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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科技外交的实践与特色

罗　晖　李　政　崔馥娟　王梓宁

＊ 罗晖，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政，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崔
馥娟，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外事服务处副处长；王梓宁，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外事服务处项目主
管。（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①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
日，ｈｔｔｐ：／／ｊｈｓｊｋ．ｐｅｏｐｌｅ．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０３４２３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

摘　要　科技外交是外交的重要组成，是处理国家之间科技合

作关系的活动。随着全球科技创新格局的快速发展，科技与国际关

系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愈加深入，科技外

交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国内外科技外交的理论

研究，对科技外交的定义和特征、我国开展科技外交的实践历程、

当前科技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如何加强科技外交的战略

谋划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应明确科技外交战略目标，构建中国特

色大国科技外交理论体系，打造适应新型国际关系的全球科技合作

版图，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强化风险预见和应急处突能力，

积极发挥民间科技交流的重要作用，以期对进一步做好科技外交工

作有所启示。

关键词　中国科技外交 全球科技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间科技交流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加快调整，中国科技实力

迅速提升，我国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发生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① “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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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① 为科技领域的对外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面向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应对全球科技治理的

困境和挑战，科技外交在战略谋划、理论建设、工作布局、风险防范等方面

都需要加强。本文拟在把握科技外交特点与规律、认识新中国科技对外交流

合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辨析当前科技外交形势变化的趋势，提出科技外交

工作的战略框架，突出民间科技交流的重要意义，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为指引，形成中国科技外交的鲜明特色。

一、科技外交的概念和特点

（一）科技外交的缘起

科技外交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个新特点，成为建立新型国

际关系的新维度。② 一方面，科学技术与国家间关系的联系不断加强。冷战

结束后，和平发展成为国际共识，科技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愈加广泛深刻。２０
世纪下半叶，科技成为强化国家力量的重要手段，国家地区间科技交往不断

扩大深入，科技与外交两个领域不断叠加交织，并且联合日益紧密。③ 许多

外交问题涉及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叉综合，④ 虽然主体责任

依然主要在国家，但传统外交手段已经难以应对科技领域外交事务的挑战，

需要以更灵活的 “巧实力”加以解决。⑤ 另一方面，科技国际化的趋势更为

明显。随着各国不断增加科研投入比例， “大科学”工程和计划纷纷上马，

研究开发投入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科学研究国际化趋势显著，全

球科技创新版图加速调整。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需要外交提供支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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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实现科技人员之间交流的便利化、建设大科学研究装置、运营国际科

技组织、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等，都需要国家外交机构的强力支持和外交官

的博弈斡旋。科技外交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体现了科技与外交相结

合、官方与非官方协同运作的客观实际，是整体观、系统观的必然要求和

结果。

科技外交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１９９９年，美国国务院发

布 《对外政策中科学、技术、卫生等的全面深入：美国国务院首要工作》报

告，其中提出，科技外交是科技与外交的交叉与融合。① 美国国内还创办了

名为 《科学与外交》的学术刊物。② 同期，欧盟提出了类似概念，联合国文

件中也开始出现科技外交或者科学外交的相关内容。２１世纪，科技外交实践

在发达国家得到发展。日本科学技术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发布 《加强科学技术

外交》，提出科技外交应该成为振兴日本的载体之一，特别是要通过引入外

国资源来加强日本的研发体系建设。２０１０年，日本第四个科技基本计划提出

了科技外交的总体规划，并设定了两个具体目标：提高日本研发的全球竞争

力、提升日本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德国教育与研究部于２００６
年发布 《高科技战略》，首次提出科技外交目标是巩固德国作为欧洲领先研

究中心的地位，培养领导欧洲大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２０２０年，德国外交部

出台 《德国科学外交》，提出科研与学术关系政策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德国联邦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德国成为全球教育和研究中心，并为科

研人员及其所在机构构建国际网络。③ 英国提出要占据科技外交的前沿，英

国外交部于２００９年设立首席科学顾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与外交部

共同管理科技外交网络———科学与创新网络 （ＳＩＮ），该网络拥有大量资助，

网点遍布全球２８个国家和地区、２７０个地点，派出学者、科研人员和外交官

担任科学官员，其中一半的科学官员派驻在亚洲。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

２０１０年出台 “国家研究和创新策略”，提出把法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科学

强国的愿景，以及提高对欧洲研究的参与度、加强与科技发达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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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等具体目标。法国外交部２０１３年发布 《法国科技外交》

