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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顶层方案 

——设计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罗来军 

 

【阅读提示】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不断地

提出新主张新方案，而且，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地加强。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存在诸多挑战。推进国

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2009 年以来，一些国家出台的歧视性贸

易保护政策比自由贸易政策还要多。中国国际战略重心“一带一路”

经济发展任务较重，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秩序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当前的

人均 GDP 并不高。 

美国进行国际收缩，联合国决议又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此时，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即通过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中国完成这一使命，需要寻

找和确立相应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模式。本报告先提出中国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即承载各国利益、平衡多方诉求的经济规律；

而后依据和顺应经济规律，确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即

共生、共治、共享；再者，从三项根本理念推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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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三重模式，即共生模式、共治模式、共享模式。“经济规律——

根本理念——三重模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严密的内在逻

辑，从经济规律内在地推导出三项根本理念，再从三项根本理念内在

地推导出三重模式，这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能够获得理论生命力

与实践可行性。 

最后，本报告提出中国引领国际秩序建设的思考：由重视“事项

建设”转向“事项建设”与“规则制定”并重；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关

切制订全球治理顶层方案；由“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表达转向“共

生共治共享”的核心表达；把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的逻辑次序反转过

来；强调世界视野淡化“中国式”表达。 

 

一、 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 

（一）中国积极提出全球治理新主张新方案 

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事件和国际舞台上提出全球治理的新

主张新方案，比如“一带一路”国际倡议、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峰会、2017 年金砖厦门峰会等国际性会议。

习近平主席在多种重要的国际场合提出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主张

和建议（具体参见表 1），这些内容表明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理念、

主张和方案，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

理体系。来自中国的一些倡议和主张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与赞誉，并逐步形成国际共识，以及逐渐转化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实践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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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习近平主席近三年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 

时间 核心主张 国际场合 

2015 年 3 月 28 日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

未来 

习主席在 2015年博鳌亚洲

论坛上开幕辞 

2015 年 9 月 26 日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

伙伴 

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

上讲话 

2015 年 9 月 28 日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

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话 

2016 年 9 月 4 日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

的世界经济 

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上开幕辞 

2017 年 1 月 17 日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习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主

旨演讲 

2017 年 1 月 18 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演讲 

2017 年 5 月 14 日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

际高峰论坛上开幕词 

2017 年 7 月 7 日 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 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二次峰会上讲话 

2017 年 9 月 3 日 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习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时讲话 

资料来源：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国外学者 Flowerdew 指出，词汇的重复和规范化有助于政治家引

导受众发现自己的关注点。通过词汇的重复，加深受众对词汇的认知，

以实现话语建构者的理念在受众中的传递。根据 Flowerdew 的理论，

对习近平主席全球治理相关讲话的词汇分析可以揭示中国关于全球

治理主张的取向，以及这种主张或其影响力在国际形势变化发展过程

中逐步体制化、规范化的过程。为此，有研究对 2013 年到 2016 年习

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讲话进行词频分析，找出前十位的高频

词，具体信息请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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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习近平主席 2013-2016 年全球治理讲话前十位高频词统计信息 

时间及

频次 

高频词 

发展 合作 中国 国家 我们 世界 共同 人民 国际 经济 

2013 225 141 168 128 119 96 94 94 49 64 

2014 271 250 299 166 150 131 109 115 118 88 

2015 575 515 502 259 264 198 192 178 198 177 

2016 177 211 93 87 63 39 56 48 67 51 

频次 

合计 

1248 1117 1062 640 596 464 451 435 432 380 

频次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资料来源：相关研究统计。 

 

表 2 所列示的十个高频词反映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治理问题

的核心内容，把这些高频词排列起来，添加几个连接词便可以得到一

种意思明确的表达，即“中国|我们（与）世界（各个）国家|人民，

共同（致力于）国际合作、经济发展”。高频词表明习近平主席高度

强调了这些词，多次通过这些词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即

我们愿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国际合作与经济发展。 

（二）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不断加强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决定权不断增加。2010 年，中国

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从 2.77%提高到 4.42%，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

日本的第三大股东；2016 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

额占比从 3.996%升至 6.394%，正式成为 IMF 第三大股东；2016 年

10 月 1 日起，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仅次于美

元和欧元的第三大货币，其中美元权重 41.73%，欧元权重 30.93%，

人民币权重 10.92%。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

国家等机制建设，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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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逆全球化形势下，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积极承担

