乎所有邻近国家都

建立了双边伙伴关系，并不断增加战略伙伴关系数量。
①
中国不仅相继成为

日、韩、蒙等 11 个国家以及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 7 个周边国家最大的出

口市场，而且对周边国家投资迅速增长，是缅甸、柬埔寨、朝鲜、蒙古等

国最大外资来源地，并将在东盟国家各建一个经贸合作区，通过集群式投

资提高经贸合作水平。中国致力于加强同周边国家在财金、新科技、新能

源、节能环保以及发展援助等领域的合作。以金融领域合作为例，2011 年

中国分别同泰国、巴基斯坦、蒙古签署 700 亿、100 亿、50 亿元人民币的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韩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扩大至3600亿元人民币。到2011

年底中国与亚洲国家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 7750 亿元人民币。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在老挝、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等国

设立分支机构、拓展金融业务。
②
与周边地区建立并充实伙伴化关系，尤其

增强相互之间的经贸合作纽带，对推动中国与周边整体关系发挥了“压舱

石”功能。 

另一方面是提升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引领能力。中国努力推动

以“10+1”和“10+3”为龙头的经济合作，率先启动中国和东盟的自贸区，

拉动了日、韩、澳新、印度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定。“10+3”机制中的货币

金融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实施了清迈倡议并实现多边化，

建成 1200 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和 7 亿美元的区域信用担保和投资基

                                                        
① 乐玉成：“辉煌的成就，宝贵的经验——新中国外交 60 年的成就与经验”，赵进军主

编：《新中国外交 6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6 页。 
② “外交部长助理刘振民谈亚洲形势和周边外交”，2012 年 1 月 9 日，http://www.fmprc.
gov.cn/chn/pds/wjb/zzjg/yzs/xwlb/t893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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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维护东亚经济金融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①
中国还大力推进与周边互联

互通建设，其中，与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将朝着“全方位、深层次、

战略性”方向深化，
②
此举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整个此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枢

纽地位。 

其二是主动推进“东西两线”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战略实施，把握战

略主动。在西线，中国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心构筑稳定周边的战略依托，

探索并走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理论基石，从建

立边境地区军事互信着手，以综合安全为内容、共同安全为目标、合作安

全为手段的“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区域合作道路。中国近年来通过深化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妥推进上合组织内部的经贸和人文交流，力争

把上合组织建成“和谐和睦家园”、“地区安全稳定的有力保障”、“地区经

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效平台”，
③
使之发挥中国西线的重要的战略依托功能。 

在东线，中国面对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中新旧格局冲撞加剧的新态势，

不断增强管控地区热点、塑造地区秩序、提供更多地区公共品等外交能力

建设。 

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亚太地区关系中两大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由于

新时期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域内中小国家（集团）

自主发展的步伐同域内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加快战略重心向亚太调整的

步骤重叠。另一方面，中国全面崛起对周边安全产生的“系统性震撼”仍

在上升，亚太区域内缺乏包容有效的整体安全架构的问题日益突出，加剧

了在亚太地区出现的所谓“经济靠中、安全靠美”的二元格局。此外，日

益凸现的复合型安全挑战又进一步增加了地区安全合作与竞争的双重效

                                                        
① 刘振民：“东亚合作：机遇与挑战”，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ywcf/t982229.
htm；另见“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宣言”，2012 年 5
月 13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smgg/t931389.htm。 
② 习近平：“携手推进深度合作，共同实现持续发展——在第九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暨 2012 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2012 年 9 月 21 日，http://ww
w.mfa.gov.cn/chn/gxh/zlb/ldzyjh/t972153.htm。 
③ 胡锦涛：“维护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 12 次会议

上的讲话”，2012 年 6 月 7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59/zyj
h/t9391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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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政府针对不断发展的周边形势需要，着力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能力

建设：一是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着力化解在“权势

转移”语境下中国全面崛起产生的结构性震感，坚定不移地“争取和平国

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把握和平发展的战略

方向上“保持定力”，“戒骄戒躁”。
①
二是提升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经济

合作水平，强化战略性经济合作对整体关系的“稳定阀”和“压舱石”功

能，真正形成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赖、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认知。
②
三是