报告，集中阐述了科技在法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角色以及未来方针。

（二）科技外交的定义

科技即科学和技术。科学指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研究 （如数学、物

理、化学等），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并指定产生和证明知识的方法以

及一套管理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行为。① 技术是在劳动生产方面的经验、

知识和技巧，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方法原理，

是人们利用现有事物形成新事物，或是改变现有事物功能、性能的方法。②

传统的外交概念是指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在对外事

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外交是一国维护本国利

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决定一国外交的

不同性质、内容和特色，形成不同形态的外交。③ 外交既是一种专业，也是

一种职业，同时也是一门艺术。④

当科技与外交两个领域相交叠时，科技外交应运而生。狭义的科技外交

应当包含 “外交”与 “科技”相互关联的核心特征。目前国际公认的科技外

交概念是由英国皇家学会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在２００９年共同主持召开的 “科

技外交新前沿”专题研讨会上提出的。该定义描述了科技外交的三个方向：

“外交中的科技”，通过提供科技领域的相关建议来达成外交方面的诉求；

“为了科技的外交”，以外交手段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为了外交的科

技”，以科技合作为手段来实现改善国际关系的目的。这一定义是目前学术

界公认的对科技和外交关系较为系统的阐述。⑤

广义上看，只要是处理国家之间科技合作关系的活动，即属于科技外交

的范畴。比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科技外交》报告认为，科技

外交关注的重点包括技术转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协议，生物技术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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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技术风险管理、市场准入和标准制定，国际技术联盟，知识产权。① 如

前文所述，美国国务院１９９９年提出的定义侧重科技与外交的交叉融合。王

明国将科技外交定义为主权国家为推进国家间关系、达到特定目标的一种运

用了科技交流等科技相关手段的对外活动。② 尼娜·费德洛夫认为，科技外

交旨在通过各国间的科学互动，促进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在此过程

中形成基于知识、科技实力分享的新型国际伙伴关系。③ 奥斯丁·爱德华斯认

为，科技外交是以科技合作、交流等为手段，建立新型、互惠的国际关系。④

综合上述，根据中国开展科技外交的具体实践和实际情况，结合国际组

织和学术界围绕科技和外交关系的讨论，本文对 “科技外交”作出如下定

义：科技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为了实现一国的

科技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以官方或者官方委托的方式，通过双边、多边等

合作渠道，在缔结条约的框架下，处理对外科技合作事务的有关活动。这一

定义的核心内涵包括：科技外交是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新

维度，需要科技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协同；科技外交既包括服务外交的科技、

也蕴含服务科技的外交，既包括政府科技外交，也包括公共科技外交和民间

科技交流；科技外交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立法机关、政府机

关、人民团体和政府授权的法人机构等，也包括受国家委托承担特定科技外

交任务的民间主体，如行业协会、科技社团、企业、智库、传媒等；科技外

交人员包括外交人员、国际合作公务人员，还包括执行特定科技外交任务的

专业人员，其中多为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概括而言，科技外交的实质是利用

科技领域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取得科技主导地位。

科技外交活动比较集中的领域主要是基础科学、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与科技政策、数字技术和数字经

济、民用核技术与核安全等。开展科技外交的方式主要有建立双边科技合作

机制、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发起建立国际科技组织、发起大科学计划和工

程、吸引国际科技人才、开展国际研发合作、开展国际技术援助、制定国际

５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３．

王明国： 《科技外交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２０１７年第７期，第
４０—４７页。

Ｎｉｎａ　Ｖ．Ｆｅｄｏｒｏｆ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ｅｌｌ，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９－１１．
Ａｕｓｔｅ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ａｇ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ｒｇ．转引自王明国：《科技外交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第４０页。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

技术贸易规则、实行技术出口管制、设立国际科技奖项等。影响科技外交的

因素包括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外交理念、科学原则、科技实力、地缘政治

和意识形态等。科技外交与科技政策、外交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１），科

技外交的成效对外交和科技都有着重要影响。

图－１　科技外交与科技政策、外交政策的关系

（三）科技外交的特点

科技外交在原则、立场、方式方法等很多方面都符合外交的一般特点，

但同时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如科技外交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参与人员和所

开展的活动不同于传统外交，这些特点令科技外交有着鲜明的特色。

对专业知识的要求高。今天的对外交往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

方方面面，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内容越来越多，显著拓展了传统外交的范畴和

边界。传统外交对外交人员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如谈判能力、判断力、政治

家风度等依然存在，然而外交议题的拓展要求大量专业人员参与其中。科技

外交所磋商的内容会涉及最新的科技成果、工程问题、研究构想、科研分工

等，很多问题具有科技方面的前沿性、不确定性，或者工程上的专业性、协

同性，需要前沿且具体的专业知识做支撑。比如，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国际

政治议程的优先事项之一，气候知识和科学数据成为外交博弈的重要部分，

这就需要具体负责的专业外交官熟悉相关领域的前沿成果，与相关领域的专

业人士深度配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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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科技人员深度参与。如前所述，科技外交的实质是利用科技领域的

技术标准和规则取得科技主导地位。在科技外交实践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不仅是知识和政策的提供者，而且是直接谈判人员，更多从幕后走到台前，