起大国责任，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

基金等一系列推进区域合作和提升全球化的方案和主张。“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当前引领双多边国际合作的明星战略。自“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对外经贸发

展政策沟通，主动宣传、推介“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得到了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已经与 4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 20 多个国家建设了 56 个经贸合作区，涉及多个领域，累计投资超

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

位。中国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不断增加，其增速超过中

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速，到 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的出口总额在中国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达到了 27.8%，具体参见图 1。

而与“一带一路”紧密相连的亚投行建设截至 2015 年，已有 57 个意

向创始成员国。在逆全球化的不利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化行动，强有

力地弥补了欧美强国在全球化行动中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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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对“一带一路”、美国、欧洲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中国统计年鉴 

 

二、塑造新型全球秩序存在诸多挑战 

（一）推进国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挑战 

虽然世界各国和人们都普遍认为自由贸易对各个国家都有好处，

都能够获得贸易利得，但是，在实践中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

化以及投资便利化，一直都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当世界经济与各个

国家国内经济遭遇困难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措施就会更加严

重。WTO 的一项统计表明，WTO 成员国自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已经推出了 2100 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2009 年以来，G20 国家

出台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比自由贸易政策还要多，而且歧视性贸易

保护政策的出台数量快速增加，2016年为自由贸易政策数量的2.8倍，

具体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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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20 国家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数量的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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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Simon J. Evenett, Johannes Fritz. Global Trade Plateaus：The 19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GTA：CEPR PRESS。其中未统计欧盟数据。 

 

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 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 6.9%，

2008—2015 年平均增长约 3.1%，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 1.2%，

不到金融危机前 10 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 6.7%水平的一半，今年 WTO

也将贸易增长由 2.8%下调至 1.7%，贸易对 GDP 的创造效应大大下

降。事实表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把各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给

拯救出来，相反，严重妨碍了全球增长。即使如此，很多国家依然在

一些领域优先保护本身利益，致使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推进很困难，

形成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艰苦博弈。在国际合作的上述背景下，中国继

续推进全球化，力促世界各国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以

及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无疑存在着多种困难以及不确定性。 

（二）中国国际战略重心“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任务较重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沿线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数据，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四个收入国家组：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84.html
http://data.eastmoney.com/cjsj/g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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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并将这四组与世界相应的分组

进行比较（具体指标值参见表 3），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

本经济特征。 

“一带一路”四个收入国家组的具体国家如下。高收入国家：卡

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文莱、以色列、韩国、塞浦路斯、

沙特、斯洛文尼亚、巴林、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阿

曼、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以及克罗地亚等 20 个国家；

中高等收入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罗马尼

亚、黎巴嫩、保加利亚、黑山、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伊拉克、马尔代夫、泰国、塞尔维亚、约旦、马其顿王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等 21 个国家；中低

等收入国家：亚美尼亚、蒙古、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埃及、乌

克兰、不丹、东帝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柬埔寨等 19 个国家；

低收入国家：尼泊尔、阿富汗２个。以上四个收入国家组共包括 62

个国家。 

表 3 的数据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中低等收入人口为主

体，制造业发展相对不足，但是经济的发展速度较高。“一带一路”

19 个中低等收入国家总人口有 24 亿，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的

82%，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34%，即意味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些人口又处于比较贫穷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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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面临着这么大规模比较贫穷人口的发展问题，经济任务是比较重的。 

 

表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分组主要经济指标对比（2010—2015） 

 

分组 人均国民收入

（美元） 

人口 

（百万） 

制造业增加值

GDP 占比

（%） 

6 年 GDP增速

（%） 

世界高收入国

家 

41925 1187 14.8 1.9 

“一带一路”

高收入国家 

27702 195 16.8 3 

世界中高等收

入国家 

8255 2593 21 5.1 

“一带一路”

中高等收入国

家 

7123 529 14.7 3.5 

世界中低等收

入国家 

4508 2927 16.4 5.7 

“一带一路”

中低等收入国

家 

2309 2399 14.8 5.9 

世界低收入国

家 

2032 638 8.2 5.4 

“一带一路”

低收入国家 

670 61 9.2 4.9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年限为 2014 年，

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年限为 2013 年，其余均为 2015 年。 

 

（三）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秩序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 

中国对于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而且一些主张逐步

形成了国际共识，并转化为实践。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在国

际秩序的建设上也存在着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问题，中国可以采取相

应的对策，弥补这一问题。中日都曾提出过东南亚合作的问题，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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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出这一想法时的人均 GDP 作一比较。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 10

