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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的中央外事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必须有

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习主席提出这个问题

是十分适时的。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

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另一方面，中

国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发生的事情

会影响世界，世界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中国。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当今国际上许

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推动，

中国当然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既要继承和发扬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上的好传统，又要

根据新的形势积极开拓创新。“一带一路”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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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

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是统领

一切的变化。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世界上出

现了一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这是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

后出现的一股新的潮流。然而，今天的世界是

从旧世界演变过来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持续了

很长时间。因此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潮

流相对的，还存在一股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

习近平主席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 , 跟

上时代潮流 , 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

题。”从中国来讲，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顺应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做任

何违反时代潮流的事情。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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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所提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本质上

涉及到 21 世纪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的问题。世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建立一

个适应世界变化的新的世界秩序，这是人类在

不断思考、讨论的一个大问题。

过去 40 多年，关于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大讨

论是在 1974 年。同年 4 月，在纽约举行了以

原料和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

这届特别联大，是由时任不结盟运动主席的阿

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的。

这个倡议的提出绝非偶然。1973 年 10 月爆发

了第四次中东战争。10 月 17 日 , 阿拉伯产油

国为了声援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减少石油生产，

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以

抗议西方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

的行为。阿拉伯产油国采取的行动，导致石油

价格暴涨，在两个月内，从每桶 3.01 美元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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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1.65 美元。石油提价和禁运使西方国家经

济出现一片混乱，引发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

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阿拉伯产油国的这一行动，使发展中国家

看到掌握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力量。布迈丁主席

正是受到这一行动的启发和鼓励，倡议召开第

六届特别联大。第六届特别联大，其目标十分

明确，就是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政

府对于阿尔及利亚的这一倡议十分支持，派出

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大

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第六届特别联大的意义不可低估。这是发

展中国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本质上是对西方在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

冲击。这也是战后人类对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

第一次尝试。

全球关于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第二次大讨论，

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冷战走

向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的时候。小平同志

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变化必定会带来世界秩序

的变化。1988 年 12 月 2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

本贸促会访华团时又明确指出：目前是建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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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

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

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

他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应该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1988 年

12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

地时明确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做，

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

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 1974

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

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

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德国走

向统一，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见此形势踌躇满志。1990

年 9 月 11 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

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

1991 年，老布什又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

了要由美国来领导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2 年 1 月 31 日，安理会应英国的倡议，

在纽约举行了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巩固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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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及作用。我时

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发言人，随同李鹏总理出

席了安理会的这次首脑会议。在现场的感觉是，

英国倡议召开这次首脑会议实际上是要配合老

布什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李鹏总理

在会上发言，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中国关于建

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的精英阶层欣喜

若狂，认为苏联解体表明西方是冷战的胜利者，

“历史终结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那一套推

向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世界的多

样性是客观存在，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国那

个样子是不可能的。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变

化没有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而是沿着自身

发展的轨迹前进。一批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崛起，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心

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关于世界秩序的第三次大讨论，大概是在

进入新世纪，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后。金

融危机重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此同时，一

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2013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

计算的发展中国家 GDP 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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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志着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上关于建立什么样

的新秩序的问题，讨论得越来越多。

2011 年 9 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和

平发展》白皮书，强调：“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

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

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

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

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2011 年 10 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会代表团在会长郑必坚的带领下访问了美国，

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和布热津斯基博士。郑必坚

会长从共赢的思想出发，在展望未来十年美中

关系时，提出双方要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

益共同体，他们二位都予以积极响应。

基辛格博士说：“我是搞了一辈子‘均势’

的人，现在看来，在 21 世纪的世界搞均势是不

行了。还是您提出的办法好，扩大利益汇合点，

构建利益共同体。”基辛格博士的这番话是经

过长期思考、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多少年来，

人们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实现了某种平衡，和

平才有保证。当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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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就是均势。但在 21 世纪，均势的理论很难