承担起 “科学家外交官”的职责。比如在技术标准和规则的磋商中，需要科

学家和技术人员就以科学为基础的问题进行谈判。外交人员、国际合作公务

人员也会参与到有关的科技外交事务中，发挥政策指导的作用。科技人员的

深度参与也令科技外交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科学界普遍认同在科学原则基

础上应该无障碍地开展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即使是在国际政治关系错综复

杂甚至传统外交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科技领域的合作依然能够保持国家

间的联系。科学家共同的兴趣和目标，使得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更加容易实

现，也由于科学家被科学理想驱使愿意分享知识，使得开放科学在科技界获

得广泛支持。在国际关系局势变化或出现紧张局面、传统外交沟通渠道不畅

时，科学家通过对话和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比较

典型的事例是美苏两国物理学家发起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

（Ｐｕｇｗａｓ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在美苏冷战形势最为严

峻的时期，包括美苏两国在内的各国著名科学家为防范世界核冲突、推动核

裁军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也参与了相关活动。为表彰

该会议和科学家群体发挥的重要作用，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及其组

织人约瑟夫·罗特布拉特于１９９５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开展方式灵活多样。科技外交既包括服务外交的科技，也蕴含服务科技

的外交；既包括政府科技外交，也包括公共科技外交和民间科技交流。科技

外交使得灵活多变的外交谈判技巧与理性、公正、普遍的科技知识相互融

合，① 除了常规的缔结条约、互行文书、互派科技外交官、谈判交涉之外，

还有与科技活动相适应的特有方式，如举办国际科技会议、设立科技奖项

等。许多国家都把举办高水平、系列性的国际科技会议作为科技外交的重要

方式。这些被称为 “奥林匹克”级别的国际科技会议，往往由举办国的国家

元首亲自出席并致辞，并由当地政府给予会议经费资助等。还有一些国家出

于提升国家声望的意愿，通过设立国际科技大奖来争取国际科技界的认可。

比如，瑞典的诺贝尔奖、挪威的阿贝尔奖、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奖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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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原则与维护国家利益有机结合。科技外交涉及科技和外交两个

领域，科学无国界，外交则是划分国家利益的艺术，当外交原则与科技领域

的科学规范相遇时，适用于科技外交领域的规范便随之产生。科研活动中所

形成的规范，包括科学界公认的信仰、理论、模型、模式、事例、定律、规

律、应用、工具仪器等，不仅是科学界所遵循的理论框架和规则，而且促使

人们基于科学价值来构建一切认识价值，这是科学的重要内涵。科技合作为

传统外交拓展了新的对话平台和渠道，为国家间交往建立了新的维度。科学

家有祖国，如何在国际交往中既坚持科学原则，又能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实

现外交目标，对外交人员及科研人员均提出较高要求。

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对外交流合作

建国以来，我国的科技对外交流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突破封锁

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恢复正常交往与合作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在复杂局势

中曲折发展阶段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全面融入全球化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以及

新时代建设科技外交工作新格局阶段 （２０１３年至今）。① 每个阶段的科技外交

活动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烙印，虽然各阶段科技外交的任务要求和

表现形式不同，但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地落实国家科技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

这一要旨贯穿其中，成为不同阶段的脉络主线。

（一）突破封锁开展科技合作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纪元。新生的人民政权

亟需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科学技术合作遂成为新中国展示自己光

明、进步、发展形象的重要渠道。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配合国家 “一边

倒”外交政策以及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② 新中国积极学习苏联、东欧等

国先进技术，为亚非拉伙伴提供援助，并通过参加相关国际组织活动，与各

友好国家对应组织发展关系，配合国家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等渠道，打破西方

国家封锁，努力塑造新中国的科学形象和大国地位。

８

①

②

罗晖：《中国科技外交４０年：回顾与展望》，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８年第２３期，第
５５—６５页。

《杨洁篪：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２０１９
年９月２日，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９／０９０２／ｃ６４０９４－３１３３１７１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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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学习国外科技领域的先进技术经验，提升我国科技

发展水平，国家确立了以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为手段，积极学习苏联、东欧

等国先进技术经验的基本方针。１９５６年秋，苏联牵头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正

式成立，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

理论物理等，国家派出王淦昌、周光召等１３０余位科技工作者到该所工作、

学习，积极与国际同行开展交流，增进了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人员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

进入６０年代，我国与２４个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了科技合作关系，并签

订了４个政府间双边科学技术协定。１９６４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中国举办

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４４个

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共３６７人参加会议。１９６６年又举办暑期物理研讨会，来

自各大洲３３个国家和１个地区性学术组织的１４４位科学家参会，毛泽东主席

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各国科学家代表。我国对亚非拉国家给予的技术援助赢得

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调整同美国的关系，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西方国家开展民间交流。１９７１年，我国开始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开展国际科技交往与合作，并以民间科

