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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始终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地区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带领曾经贫穷落后

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人类减贫事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还是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动者，坚定奉行多边主义的原则立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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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

始终作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始终作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政策，坚定地

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一边，是世界和平的重

要维护者。

（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

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1937
年 7月，日本侵略者侵入北平，并开启对华全面侵

略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

产党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

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中国的抗日战

争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中国的抗战就是要争取

人类永久的和平。强调“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

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

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

久的和平”，“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

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

面”[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仍把团结全

世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争取

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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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进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事务的基本立

场。中国共产党还把这一立场纳入新中国宪法

中，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方针。在 1949
年 9月 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便把

“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原

则[2]。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为

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作为中

国“坚定不移的方针”[3]。1982年中国宪法将“为维

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4]作为中

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虽经 5次修改，但关于中国外交的这一内容得以完

整保留，成为中国外交的目标和追求。

（二）反对一切形式的危害世界和平的行径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

交的目标和追求，还带领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世

界和平。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

主义仍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维护世界和

平，中国不遗余力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霸

权主义、殖民主义行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

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及援越抗美，有效地制止

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的侵略行径。20世
纪 60年代末起，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际，

极力推行与美国争霸战略，给亚太区域和平乃至

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及时调整对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外交战略，通过联合国际社会各种反

对苏联霸权的力量，有效制约了苏联霸权主义对

亚太区域的威胁。

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为和平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诸多建设

性作用。1954年，新中国首次作为国际社会五大

国之一，出席日内瓦会议，为和平解决印支半岛问

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谈判、

协商方式处理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同 14个

邻国中的 12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划

定了中越北部湾海上界线，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

史遗留问题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中国创造性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并分别与英国、葡萄牙通过谈判

和平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大创举，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类似问

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作出

的新贡献。1978年 12月 25日，越南在苏联支持

下，悍然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对亚太区域安

全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出

建设性方案、对柬埔寨国内各方劝和促谈的同时，

还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作为中苏、中越实现

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有关有海洋权益争端问

题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

素。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中国尽最大诚意促进

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问题。中国政府提出的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就是在中国同有关国

家关于海洋主权争端相持不下，短期内难以解决

的背景下，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而采取的一种比

较现实的战略选择。同时，针对个别周边邻国在

海洋权益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保持了极大克制

并积极寻求对话以化解矛盾与冲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伊朗

核问题、南北苏丹问题、中东和平问题等一系列热

点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

战略意图及走向有诸多猜疑，中国向世界庄重承

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

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 400余万[5]。事实充

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重要力量。

（三）履行大国责任，积极开展联合国维和

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缓和与遏制国际冲突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辅助

性国际干预手段。1990年 4月，中国向位于中东地

区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了 5名军事观察员。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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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缴纳

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30年

来，中国军队认真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先后参加 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

兵 4万余人次，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6]为更好支持

联合国和平事业，促进多边合作，中国设立了中国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2016年至 2019年，中

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在和平安全领域共开

展 52个项目，使用资金约 3362万美元。其中 23个
项目涉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使用资金约 1038
万美元，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统筹规划、非洲维和

能力建设、维和人员安保、在苏丹达尔富尔与马里

等维和行动中的民生项目等”[7]。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对全

球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日益猖獗的

海盗、海上恐怖主义对国际海运、海上商业航线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如 2007到 2008年 11月间，“在

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共有 390艘船只遭海盗劫持

或袭击”[8]。2008年 10月 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338号决议，“吁请关心海上活动安全的国家根据

《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

岸公海的海盗行为，尤其是部署海军舰只和军用

飞机；吁请在索马里沿岸公海和空域有本国海军

舰只和军用飞机活动的国家按照《公约》所体现的

国际法，在索马里沿岸公海和空域采用必要手段，

取缔海盗行为”[9]。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承担自己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决定于 2008年 12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行动，至 2019
年，“中国海军常态部署 3至 4艘舰艇执行护航任

务，共派出 31批 100余艘次舰艇、2.6万余名官兵，

为 6600余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解救、接护、

救助遇险船舶 70余艘”[10]。护航行动中，中国海军

护航官兵与各国海军密切合作，严格遵守国际法

有关规定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并积极为外国商船

提供应急救援，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二、、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

为全球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全球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折不挠，成功探索

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使曾经贫

穷落后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为全球的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以中国一国之力大幅增进世界 1/5 人口

的福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工农业基础十分薄弱状况，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

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

增强。1952 年至 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679亿元增加到 99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19元增加到 2019年的 70892元[11]，高于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民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人民从饥寒交迫、解决温饱到

实现全面小康。“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中

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 7.7亿人，下降到 2019
年的 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97.5% 下降到

0.6%”[12]。2020年 11月 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剩

余的 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中国 832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13]，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

初步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

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

障体系。中国以一国之力大幅增进世界 1/5人口

的福祉，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

（二）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大幅增加，日益

成为吸引全球投资热土。1978年至 2019年，中国

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 21724亿美元，累

计设立近 100万家外商投资企业[14]。随着中国“走

出去”战略不断推进，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

度和深度走向世界，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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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交流合作。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投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 1369亿美元，是 2003年的 48倍[15]。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