行得通了。

布热津斯基博士说：“我读了郑必坚先生撰

写的有关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

论述，很有感触。回顾过去一百年，1914 年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前，如果时任大国领导人的主导思想不

是他们当时的思想，而是你们今天倡导的思想，

我想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公认的两大战

略家。他们二位不约而同地认同共赢的思想，

很有代表性。

2014 年 10 月中旬，亚洲协会在美国召开

了一场题为《亚洲的崛起和我们共同的未来》

研讨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

我应邀出席了会议。10 月 13 日，会议开幕的

前一天中午，基辛格请傅莹和我午餐。在谈及

为什么要写《世界秩序》一书时，他说：“本来

我不想再写书了，但是有一天人们问我，关于

国际形势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我想了想，我

最担心的是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不建立起

来，世界不会稳定，我从我的担心出发，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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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本书。”基辛格强调说：“美国和中国是世

界秩序两大不可或缺的支柱。美中两国要坐下

来谈如何构建 21 世纪世界秩序。”基辛格还突

出了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他说：“中

国怕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怕中国把美国

挤出亚洲，双方这种相互的担心很难消除，我

看最好的办法是中美共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

让中美各自的利益进一步交融，相互依存，相

互之间的担心就会逐渐消除。”在 10 月 14 日

的研讨会上，基辛格亲自出席，介绍了他新书

的观点。

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话不长，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共赢。中国共产党关于时

代潮流的表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邓小平时

代“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潮流；胡锦涛

主席对时代潮流加了两个字“合作”，即“和平、

发展、合作”是我们时代的潮流；习近平主席

关于时代潮流又加了两个字“共赢”。我认为

这两个字加得是很到位的。

共赢是国际关系中的新事物，而过去几千

年，零和思维居主导地位。零和思维就是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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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败，我赢你输，我得你失。共赢思想的出现

与时代主题变化密切相关。在战争与革命的时

代不可能共赢，战场上是你死我活，没有共赢；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也没有共赢。只有时代主题变化了，和平与发

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才可能共赢。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旧的国际关系而言的。

什么是旧的国际关系？那是大国主宰一切的国际

关系，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盛行的

国际关系。大国可以欺负小国，强国可以损害弱

国，富国可以掠夺穷国。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意味着用合作共赢取代霸权

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在新型的国际关系

里，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穷国一律

平等。因此，新型的国际关系是更加民主的国际

关系，是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关系，也是能保证

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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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

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讲话，

提出了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

年 10 月 3 日，习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

了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这两个倡议被概括为“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

经济合作倡议。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中国领

导人第一次提出涉及六七十个国家、四五十亿

人口、影响深远的倡议。实现这个倡议需要好

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倡议提出后引起

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方面经过

深思熟虑的，考虑到时代主题的变化、全球局势、

欧亚大陆的现实、中国的需要和应尽的职责。

1. 契合时代主题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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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零和博弈。今天则不然，游戏规则是正和博

弈、合作共赢，这是时代主题变化所带来的结

果。我们千万不能轻视游戏规则的变化。在零

和博弈的时代，我们都记得西方大国在崛起的

时候，到全世界去殖民扩张，掠夺当地的资源，

这在当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今天还行吗？今

天行不通了。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就是遵

循了合作共赢的游戏规则。我们没有把中国经

济增长只留给自己，只留给自己也发展不起来，

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分享，才迎来了中

国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多数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

2. 顺应全球局势

放眼全球，国际形势林林总总，让人眼花

缭乱。但是仔细看，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呈现

出三个中心：

第一个中心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和冲突

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全球的各种矛盾在这

里集中反映：大国在这里角逐，地区大国在这

里争夺。已经历时 60 多年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

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叙利亚的内战也已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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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 5 年多，上千万人沦为难民；也门的内战