技交流的方式同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联系。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中美两国科学代表

团开始进行互访。中华医学会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应邀组团访问美国，成为新中

国首个访美的科学代表团。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家也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事务，团结国际科技界的进

步力量，在国际科技界努力发出中国声音。１９４９年５月，世界科协主席约里

奥—居里受到法国当局迫害，中国科协工作者协会通电抗议、予以声援。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美国政府非法拘捕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等，中华全国

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简称 “全国科联”）当即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

席及世界科协总书记发出呼吁，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１９５１年４月，

全国科联派代表团出席世界科协第二届全体大会，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经大会选举成为世界科协副主席。

（二）恢复正常交往与合作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恢复与西方国家的正

常交往，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民间对外科技交流事业和科技界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周培源代表中国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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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所属学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提出 “全国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还要更

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① 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于北京正式签订，成为我国同西

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该协定框架下，中法政府科技

合作联委会成立。② 此后，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全面启动，我国与欧洲主要国

家的科技合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与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签订了

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１９７８年７月，中美双方政府部门在空间、航空、教育、基础科学、农

业、卫生、能源、地质、地震、大气、海洋等多个领域开展对口会谈。１９７８

年１１月，美国科促会代表团首次访华，为１９７９年１月两国签署 《中美科技

合作协定》奠定基础。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家多次应邀访华，并

积极努力为中国培养科技人才。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９年十年间，中美两国在互派

留学生、学者交流、农业技术、高能物理、大气等２７个领域签订合作协议，

执行了将近５００个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科研人员交流达５０００人次以上，

成为中美关系整体前进的重要推动力。

除积极同西方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外，我国还主动组织举办国际科技会

议。１９８０年，中国科协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得到恢复，至１９９０年底，中国

科协及所属学会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达１３００多次，接待来访团组３０００多

个，派出人员近６０００人、参加学术交流１５００多次。这些会议和活动不仅帮

助中国科技界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最新科技发展动向，而且有效增进了我国

科技人员同国际科学界的交流沟通。

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组织事务，提升我国科技影响力。１９７９

年，中国化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中国科协

正式加入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简称 “国际科

联”）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民间科技团体，我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因台湾问

题退出该组织，③ 后经过复杂曲折的沟通协调，国际科联在１９８２年９月第１９

届全体大会上恢复了中国科协的国家会员席位。１９８８年，国际科联第２２届

０１

①

②

③

《把科学院整顿好 把科研工作搞上去》， 《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４月３日，第２版，ｈｔｔｐｓ：／／
ｃｎ．ｇｏｖ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ｃｏｍ／ｒｅｎｍｉｎｒｉｂａｏ／１９７８／４／３／２／。

《中国同法国的关系》，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ｏｚ＿６７８７７０／１２０６＿６７９１３４／ｓｂｇｘ＿６７９１３８／ｔ７２７２．ｓｈｔｍｌ。

石林：《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ＩＣＳＵ）简况》，《力学与实践》，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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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华召开。至１９９０年底，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达到３５０人。

（三）在复杂局势中曲折发展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冷战结束，我国外交经受住巨大考验，维护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党

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讲话，将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下，我国科技外交积极进取，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妥善处理了复

杂问题，逐步开启新的合作领域。

通过科技合作稳定双边关系。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中国和俄罗斯签署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１９９４年，中日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１９９５年２月，中美

签署 《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利用领域合作协议书》。１９９８年６

月，中美签署 《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１９９７年５月，中法签署 《中法

联合声明》《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卫生和医

学科学合作协定》 《研究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定》。１９９９年，中巴

（西）联合研制并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科技

外交成果的典范。

积极开展科技多边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机制下的经济技术

合作，成为多边科技外交的重点。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在ＡＰＥＣ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 “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科技领域的合作”，“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

业园区”，并建议 “在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一个科技工业园区网络，以鼓励亚

太地区科技工业园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信息沟通”。① 随后，我国开放了北京、

西安、苏州等一批科技工业园区，扩大同ＡＰＥＣ成员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２０００年４月，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在上海召开。

通过科学家网络稳步开展对外交往。１９９５年４月，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

田长霖致信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表示希望与中国科协恢复合作关系，１２月

田长霖应邀访华，１９９６年４月双方在京联合举办 “亚太地区科技界高层人士

会议”，使一度受阻的民间科技往来恢复正常。此外，我国正式启动了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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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谈科技和环保合作》，新华网，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５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ＡＰＥＣ２００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ｇｙＡＰＥＣ／ｚｇｙＡＰＥＣ＿ｌｈｚ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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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的工程师互认工作，中国科协代表国家先后与德国工程师协会、罗马

