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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贡献者 中国彰显负责任大国使命与担当
□ 本报记者 赵阳 吴琼

　　一百年，风霜雪雨，披荆斩棘。如今，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

  雄伟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凝结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付出奉

献，负载着多少革命先驱英烈的寄托与热望。

　　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到提出成为国家间处理相互

关系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广泛参与全球治

理国际规则的制定，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指导下，提出并推动实施的一系列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

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历久弥新

　　2014年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一场盛会，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深刻阐述了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历史性贡献和重大现实意义，强调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

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让我们再次重温那段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非殖民化运动中，亚非拉民族

独立解放事业蓬勃发展，新生的国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中

国、印度、缅甸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这五

项原则将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予以适用。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

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

申和发展。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把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

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这些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的国际法律文件足以证明，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各国公认。它已经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的差异，成为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

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了反帝反

殖力量，加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

所谓“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

关系，反而带来了矛盾、激化了局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

崭新道路。

　　今年6月28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7年。与上世纪相比，

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

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

久弥坚。

　　正如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贾桂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会员国间主权平等、

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高度一致，已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

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

广泛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制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

的历史征程。从此，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发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

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

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广泛参与

全球治理有关国际条约的制定，是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

和建设者。在部分领域已成为引领者。”贾桂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所说的这番话，令人印象深刻。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

治理体系的标志，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各领域国际机制建设和国际规

则制定的起点。

　　“成为WTO的一员，使得中国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

定。”今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间办公

室，张月姣——— 这位曾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进程，中国首位

WTO上诉机构主席、大法官，颇为感慨地说。

　　2001年11月10日，对于张月姣，对于中国来说，都应是值得铭记

的时刻。

　　那天，卡塔尔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座无虚席。WTO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时至今

日，张月姣仍清晰地记得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全部通过后，WTO总干

事穆尔的那句话：“拥有了中国之后，WTO终于可以称为完整意义

上的世界贸易组织了。”

　　“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争取了十数年！”张月姣回忆说。

  2008年，张月姣就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从此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贸易组织里有了中国人的身影，有了中国人的声音。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20周年，这20年是中国出色履行入世全部

承诺的20年。正如张月姣所说，“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的表现得到了

广大成员的认可”。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发挥了“促发

展、求共识”的建设性作用，在管理机构程序、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

规则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世贸主

旨规则应以更加符合基本原则的方式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

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和自由贸易的理念。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在各个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

与者。

  在维和领域，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

量。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以来，

中国军队和警察先后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

万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多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响

应联合国“为维和而行动”倡议，中国军队先后与90多个国家、10多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维和交流与合作。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将“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简称“共区”）原则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推动通过《京都议定书》，落实“共区”

原则和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等义务，为推动

达成《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坚持“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原则，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区域事务。早在1990年，中国大洋协

会即申请登记为先驱投资者之一。迄今，国际海底管理局已核准中

国的五块矿区申请。

　　中国先后加入《南极条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关于

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条约体系，依据相关条约开展南极

科考、渔业等活动，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

员会成员国全方位参与南极治理。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

依据国际法参与北极事务，努力为北极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

　　为了打击跨国犯罪，中国积极推进对外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司

法协助条约，参加《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等多边条约，为推进我国与外国司法执法合作和反腐败国

际合作提供法律支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为应对这场

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开展对话，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

导人峰会。中国首次以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者身份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机制，全面参与G20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改革。由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向有所作为、主动引领的方向发展。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建美好未来

　　历史的时针指向2017年10月18日。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开幕。大会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既是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

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

时代。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新型全

球治理观，向世界宣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

　　距离北京几千公里之遥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此时此刻一片

繁忙景象，这颗“印度洋上的明珠”正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可十几年前，汉班托塔还是一个被热带雨林包围的小渔村，如

今小渔村已成为令全世界瞩目的印度洋上的一个重要港口——— 汉

班托塔港，是“一带一路”建设让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班托塔港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皮尔斯告诉本报记者，汉

班托塔港提高了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有力推动了斯里兰卡经济

发展。该港口还增强了斯里兰卡港口在南亚地区的竞争力，巩固了

斯里兰卡港口尤其是科伦坡港国际枢纽港的地位，促进了斯里兰卡

南方省的经济崛起。

　　为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

倡议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得到了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

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议，将“一带一路”倡议

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要求“各方本着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

　　2021年5月，气候舒爽宜人的昆明迎来了世界环境司法大会。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为此，保护生态