以中美关系为杠杆，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既通过将中美亚太安全磋

商纳入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布局，以中美合作来带动中国与其他国家（集团）

的合作关系，又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形成中美邻之

间的良性互动。
③
四是与时俱进地推进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和转型，着重引

导以东盟为主导的包容性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的功能建设，加大鼓励

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联合自强”和发挥“中心”作用，既防止东盟成

为美国牵制中国的前哨，也防止东盟内部在涉中国主权领土等核心问题上

形成“抱团对付中国”的态势。五是在东海、南海等地区海洋权益纠纷上

保持“维稳维权”的平衡，既充分显示坚持原则和捍卫主权的决心和信心，

又通过同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针达成一致，建

立 30 亿元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努力，维护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在

东海问题上，尤其当 2012 年日本公然挑起钓鱼岛问题争端，破坏中日双方

达成的共识后，中国显示了捍卫主权的坚强意志，争取了战略主动。总之，

中国正努力推动构建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以东盟为中心、以大

国协调为支撑、务实合作的亚太合作框架。 

（二）通过新型互利共赢战略提高与发展中世界的合作能力。构建与

发展中国家新型互利共赢的关系，是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

基础地位的重要支撑。新世纪以来，中国提升与发展中世界合作能力的举

措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互利合作的机制化。中国相继发表了对非政

                                                        
① 裘援平：“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求是》，2012 年第 20 期，第 31 页。 
② 刘振民：“东亚合作：机遇与挑战”，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ywcf/t982229.
htm。 
③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5 期，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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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件和对拉美政策文件，规划了对非和拉美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推

动建立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不断深化中国与非、拉美以及阿拉伯

国家的各种地区组织的关系，相继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

融危机叠加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发展危机。我国政府

在多个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以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发展问题，积极

探索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交融的新途径、新领域和新方式，推动中国和发

展中国家的双边合作向多边延伸。
①
二是发展援助的战略化。中国在新世纪

头十年里进一步把发展援助与拓展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发展战略相

结合，同非洲国家基本实现了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在 2010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政府发展援助工作会议上，中国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改进

和加强对外援助的重点任务，包括优化援助结构、提高项目质量，丰富援

助内涵等内容，努力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和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相结合。
②
三是体

系改革的集团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国际秩序的改革和重建。中

国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集体努力，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

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

位，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在气候变化、发展合作、人权保

护、能源、粮食安全等领域中捍卫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和发展权益。 

 

三、拓展新型外交视野 

 

新时期中国外交日益超越区域和局部视野，以全球战略目光塑造自身

的外交议程，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设承担大国国际责任，努力构

建以“共治”为主轴以及兼顾能力与责任的多边和领域外交的新格局。 

（一）确立结合中国利益与国际期待的国际体系的身份。一是在多元、

                                                        
① 温家宝：“战胜贫困，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在‘最不发达国家与里约+20’高级别边

会上的讲话”，2012 年 6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ldzyjh/t944292.htm。 
② 参见陈德明：“努力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http://www.wfstudy.gov.cn/wnewsView.jsp?i
d=5228; 陈德铭：“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 12 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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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的国家身份中大体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局外人”或“颠覆者”向“参

与者”和“建设者”的国际身份转变。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中国是一个负

责任的国家，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可信赖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中国

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①
中国在 2001 年底正式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全面参与现行国际体系，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则在

国际体系改革方面作出了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贡献。中国不仅积极倡导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提出包括“全面、均衡、渐进、实效”等切实可

行的原则主张和工作建议，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而且通过加快自

身转型发展步伐，拉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
②
二是大体实现了中国全方位、

宽领域、深层次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包括参加 130 多个全球性和区域性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近 2 万项双边条约和 300 余项多边条约，领域

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科教文卫各方面。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从