尼亚工程师总会、波兰工程协会联盟、俄罗斯工程学会联合会等签订了合作

协议。我国还积极利用主场外交，组织举办了一系列高级别国际科技会议，

包括第２８届国际科学理事会全体大会、第２４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第１５届国

际植物保护大会、第１５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等。

（四）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进入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要素

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全球科技界的合作更加紧密。开放科学的出现推动

了知识与科技成果的开放共享，科学家能够更加方便地跨越学科领域和国境

的限制，更加充分地分享和利用共同的研究成果，加速形成自下而上的全球

研发网络。跨国资本的流动，带动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性不断提

高，人才流动在所有创新要素中占据核心位置。知识产权支付、高技术及其

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易的比重持

续提高。

伴随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更加尊重和自觉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２００１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加入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ＴＲＩＰｓ）①，这在科技外交领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ＴＲＩＰｓ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不仅为我国经济融入世界提供了规则支撑，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我国从以传统产业

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加入ＴＲＩＰｓ充分说明我国对知识产

权保护日益重视，为我国持续推进科技进步提供助力。

通过科技合作，促进大国关系。第一，建立中美创新对话机制，缓解中

美知识产权摩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不断制造摩

擦，技术出口管制逐步加剧。中国推动建立中美创新对话机制，谋求更多经

贸与科技合作机会。② 自２０１０年起，中美双方在对话机制下就双方关切的问

题，如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府采购政策、对美资企

２１

①

②

ＴＲＩＰｓ是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的简称。ＴＲＩＰｓ与
ＧＡＴＴ和ＧＡＴＳ共同构成 ＷＴＯ规则体系的三大支柱。

自２００６年我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颁布实施以来，美国
对其中的自主创新战略高度关注，认为对美国企业有歧视性政策，并要求我方解释对高新技术企业的
认定、政府采购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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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发开放，① 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中资企业的投资安全审查等

内容进行磋商，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增进互信和理解、促进科技创

新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经过双方科技界的共同努力，中美在能源、农业、卫

生与健康、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科技合作继续稳步开展。第二，稳

定对欧科技合作。随着欧盟国际科学与技术合作战略的实施，我国与欧盟的

科技合作成为新的亮点。欧盟的 “地平线计划”鼓励欧盟国家与第三方国家

开展合作，我国成为合作最多的国家之一。第三，深化对俄科技合作。２００１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其中明确提出缔约双方将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军技、科技、能

源、运输、核能、金融、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及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

合作。②２０１１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关于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１０周年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两国在科技等领

域的务实合作快速发展，并决定积极探索新的科技和创新合作方式，确保在

进行优先方向的联合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发时，以及科研成果商业化和产业

化过程中开展全面合作。③

利用我国科技优势，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我国与拉美

地区的科技合作继续深化，在空间技术领域的合作尤为瞩目。２００４年，我国

与阿根廷签署了 《中阿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帮助阿根

廷发展卫星技术。２００８年，我国为委内瑞拉成功发射通信卫星。同时，我国

进一步加大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２００９年，我国与非洲国家正式

启动 “中非科技合作计划”，推动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科技伙伴关系，协助

非洲国家开展科技能力建设，增强非洲国家科技自生能力，其合作领域涉及

技术示范与推广、联合研究、技术培训、政策研究、科研设备捐赠等方面。

２０１１年，我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射通信卫星，在航空航天、遥感和核能技术等

方面对巴基斯坦提供技术援助。

３１

①

②

③

２０１０年５月，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ＵＳＣＢＣ）提交报告，认为中国制定的自主创新产品
和技术清单极有可能导致歧视性政策执行。该报告提出，促使中国放弃通过政府采购或产品清单来鼓
励创新，去除对知识产权 “所有权”必须在中国的要求，或者扩大认定标准。该报告同时建议，中国
应通过吸引国际上的技术开发，鼓励研发中心在华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６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ｔｙｆｇ＿６７４９１３／ｔ４９７６．ｓｈｔｍｌ。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关于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１０周年
联合声 明 （全 文）》，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ｏｚ＿６７８７７０／１２０６＿６７９１１０／１２０７＿６７９１２２／ｔ８３１５５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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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主场优势，办好主场科技外交活动。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第２８届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８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００余名代表就

天文学领域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交流和探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强调科学技术需要开展广泛务实的国际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

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粮食安全、人口健康等重

大问题，以造福全人类。此外，一系列高级别国际科技会议在华召开，包括

第６４届国际宇航大会、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第３２届大会等，为提升

我国科技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新时代开创科技外交工作新格局 （２０１３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工作运筹帷幄，牢牢把握中国和

世界的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

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习近平外交思

想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

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

向，指导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①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科技外交也积极作为，为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贡献力量。

目前我国已经与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签订

了１１０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２００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

织，形成了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在驻４７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和多