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作为首先

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

护，各地人民法院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全方位诉讼体系，不断推

进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审理，推动环境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

辖，深化环境治理协同联动和多元共治，提升审判能力水平，生物多

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受到与会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充分体现

了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的责任和担当。

　　大会举行期间，南非共和国最高上诉法院院长曼迪萨·玛雅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说：“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再次证明

中国在环境司法保护方面是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国家，世界环境司法

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将成为全球环境司法保护的一份指导性文

件，在促进环境司法保护、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及交流、数据共享及

加强法院科技应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不仅仅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在全球治

理中提出的一系列方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国际社会产生

了重要影响。

　　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指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承认

全人类具有“共同价值”的基础上，2017年1月18日，中国领导人在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

讲中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让和平的薪火代代

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

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以及新发展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丰富了国际法治思

想，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方倡

议要加快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在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

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中方提

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开

出了“中国药方”。

　　在201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4个坚持，

即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

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

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4点全球治理主张引起国际

社会广泛共鸣。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上，中方强调要加强团结协作，共

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把

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

更大贡献。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表示，中国将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4月22日，《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出席领

导人气候峰会。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呼唤国际社会

拿出前所未有的雄心并采取行动之时，中国领导人鲜明提出中国方

案———“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为了应对疫情，中国发起新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人道主义

行动，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助力全球团结

抗疫。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愿同各国共克时艰、携手战胜疫情的坚定

意志，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积极呼应，中国倡导的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世界格局如何调整，一个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的中国；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

策、推进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中国；一个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世界人民同舟共济的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赵阳 吴琼 整理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图为中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汉班托塔港的堆场停满了汽车。

图片来源：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大事记

　　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提出。1955

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引申和发展。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把

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

提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的恢复，是新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标志着

联合国真正成为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

的国际性公约，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该公约，

1992年11月7日批准，1993年1月5日交存加入书。今年

10月11日至24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将在中国昆明召开。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

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决定。同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标志，也是中国

深度参与各领域国际机制建设和国际规则制定的起点。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近年来，为了打击跨国犯罪，中国积极

推进对外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参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等多边条约，为推进中国与外国司法执法合作和反腐

败国际合作提供法律支撑。

　　2008年，G20迎来了一项重要转折——— G20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中国首次以

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者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机制，全面参与G20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全

球经济治理改革。

　　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

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

议，得到了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2017年9月11日，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议，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2016年4月22日，中国领导人特使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出席《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并代表中

国签署《巴黎协定》。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

与各方密切沟通，为推动解决谈判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1月18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近年来，这一由中国首倡的理念还多次被载入联合

国决议之中。

　　2021年4月22日，《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之际，

中国领导人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面对全球环境治理

前所未有的困难、呼唤国际社会拿出前所未有的雄心

并采取行动之时，中国领导人鲜明提出中国方案———“共

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1971年

恢复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

1992年

签署《生物多样

性公约》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2003年

签署《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图为时任外交部

副部长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受到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笑逐颜开。CFP供图

2008年

中国全面参与

G20框架下的国

际经济合作

2013年

提 出“一 带 一

路”倡议

2016年

签署《巴黎协定》

2017年

发表《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

体》主旨演讲

2021年

提出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

　　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图为2001年11月11

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

仪式。            （资料图片）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行动一以贯之。

图为2017年1月11日，在肯尼亚蒙巴萨，当地民众在中

国承制的蒙内铁路首批内燃机车旁载歌载舞。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图为2019年4月2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在论坛上，中方表示将坚

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

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图为2021年5月2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主办的世界环境司

法大会在云南昆明开幕。

本报记者 赵婕 摄  

　　图为2021年6月14日，中国政府援助老挝的第

四批新冠疫苗运抵万象瓦岱国际机场，老挝卫生部

和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官员到机场迎接。

   （资料图片）  

　　2014年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高

级别会议开幕。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代表中国作国别发言。

     （资料图片）  

　　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授勋仪式2021

年6月16日举行。图为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司令德

尔科尔（左）为中国维和官兵代表佩戴勋章。

  新华社发  

1990年

首次向联合国维

和行动派遣军事

观察员

　　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

事观察员，中国军队和警察先后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和

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30多年来，中国积极响应

联合国“为维和而行动”倡议，中国军队先后与90多个国家、

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维和交流与合作。

2021年

提出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的中国

主张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际，2021年5月18日，中国领

导人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致辞中正式提出共

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主张。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已向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向24个

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组；捐赠、出口疫苗超过3.5亿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