如火如荼；利比亚各派力量在那里厮杀，基地

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那里扩展自己的势力。中东

和北非成为全球动荡的中心，全世界关注。特

别令人忧虑的是，中东、北非这种局势的动荡、

冲突、局部战争眼下还看不到尽头。中东和北

非人民正在经历一场大劫难。

第二个中心是危机叠加的中心，在欧洲。

欧洲现在面临三重危机叠加的局面：一是东面

的乌克兰危机；二是南面的中东、北非地区危机，

造成恐怖袭击频发，难民潮一浪接一浪，涌向

欧洲；三是欧洲内部的危机。

三重危机叠加，这可能是战后欧洲历史上

第一次。这三重危机解决起来难度都很大，东面

乌克兰危机有冷战的阴影；南面的危机某种程

度上是文明冲突的反映；欧洲内部的危机既有

内部体制上的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影响。2008

年一场突如其来、破坏力极大的金融危机首先

在美国爆发，美国成为金融危机的中心。但是

后来，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全球金

融危机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欧洲。金融危机既暴

露了欧元诞生过程中先天不足的毛病，又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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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欧洲代议制民主体制上的问题。再加上外部

危机带来的冲击，诸如难民潮、恐怖主义袭击，

又引发欧洲内部的各种政党正在展开一场大辩

论，各种政治势力正在进行重新组合。三重危

机叠加，使欧洲陷入了困境，欧洲人焦头烂额。

这种状况很难在短期内结束。

第三个中心即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

洲，特别是东亚。过去几十年，东亚经济增长

始终是走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前列。东亚的增长

大约为全球平均增长速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

国，过去 30 多年年增长率一直接近 10%。

把这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得出以

下三条结论：

首先，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了中东、北非

这个全球动荡、局部战争、冲突频发的中心，

已经让国际社会忙得苦不堪言。国际社会为之

消耗了大量的外交资源，而且还不得不继续这

样做。

其二，欧洲历来是全球一个举足轻重的地

区。今天欧洲成为全球危机叠加的中心，这一

方面让全世界神经都很紧张，另一方面本来对

国际问题非常热心也非常活跃的欧洲领导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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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向欧洲内部，应对危机。

其三，东亚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这是因为：

（1）几十年来，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中心，使东亚各国充分受益，经济增长，人民

生活改善。东亚各国十分珍视自己作为全球经

济增长中心的地位，而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破

坏它。这就是为什么东亚地区尽管存在着领土

争端和某种程度的紧张，但有关国家仍旧主张

和平解决争端。

（2）东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是东亚所需要的，

而且是全世界所需要的。2015 年在全球经济放

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东亚对全球经济增

长的贡献高达 44%。因此，世界各国、各国家

集团都期望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东亚能保

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3. 符合世界经济现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放

缓，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对发达国家而言，

科技创新尚未出现大的突破，形成新的可持续

的增长点。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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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增长。然而 2008 年金融

危机后长期的低利率形成了巨大的投资潜力。

但这些潜力没有能同好的项目结合起来，形成

经济增长的实际动力。

为什么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长期的低利

率所形成的巨大投资潜力不往亚洲基础设施领

域去呢？因为西方的大银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

则，就是一般不对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

施周期长、回报率低。这是西方国家根据他们

自身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中国过去几

十年大发展的经验就不是这样。

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就是最有说服

力的例子。

1988 年之前中国高速公路的里程为零，现

在已达到 12.3 万公里，排在世界第一。高速公

路网的建成极大地方便了物流，有力地推动了

中国经济的增长。1988 年中国 GDP 为 3095

亿美元，2015 年上升到 10.3 万亿美元。

2008 年中国开通运营了第一条高速铁路即

京津城际，截止 2015 年底，运营里程达 1.9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大大方便了人

员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25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一带一路”

我出席了 2015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在北

京举行的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会见了美

国前任财政部长萨默斯。萨默斯是在国际经济

领域中最早指出“需求不足”的人士。我肯定

他发现了这个全球经济面临的大问题。如果可

以将更多资本引入到发展中国家，刺激消费，

拉动需求，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正面效果。亚

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证实了这个观点。2010 年到

2020 年东亚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高达 8 万

亿美元，然而到位的资金少得可怜，简直是杯

水车薪。

我还对萨默斯先生说，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就是针对

全球需求不足提出的。如果这些倡议能够得以

实施，那不仅中国会受益，全世界都会受益。

今天的欧亚大陆，东亚经济增长迅速，南

亚正在跟上，中亚有些滞后，西亚情况比较复杂；

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目前经济

增长乏力。但是欧洲和亚洲，东亚、南亚、中亚、

西亚之间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合作把欧亚大陆的经

济增长潜力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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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制造”的公共产品