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为全球经济伙伴创造了大量

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2008年，全球遭遇严重金

融危机，世界经济受到重创，中国采取一系列有效

措施成功应对危机，经济迅速回升向好，并持续保

持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2013—20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28%。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达 101.6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达到17%左右[16]。

当今世界，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自 2018年起，中国推出一系列重大

开放措施，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

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在全球

190个经济体中，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

从 2017年的 78位跃至 31位，跻身全球前 40，连续

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

经济体”[17]。中国正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

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更多机会。

（三）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

进程中，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关注

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

业。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

况下，中国即开始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为发展中

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随后，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持和帮

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

善民生。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框架下，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为

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及 2015年后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015年 9月，联

合国发展峰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 150余位国家领导人出席。

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未

来 15年各国发展和全球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习

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言时宣布，“中国设立‘南南

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 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

国家落实 2015年后发展议程；增加对最不发达家

投资，力争 2030年达到 120亿美元；免除对有关最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截至 2015 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

务”[18]。此外，中国还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

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

作机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发展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主席从全球视角思考

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

一路”等新思想新倡议，倡导正确义利观和亲、诚、

惠、容理念，引领中国对外援助实现转型升级，向

国际发展合作方向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

国际发展合作的务实举措，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为全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15年 9
月，“在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

主席宣布5年内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19]。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

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推动全球合作，共

同抗击疫情，5月 18日，在第 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

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支持全球

抗疫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两年内提供 20亿美元国

际援助，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

急仓库和枢纽，建立 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

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

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20]。以实际行动模范

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

重要平台。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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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

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

展目标”[21]。7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就，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与沿线国家已建设

8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沿线 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22]。“一带一路”倡议

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据世界银行研

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 760万人摆

脱极端贫困、3200万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

易增长 2.8%至 9.7%、全球贸易增长 1.7%至 6.2%、

全球收入增加 0.7%至 2.9%”[23]。中国搭建的这一

新型国际合作平台，造福了沿线各国的人民，对全

球发展的贡献也日益凸显。

三三、、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

积极推进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积极推进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结束后，美苏等大国主导建立了以“雅尔

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在一定

程度上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其

目的是构建战后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符合

世界人民建立和平稳定新秩序的愿望。但是由于

这一秩序主要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

构建的，在战后国际实践中，美国等大国也时常利

用该体系下的多个国际机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其不公正不合理性相当明显。作为旧国际

秩序的受害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处理国与国关

系中特别珍视主权、独立及平等，积极推进国际关

系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

动者

二战后，随着国际法西斯阵营的垮台，世界范

围内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并取得节节胜利，殖

民体系随之土崩瓦解，一大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

和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国家有着强

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意识，他

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损害其国家主权和垄断国际

事务的强权行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近代遭

受殖民侵略的历史经历相同，对国际关系民主化

的诉求相似，这促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

大国际事务上一直相互支持、相互协调，中国与广

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主张平等相处，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1954年，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

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回应了当时中国与广大新独

立民族国家寻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愿望，并逐步发

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成为反对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1955年，亚非会议

的成功召开，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政治团结，而且

挫败了西方国家企图破坏会议、分裂亚非国家的图

谋。此后，中国通过加强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

集团的团结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和合理要

求。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在

联合国框架下，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国际安

全、发展问题开展广泛协调与合作，提升了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促进

国际关系向着民主化方向发展。

自 20世纪 8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明确提出建

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冷战结束后，对于以什么

样的秩序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日、欧等国

际主要力量主体都提出过种种设想与主张。1988
年 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

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

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

出，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

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

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24]。中国倡

导的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以和平、稳定、公正、合理为目标追求。

（二）坚定奉行多边主义的原则立场，推动全

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迈进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

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

益突出，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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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远落后于国

际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当今世界国际新秩序建构中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

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

变化。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主导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仍没有在实质上改变

持续存在的世界性经济资源分配和经济成果分配

不公的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国际话语权

与自身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不匹配问题。现行全球

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如资源能源安全、粮

食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难民问题、气候变化、打

击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等挑战方面显得步履

维艰。2020年，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

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一些弊端。全球治理

中出现“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等问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为破解全球治理体系中上述突出问题，中国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着眼于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

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针对事关中国、事关各

国发展与安全的大事，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多边场

合提出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原则立场。2019年
3月 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

上的致辞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

主要内容是：“一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

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

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

规则民主化。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

帜，充分发挥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要坚持互商互

谅，破解信任赤字。强调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

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三要坚持同舟

共济，破解和平赤字。主张要秉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和零和博弈旧思

维，摒弃丛林法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

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

路。四要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25]。

在这一治理理念引领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体系的改革。强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更平

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更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各国共

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不谋求另起炉灶，

而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以实际行动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除“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外，2020年 9月，习

近平主席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6]，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

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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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PC to the World since 1949

WANG Qiaoro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always advocate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nd played a constru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e CPC has explored a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ed a once poor and backward China to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making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PC is also a promoter of democrat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firmly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multilateralism and strives to make global governance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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