边机制的７０多个使领馆 （使团）设置了科技处 （组），派驻了１４６名科技外

交官。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启了创新对话机制，包括中美、中欧、中

德、中法、中以、中巴 （西）、中俄、中加以及中比 （利时），与广大发展中国

家建立了六大科技伙伴计划 （非洲、东盟、南亚、上合组织、拉美、阿拉伯），

基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 （图－２）。②

除官方科技外交稳步推进外，民间科技交流也在快速发展。中国科协与

所属２１０个全国学会、协会和研究会通过支持科学家和科技组织开展对外交

流合作，有力地服务外交工作大局。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中国科协本级已

加入７个国际组织，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中有１４４家加入了３６５个国际

４１

①

②

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２０１８年第１５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ｄｕｋａｎ／ｑｓ／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ｃ＿１１２３２０９５１０．ｈｔｍ。

《壮大科技朋友圈，创新中国谱华章》，搜狐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
ｃｏｍ／ａ／２８２８４０７９１＿１１４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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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含不同学会加入同一国际组织１５个）。在中国科协本级加入的７个重

要国际组织中，有４位科学家担任主席，２位担任副主席，全国学会协会研

究会经中国科协推送在所加入组织中担任执委以上职务的有３８０人次，其中

副主席及以上级别任职１３５人次。我国科学家深入参与全球科技规则制定、

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等工作，推动科技外交不断深入，有力地支

持了中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图－２　中国开启的九大创新对话机制与六大科技伙伴计划

三、当前我国科技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迅速提升，全球创新格局加快调整，科技全球化呈

现出新的特点，科技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新变化。

（一）我国进一步发展科技外交的机遇

首先，科学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化的事业，大科学计划或工程加快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球国际论文合作发表量为５７５８５７篇。以中美两国的科研人员合著

论文为例，２０１９年合作发文５０３３０篇，为２０００年发文数量 （２２３１篇）的约

２２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美科学界针对疫情的联合研究明显增

加。① 各国纷纷上马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大科学工程”主要指投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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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Ｆｒｙ　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ｒｉｓｉ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ｏＳ　ＯＮＥ，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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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国合作、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而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的

科研项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ＩＴＥＲ）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ＳＫＡ）、人类全基因组ＤＮＡ测序 （ＨＧＰ）、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等大科学计

划的实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推动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对大科学研究国际合作

的支持，通过汇聚高水平的科研资源，分担大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共同建设

和维护大科学装置，致力于解决重大、复杂的科学问题。

其次，应对全球治理挑战需要国际科技合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及当前突出的气候变化、水和食物、人类健康、重大传染病防治、生物多

样性、减灾防灾、能源供应、网络安全等重大挑战，都关系人类社会的共同

命运，需要科学技术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发展支撑。从２０１２年起，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援助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利用与海洋灾害预警研究及能力建

设、ＬＥＤ照明产品开发推广应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示范、风光互补发电系

统研究推广利用、滴灌施肥水肥高效利用技术试验示范等项目，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①２０２０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

凸显了国际合作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正如国际科学理事会

指出，国际科学界以充沛的精力与开放的心态应对肺炎疫情，通过其专业技

能了解这一疾病的方方面面，评估传播趋势，进行诊断测试并研发疫苗。

再次，全球创新版图深刻变化，科技因素对国家间实力对比、战争形态

演变以及国家外交资源的影响进一步上升。亚洲正在成为新的全球科技中

心，其中中国的表现最为抢眼。从科学和工程类论文等出版物的产出数量看

各国的科学产出贡献，１９９５年美国和欧洲合计占世界科学产出的６９％，

２０１４年则下降到６５％，而亚洲的份额从１４％上升到４０％，其中中国占到

２０％以上。中国科技人员在２０１８年共发表５２．８３万篇科学与工程类论文。

如果把欧盟２８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话，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版物产量

最高，中国位列其后，再次是美国 （图－３）。

（二）我国进一步发展科技外交的外部风险与挑战

开放科学旨在全面提升全球科学素质、改善科学技术发展不均衡，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ＵＮＥＳＣＯ开放科学建议

书》，动员国际科学界一同参与开放科学事业，推动普遍获取科学知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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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战略和
对策研究》，２０２０年９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ｌｃｅｇ－２０２１０２０７－２－ｚ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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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２１世纪数字时代的变化、挑战、机遇和风险。中国致力于消弭知识鸿

沟，缓解全球科学素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文化

协同发展。例如，我国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

共享平台发起和主导了国际重大灾害数据援助机制 （ＣＤＤＲ），协调我国民用

和商业高分辨卫星资源，在２０２０年对伊朗洪涝、乌兹别克斯坦溃坝、黎巴

嫩贝鲁特港口爆炸、哥伦比亚洪涝、斐济亚萨台风等国际重大灾害作出应急

响应。①

图－３　全球及部分国家／经济体科学与工程类论文产出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数据来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Ｕ．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Ｆｉｇｕｒｅ　２１，ｐ．１２．