改革开放之前的被动、消极、抵触，到之后的积极、主动、融入，从相对

较多的军事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外交参与，从经济参与发展到全面参与，从

双边参与走向多边参与，经历了巨大变化。
③
三是在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中

塑造共有认知和共有身份。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主体间认知的相互差异缩小，

国际社会的观念增强，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日益相互依存和互利共

赢的新认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遵约表现良好，社会化程度加深；中国加

强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强烈，外交政策体现高度的合作性。
④
 

（二）建设性贡献日益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主要内容。一是确立

国际秩序的新内涵，即作为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之一，中国努力

在全世界倡导构建“和平渐进、多边协商、互利共赢、尊重多样、合作共

进”为内涵的新国际秩序，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系统主张，以此丰富

国际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的理念。这些主张包括“坚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

                                                        
① 温家宝：“开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和谐的新局面——在中欧论坛第二次会议开幕

式上的演讲”，2006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公报》，2006 年第 32 期，第 5—6 页。 
② 胡锦涛：“再接再厉，共促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2010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外交（2011 年版）》，第 373—376 页。 
③ 潘忠岐：“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收益和影响——基于意向差距的分析”，《世界

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3 期，第 52 页，转引自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

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第 1 页。 
④ 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 315—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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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秩序观，施行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观，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

新安全观，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把

握全面兼顾的国家利益观，推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注重谦虚谨慎的处

事原则”，等等，
①
在此过程中丰富多边外交理论内涵，拓展多边外交的战

略布局，充实中国多边外交的政策手段。二是倡导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思

想，即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多边外交的核心理

念；把“科学发展等六位一体”为导向的新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和平发展

道路的实现途径；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生活方式、

文化价值观对世界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作为塑造中国同

世界关系的必要保障；把开展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等领域外交作为倡导中

国新思想、引领国际舆论的主要平台；把参与和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作为

实现中国倡导的新思想的制度依托。总之，新世纪以来中国围绕中国特色

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外交新思想“突破既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和传统大国

崛起思维模式，为丰富 21 世纪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要

贡献”。
②
三是统筹推进地域性和领域性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塑造，把握长期

目标和短期突破相结合的原则，抓住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特殊机遇，把提

高国际金融体制应对金融国际化能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参与权作

为提升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首要领域。同时在推进与发展中大国的机

制性合作中创造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和制度保障，在深化亚太地区金

融、经济合作中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改革的能力及影响。四

是充实和发展经济外交。中国通过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形成外交与经济

密切融合、国别和地区同步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互补的比较完整

的体系，服务中国的发展战略。                            

                                                        
① 裘援平：“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求是》，2012 年第 20 期，第 30 页。 
② 裘援平：“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求是》，2012 年第 20 期，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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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Diplomatic Planning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CHEN Dongxiao  
China’s diplomatic planning have been enriched and improv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that suggest rapid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hina’s 
diplomacy. Among which, China has introduced the idea of “new-type 
partnership” to build up the great-power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and China has applied the new thinking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ies, expand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seeking win-win 
outcomes” to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 
demonstration of innovational thinkings in China’s diplomatic planning; China is 
more active in pushing for the two upgrades of building new order in the 
peripheries, and China has applied a new type of mutual benefit strategy to step 
up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a demonstration of a stronger 
capability of China’s diplomatic planning; and China has combined the Chinese 
interests with its internationally-expected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a is increasingly thinking the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 as the major content of China’s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 
demonstration of an expans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vision.  
 
On the Dynamics of China’s Mediation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SUN Degang 
Mediation diplomacy is an essential channel for sovereign state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enhance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facilitate relations with other big powers. In the new era, 
US, EU, Russia, UN, Arab League and African Union have initiated their 
respective mediation diplomacy of various forms and substance. With the Middle 
East as a case in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variables of China’s 
mediation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ew era, i.e. the relevance of 
China’s interest, the projection of China’s influence, the expec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Through a 
thorough trade-off of the above-mentioned variables, China’s mediation 
diplomacy reveals divergent form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namely, In-depth Involvement,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Limited Arbitration and 
Standing Aloof. The four categories of China’s mediation diplomacy shed light 
on the divergenc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resolutions 
of Sudanese issue, Iranian nuclear issue, Syrian crisis, and internal Somali 
discords. 
 
On the “Multi-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nd China’s Role 
LIU Chang 
This article purports to present “Multi-Leadership” as a kind of new concept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