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大发展，经济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需要调整，

发展模式需要转型。30 多年的大发展告诉我们，

中国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唯有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合作，才能找到妥

善解决的办法。

“一带一路”的倡议也适应了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期望。随着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

带一路”就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带

一路”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

和平和共同繁荣。随着“一带一路”这个宏伟

的倡议逐步地实施，东亚、南亚、中亚的合作

会进一步加强，欧亚之间的经济关系会进一步

深化。必定会对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

的经济增长均有很强劲的推动作用。习近平主

席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中国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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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是实现主体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主体是各国的企业。

从中国来说，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从发展趋

势看，可能民企会占了很大部分。

为什么说企业是主体呢？因为“一带一路”

是要靠一个一个项目来实现的。谁去做项目？

当然是企业。当他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是他们

去抓住机遇。

“一带一路”上各国的情况不同，都有各

自的特点，而且相当一部分国家政局不稳，企

业在开展合作的时候对于合作的可行性必须进

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估。这个地方政府很难做到，

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企业有这个积极性，

因为企业走向海外，他们面对更广阔的天地。

如果成功的话，会迎来大发展；如果失败了，

企业有可能垮台。大发展与灭亡的可能性同时

存在，就使企业不敢掉以轻心。各国政府只能

管国内，管不了国外。

中国企业正处在走出去大潮的前夜，中国

经过近四十年的大发展，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

了 3 万家公司，海外资产存量高达 6.4 万亿美

元。我相信过若干年再回头一看，这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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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

人大批来到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处在这股大潮

的开始阶段。

6. 必须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

“一带一路”的倡议目标宏伟、内涵丰富、

时间跨度长，要实现起来绝非易事，绝不会是

一帆风顺的。习主席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

习主席一连用三个“共”字是很有道理的，这

就是说中国一家办不了，必须同人家商量办才

能办成。中国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需要，“一

带一路”上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

共商就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利益汇

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

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发展，双方的需要得到满足，

只有这样才能谈上共享。

实施“一带一路”必须高举合作共赢的旗

帜，一切背离合作共赢的思想和观念都要摒弃。

习主席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是有生命力的。

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必须按规则办事。

这个规则必须是国际公认的规则，不是一家定

的规则，也不是潜规则。我们在实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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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规

则办。有些不符合国际规则的东西、各种各样

的潜规则必须坚决摒弃。

“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

不仅是中国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参加，还

欢迎世界各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参加。发达国家、国

际组织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

要认真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过去所犯的

错误。

“一带一路”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中国过

去没有做过，在做的过程中出现缺点和错误势

必难免。要允许试错，关键是要认真听取各方

的意见，有错就改，及时纠正。

实现“一带一路”关键是人才。中国在近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不少对外合作

的人才。然而，考虑到“一带一路”的规模是

如此之大，时间跨度是如此之长，需要好几代

人才能建成，人才太重要了。在实现“一带一

路”过程中，中国不仅要把自己的人才用起来，

包括今天在跨国公司里工作的有成就、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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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人才，而且要把国际上的人才用起来。

全球化使得资本、商品、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

“一带一路”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当然需要

把全球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才能做好。

总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一

个崭新的课题。要把这篇文章做好，需要中国

好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仅

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考虑到世界

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立意是很高的，是从人

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得到切实的履行，真正造福于“一带

一路”上的各国，并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让

全世界看到中国所追求的不是单赢，而是合作

共赢。中国所追求的不仅是中国的繁荣富强，

而且希望能够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让 21 世纪的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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