然而，美国为保障自身的科技霸权，对开放科学和科技全球化进程造成

了极大破坏。２０２１年６月美国国会通过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其中针对

中国提出 《２０２１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等系列条款，通过切断中国科技企业

供应链、收紧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中美科技交流、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建立

排华科技规则等方式破坏科技交流合作，甚至威胁对华友好的美国科学家，

形成 “寒蝉效应”。美方炮制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报告，逐步构建

对华技术围堵之势。 《限制、利用和竞争：应对中国的新战略》 《分离的焦

虑》等报告扬言要围剿我国贸易、技术发展，提出实施 “小院高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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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学数据共享 让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比翼齐飞》，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ｃ＿１１２７７３５０３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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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实行长期技术封锁和围堵。《中国领跑尖端技术研究》《中国的论文数

在１０年间迅速增加》《中国在重点尖端领域加速投资研发》等报告认为，中

国近年来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并称在３０项尖端研究主题中占据了

２３个首位，而美国只有７个，这些观点无疑将竞争的矛头指向了我国基础研

究。又如，《中国在创新方面赶上美国了吗？》罗列了３６项指标说明中国科

技取得的进步，分析了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和安全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因素，指

出 “中国未来的创新需要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这显然是针对基础研究发

展条件，暗示未来封锁打压的对象和具体做法。 《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

技竞争的战略，为美国领导地位提出的可行建议》提出要依靠民主价值观，

与所谓的民主国家盟国和科技公司合作提高竞争力。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国

意图主导设立 “民主科技联盟”，采用多边机制在国际研发合作、技术标准

制定和科技外交政策等方面协调立场，新建一个把中国排斥在外的制定标准

的全球机构，核心依靠 “五眼联盟”和日本、德国、法国、荷兰、韩国、芬

兰和瑞典等国，进而拓展到Ｇ２０国家，发展一个大范围的信任区 （前提条件

是承诺建立无华区）。在此情况下，我国科技外交工作受到强烈冲击，中美

政府间对话磋商机制基本中断，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空间受到挤压，正常的

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等受到极大干扰。一些关键技术领

域如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半导体制造、网络安全方面的正常交流合作受到

的冲击尤为明显。

上述种种新机遇新挑战，赋予中国新时代科技外交以新的内涵和使命

———在努力开展科技外交与国际合作的同时，要做好应对美国对华技术封锁

新常态的准备，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个战略基点，抢占科技创新制高

点，加快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科技支撑，在联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和开展全球竞争合作中，塑造更多新优势，掌握更大主动权。①

四、加强对科技外交工作的战略谋划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应对美国单方挑起的 “科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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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建国：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６期，ｈｔｔｐ：／／
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ｄｕｋａｎ／ｑｓ／２０２１－０３／１６／ｃ＿１１２７２０９１６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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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科技界按照中央的部署，沉着应对、积极作为，取得了突出成绩。

但是，其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有客观原因。一方面，美国及

其西方盟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不择手段地采取打击措施，

试图把中国固化在科技追随者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另一方面，西方一些政党

对中国共产党的仇视从来没有减退，试图切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

血肉联系，在科技领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斗争也十分激烈。同时，通过对

多年科技外交实践的总结和思考，本研究也发现，我们在科技外交的战略谋

划、风险预见、力量动员和斗争准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制约了科技外交工作

的主动性、有效性。

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目标迈进。科技外交工作必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思想纲领，于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服务国家发展，从

战略谋划、理论支撑、工作格局和底线思维等多方面强化统筹规划、整体推

进，更好地发挥科技界的作用，加快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一，明确面向未来的科技外交战略目标。科技外交必须体现大国气度

和大国担当，其战略目标要围绕伟大梦想和伟大事业定位，站在道义的制高

点上，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科技创新共同

体，围绕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增进彼此理解和信任，提供全球科技公共产

品，为实现世界和平、繁荣、开放、合作提供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应在网

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减灾、卫生健康和小行星防御等领域持续推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更多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

异，共同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应突出 “一

带一路”的重要地位，把建设２１世纪 “数字丝绸之路”摆在科技外交的重

要位置，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

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技术和智慧城市建设，建立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创新引领、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广泛

开展科技人文交流，突出科学文化在超越文明隔阂中的作用，展示中国科技

界的良好科学道德和科研文化。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大国科技外交理论体系。科技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工作理念，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应注重研究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外交理论，使得科技外交工作

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持续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外交理论，必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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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立足于历史

经验和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完善。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传承红色基因，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科学成分，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科技外交的经验，对