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其

中包含有“心心相印”合作想法。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于 1977 年 8 月

在菲律宾马尼拉也曾提出与东南亚“心心相印”的“福田主义”，强

化日本与东南亚的互惠关系。如表 4 所示，1977 年，日本人均 GDP

为美国的 68.7%，为新加坡的 1.7 倍，而 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美国的 23.4%，为新加坡的 15.3%；再以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对比一下，

1977 年，日本人均 GDP 为印度尼西亚的 7.2 倍，为越南的 14.7 倍，

而 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为印度尼西亚的 1.2 倍，为越南的 2.3 倍。 

 

表 4  中、日提出与东南亚构建合作关系时的人均 GDP 水平比较 

 

2013（中国提出时间） 1977（日本提出时间） 

国别 人均 GDP 中国/该国 国别 人均 GDP 日本/该国 

中国 12368 100% 日本 12064 100% 

日本 39023 31.7% 中国 894 13.5 

美国 52750 23.4% 美国 17567 68.7% 

新加坡 80768 15.3% 新加坡 7223 1.7 

马来西亚 24231 51.0% 马来西亚 3076 3.9 

泰国 15435 80.1% 泰国 2249 5.4 

印度尼西亚 10010 1.2 印度尼西亚 1675 7.2 

菲律宾 6587 1.9 菲律宾 2210 5.5 

越南 5300 2.3 越南 818 14.7 

老挝 4954 2.5 老挝 821 14.7 

缅甸 4479 2.8 缅甸 -- -- 

柬埔寨 3058 4.1 柬埔寨 717 16.8 

 

资料来源：1977 年数据来自安格斯·麦迪森，2013 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两者

均是购买力平价（PPP）数值。 

 

三、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根本理念与三重模式 

美国进行国际收缩，同时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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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理念。此时，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即

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中国完成这一世界赋

予的使命，需要寻找和确立相应的理论构建，以及相应的实践模式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 

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

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思想点出了进行全球治理的最为根

本的要旨，即保障各国利益。而保障各国利益，则需要建立在经济规

律之上。 

为此，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就是承载各国利益、

平衡多方诉求的经济规律。依据这样的经济规律，才能够寻找到并能

够切实推行根本性的、规律性的、长期性的全球治理思路和模式，以

此构建理论先进、模式可行、成效卓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机制。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 

    依据和顺应经济规律，确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即

共生、共治、共享。 

1.共生理念 

共生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

互利关系，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

帮助。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也即是

说，世界各国存在着共生关系，一国离不开他国和世界，一国也能够

为他国和世界做出贡献。世界各国应该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也

能够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

https://www.baidu.com/s?wd=19%E4%B8%96%E7%BA%AA%E8%8B%B1%E5%9B%B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104n1K9n1fknyf1nWb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fvrjRLnWTd
https://www.baidu.com/s?wd=%E6%9C%AC%E6%9D%B0%E6%98%8E%C2%B7%E8%BF%AA%E6%96%AF%E9%9B%B7%E5%88%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104n1K9n1fknyf1nWb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fvrjRLnW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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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生关系既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又是不可替代的生存根基。 

对于共生这一理念，虽然中国以前并未明确地、准确地概括出来，

但是，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已经多次提出和倡导共生

的内容和精神。中国在国际上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沿

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

体。在杭州 G20 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

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习总书记在世界经济

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上述诸多内

容，都是中国实际倡导共生理念的具体体现。 

2.共治理念 

世界各国的共生关系通过共治才能得以实现。同共生理念一样，

虽然中国以前并未明确地、准确地概括出来共治理念，但是，中国在

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已经多次提出和倡导共治的内容和精

神。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明确指出其合作机制是加强双边

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既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又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并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建。中国在

杭州 G20 峰会上提出、倡导和强调了多种问题的共治主张和共治机

制，提出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充

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

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习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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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也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

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3.共享理念 

从共生到共治再到共享，共享是最终的目的。与共生、共治理念

所不同的是，共享理念早已多次被中国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呼吁和倡

导。在杭州 G20 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各国传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

念就是共享。习总书记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共享的重要性和中国的作

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倡议“一带一路”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