其中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导向的内容予以吸收，丰富科技外交理论基

础。从以政府间正式交往为主的官方科技外交、以政府推动非正式交往为主

的公共科技外交和科技界发起或主导的民间交流三个方面总结实践经验，找

准规律特点，构建科技外交理论体系。

第三，打造适应新型国际关系的全球科技合作版图。科技外交要围绕全

方位外交布局，打造平等均衡、互商互利的全球科技伙伴关系。既要丰富对

美合作的层次架构，推动对美科技合作回到正常轨道，更要大力发展与俄罗

斯的高水平、全方位科技合作。既要深化与日本、欧盟国家等科技强国的科

技合作，更要密切与瑞士、以色列、荷兰、瑞典、韩国等关键小国的科技合

作。要更加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发挥中国在信息技术、卫生健康

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力度，做好同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针对新冠疫情仍然肆虐的形势，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务实推进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国际科技合

作，开展药物、疫苗、检测等领域的研究合作。要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

等共性问题，加强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

第四，维护公平正义，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科技外交工作必须

改变以往偏重组织实施科技交流计划、签订政府间合作协定等传统方式，重

视发挥企业、研究机构、科技社团和科学家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参与全球治

理的能力，使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中具有与自身科技实力和贡献相当的

地位和作用。要推动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维护和弘扬公平正义，全面参与制

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治理

规则的制定，抓住机遇提出新倡议、发起新议题、建立新组织，推动改革全

球科技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高

度重视民间科技交流工作，发展超越现实利益的科技界的友谊和信任，为国

家间关系和多边合作建立广泛、稳固的社会基础。当前，要抓紧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逐步放开在中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中国科

技学术组织任职的要求，抓紧修订相关法规政策，大力支持全国学会和顶尖

科学家发起国际科技组织，吸引国际一流科学家在各级学会任职，拓展全球

科技开放合作的广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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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预见和应急处突能力。在中国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各种敌对势力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目标，必须准备

进行艰苦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科技外交工作

必须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坚决维护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核心利益，切实保障

科技安全。必须增强科技外交工作的斗争精神，在面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时敢于 “亮剑”。必须增强战略预见能力，既要坚持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效应对当下关键技术 “卡脖子”的

问题，也要谋划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等关系长远的战略发展空间问题，

更要直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以及物质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

颠覆性变革，早做预案和准备，妥善应对可能的新 “科技战”。

第六，推动民间科技交流不断发展，有力补充官方科技外交，为开创新

时代科技外交工作新格局发挥应有作用。一是以合作共识拓展国际科技界

“朋友圈”。以中国科协组织的民间科技交流为例，２０１９年各级科协组织及两

级学会共举办境内国际学术会议１４７３场次，境内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人数

１３５．５万人次，交流论文１４．３万篇。我国科技界还推动科学数据和科研基础

设施开放共享。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科学院、中华医学会等机构和

团体搭建开放科学平台，与全球共享最新科研成果、诊治防控经验和数据资

源，中国的２００多种科技期刊迅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授权书参与ＣＯＶＩＤ－

１９数据库建设，为全球抗疫贡献科技期刊的力量。二是吸引各国同行共建共

享国际合作平台。由我国科学家主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家工程，

吸引全球范围内优秀科学家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如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

学会积极围绕 “一带一路”发起区域性国际组织，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入开

展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促进民心相通与人文交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搭建机制性、保障性平台。三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发

出中国声音。全球科技治理能力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科技社

团和科学家正在深入参与全球科技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

调，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进入国际科技组织领导层。中国科协与国际科学理事

会、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国际工程联盟等国际科技组织和重点国别对口组

织保持了良好的对话机制，建立了选拔培养中国科学家进入重要国际组织的

工作机制，加强对国际科技组织重要职位竞选的统筹、指导和支持。四是提

供科普传播公共资源、促进文明互鉴。积极发挥科学普及在民心相通中的桥

梁纽带作用，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技术，弘扬科学精神，推动不同

１２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

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建立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

机制，发展青年科学家的交流合作机制，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使青年一代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五是建立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汇聚战略

共识。在中美科技交流遇到困难的特殊时期，中美两国科学家一直保持着对

话机制。美国科技界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科技组织公开反对美国政府和一些

高校排挤、打压中国和华裔科学家的做法。２０１９年９月，美国物理学会、美

国化学会、美国天文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等６０家科学、工程学和教育组

织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研人员和阻碍国际科学合

作的行为。其后约１５０名美国科研领军人物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排

挤、打压中国和华裔科学家。

结　　语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也

为解决和应对全球性发展难题和挑战提供了新路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应

该造福全人类。但不难看到，美国等大国依仗科技优势打造知识鸿沟，试图

维护自身科技霸权地位，围堵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进

步，对开放科学与全球科技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在外交实践中努力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即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而且为中国开展科技外交指明了发展

方向。中国科学界应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加强对科技外交的战略谋划

与战略协调，坚持价值引领、主动作为、精准施策、机制共建、对话交流，

壮大国际科技界的友好力量，不断增进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信任，促进国

际科技界互信合作，以科技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杨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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