本国策，大规模引进来和大踏步走出去并重，加强与世界经济联动；

中国倡导新机制新倡议，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

共享的百花园；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寻求利益共享，实

现共赢目标。习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的主旨演讲进一

步强调了共享理念：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

成果人人共享。 

共生、共治、共享这三项根本理念，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它

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据。共

生揭示世界各国存在着利益关联，彼此离不开对方；共治反映了世界

各国潜在的关联利益需要大家共同治理才能得以实现，大家需要合作

而不是对抗；共享预示了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发展机会和发展资

源，各方均能获得利益和实惠。正是由于上述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

才把共生、共治、共享放在一起，共同作为根本理念提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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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模式 

从三重根本理念内在地推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模式。 

第一重模式：体现各国利益的共生模式。这由共生理念导出。 

共生理念表明，世界各国存在着共生关系，一国同他国和世界应

该做到也能够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既然世界各国存在着共生关

系，那么，具体的共生关系是什么，如何最佳体现各国的利益，这项

内容就是共生模式所要完成的任务。表明存在共生关系的共生理念并

不复杂，然而，准确客观地确定出不同国家之间的最优共生关系，将

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

信仰、历史渊源、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皆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之间

的共生关系势必受到诸多差异因素的影响，变得非常复杂。为了应对

复杂的局面，共生模式需要组建专业团队进行具体深入的测算、分析

和论证，充分考虑各国利益诉求——协调平衡各国利益——形成承载

各国利益的共生方案。科学、合理、有效的共生方案，会较容易地为

世界各国所接受，这就为下一步的共治奠定了实现的基础。 

第二重模式：实现各国利益的共治模式。这由共治理念导出。 

共治模式就是世界各国进行共同治理的具体行动模式，这一模式

的要旨是要保障各个国家参与共治，即实现共治。构建这样的共治模

式，其主体架构应确定为“平等——共商——共建”。首先，各国要

平等。中国提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全球

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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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次，规则要共商。对于需要共治的全球问题，各个国家如何进

行共治，采取什么样的方案，主要的规则与秩序是什么，这需要各个

国家共同协商。第三，行动要共建。也即是说，各个国家要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实际的共同治理行为，而不是个别国家的独角戏。当然，各

个国家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共治中所承担的角色、责任

会不同，需要进行分工与合作。构建“平等——共商——共建”的共

治模式，以保障共治得以实现。 

第三重模式：各国分享利益的共享模式。这由共享理念导出。 

共生模式在理论和方案上确定出“世界大蛋糕”，共治模式是这

块“世界大蛋糕”得以做出来，那么，共享模式则是在世界各国之间

如何分享这块“世界大蛋糕”。共享模式需要确定好以下三个重要内

容：一是一国所分享的蛋糕份额要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贡献

相匹配；二是考虑到世界上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依然严峻，大国

强国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让利于弱国和落后国家；三是对于气候、环保

等全球公共问题，大国强国适当多承担责任，允许弱国和落后国家一

定程度地“搭便车”。由于各国所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贡献各不相

同，与贡献相匹配程度、让利程度、“搭便车”程度，需要确定出各

国共同认可的程度具体标准及其依据。这需要组建专业团队进行深入

的测算、分析和论证，以保证共享模式的“合理公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重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相互依赖

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整体的全球治理模式。由于共生模式、共治模

式、共享模式是从共生、共治、共享三项根本理念推导出来，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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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类似于三项理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共生模式

是确定各国利益共生关系的模式，各国利益在共生模式中都能够得以

体现；共治模式是实现各国共生利益的模式，通过各国的共治把共生

利益变为现实；共享模式是各国分享所实现的共生利益的模式，各国

合理公平地分享到全球治理利益。三重模式一重套一重，共同构成科

学有效的整体治理模式。 

当好国际领导者，不是靠言论，也不是靠利益输送，而是要靠经

济规律和政治价值观。哪个国家能够确定出各国利益的共生关系，进

而确定出体现各国利益的治理模式；并能够引导和组织国际社会通过

共治实现这种模式；再把握好共享机制，让各国真正分享到全球治理

的利益，哪个国家才能够长久地、稳定地成为新型全球治理的领导者。 

 

四、中国引领国际秩序建设的思考 

（一）由重视“事项建设”转向“事项建设”与“规则制定”并重 

促成各国之间的有效合作，建设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绝非易事。

如果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则需要不断地思

索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方法。当前，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

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事项，均取得了令人意外的进展和成效。这里面

有很重要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进行总结，并争取在今后做得更好。

此外，我国在重视“事项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和重视推进全球

治理的“规则制定”。如前文所述，推进国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

的挑战，而且我国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那么这就需要我国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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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方法，在注重“事项建设”这种“硬投入”的同时，也要注重

“规则制定”这种“软输出”，即对于国与国之间需要进行合作的事

项和领域，探索、制订、完善各国合作共赢的做事规则。各国只要遵

循规则进行合作，就能增进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规则制定”

是探索和确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长期构建

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可行的、可持续的方法和手段。 

（二）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关切制订全球治理顶层方案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需要系统性的顶层设

计；同样的道理，对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也需要系统性的顶层设

计。在过去，WTO 等全球治理体系或机制偏重于各国合作的规则制定，

比如贸易自由化，但对各国在具体的产业、企业、项目、领域等方面

的合作可能性以及最优方式，缺乏思考、论证和指导，也即是说，过

去的全球治理缺乏方案式设计。当前，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应尝

试运用方案设计这种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以寻求全球治理的新突破。

中国应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关切制订全球

治理的顶层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项根本理念，以及基于三

项根本理念搭建的三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基于最根本的经济规

律，秉承高度的内在逻辑性，所提出的全球治理解决方案，勾列出了

全球治理顶层方案的基本框架和关键元素。该类方案具有根本的、内

在的生命力，也具有令各个国家信服的说服力，为此，对这样方案的

国际社会认可、接受和执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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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共商共建共享”转向“共生共治共享”  

当前阶段，我国对国际合作所表达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主张是“共

商、共建、共享”，很显然，这种核心表达是非常有助于推动国际合

作的，指明了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方向，即规则上要共商、行

动上要共建、成果上要共享。然而，仍需提出的是，“共商、共建、

共享”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改进为“共生、共治、共享”。首

先，增加“共生”一词，既非常必要又非常重要。共生原本是指不同

生物之间所形成的互利关系，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生

存和发展关系，即世界各国存在着互利关系。通过“共生”一词来强

调“一国离不开他国和世界，一国也能够为他国和世界做出贡献。世

界各国应该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也能够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

利。”其次，“共商”和“共建 ”两个词的涵义可以纳入“共治”的

范畴。“共治”一词强调和传达三个涵义：各国要平等、规则要共商、

行动要共建。 

（四）把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的逻辑次序反转过来 

各国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应该依据一定的内在逻辑次序，这种逻

辑次序就是“共生——共治——共享”。共生、共治、共享之间存在

着内在的联系，由始至终，环环相扣，彼此制约：共生揭示世界各国

存在着利益关联，彼此离不开对方；共治反映了世界各国潜在的关联

利益需要大家共同治理才能得以实现，大家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共

享预示了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各方均能获

得利益和实惠。因为各国存在“共生”关系，才有必要各国致力于“共



20 
 

治”，而“共治”成果需要实现“共享”，否则，“共生”无法实现，

“共治”也无法维持下去。在过去，我国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的着眼

点较多地放在“共享”环节，即所提出的政策与方案直奔“共享”愿

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所提政策与方案容易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前景，

不足之处是容易导致可行性不强，出现喊口号的嫌疑。今后做策划的

逻辑次序宜从“共生”出发，先思考各国的实际诉求和利害关系，再

谋划可行的行动方案，而后提出所能分享的前景。上述逻辑次序有助

于化解喊口号的质疑，增强所提理念和方案的可实施程度。 

（五）强调世界视野淡化“中国式”表达 

一国成为国际秩序建设的引领者，或者一国方案成为世界解决方

案，不是取决于自身评价，而是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心灵认可与行为接

受。而且，自身过度地评价和赞扬，反而有可能会妨碍自身的国际形

象。比如，有学者提出和强调“中式全球化”，过去的全球化可以称

为“美式全球化”，这在理论探讨和方式思考上都非常可贵，但是在

实际事务协调和理念宣传上切忌如此说法。美国在过去那么多年对国

际事务协调起主要作用或者协调作用，也没有提出“美式全球化”，

反而是当今中国人为之提出，这并不是美国人情商智商不高，而是他

们的思维没有过度强调从美国出发，他们也认识到过度强调从美国出

发的提案会妨碍其他国家对提案的认可。目前，中国对全球治理起到

了重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在表达方式上不宜

过度标示从中国出发、中国智慧等内容。中国实际做到国际秩序建设

的引领者，就需要有大国风范、大国胸怀、大国担当。而真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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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大国胸怀、大国担当就是世界视野、全球胸怀、天下思维。按

照中国古代的智慧，就是“以天下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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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http：//nads.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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