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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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

国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
要理论贡献。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联合国也应该在其中
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契合；另
一方面，广泛代表性与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也使联合国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现实的条件和资源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中能够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因此，中国
与联合国应该通过重塑联合国权威、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稳步推进联
合国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推动联合国参与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基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应该有所作为，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
上，利用联合国的优势和平台，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是未来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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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
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理
论贡献。可以说，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期为国际社会提供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如何将这种理念推向国际社会并使其国际化，联
合国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也能够扮演主权国家无法扮演的角色。因此中国
要充分调动联合国的积极性，发挥其自身优势，并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其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联合国外交要配合这一
进程，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上，深化双方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本
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涵
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平等包容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也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
事业的发展。
（一）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调整与变化，国际权势的转移，以
及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围绕如何处理好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讨论越
来越多。有的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必将挑战美国在当前
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两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① 但
是，作为当事方的中国，则始终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中国
将始终奉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也积极探索跳出传统大国关系
窠臼的路径，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②
①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参 见 戴 秉 国 ： 《 坚 持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 ， 人 民 网 ， 2010 年 12 月 7 日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417145.html；刘建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主
义》，《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0 期；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金灿荣、赵远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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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
出，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① 2010
年，在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也提出中美应
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2 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也对新
型大国关系理念进行了阐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建立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
中，正式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的基本内涵；2014 年 11 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领导人峰会之后，举行了一场“瀛台夜话”，双方一致同意继续
推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方具体提出了六个重点推进方向；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再次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表观点，指出“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双方应该坚
定沿着这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② 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发展，
并在中美两国外交实践中取得一定进展之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逐步突破中
美关系范围，向中俄关系、中印关系扩展。这一方面是中国试图将新型大国
关系理念应用于更广泛的双边关系范围，另一方面是单纯的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也曾遭到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一些质疑，基于上述原因，新型大国关系
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扩展，其概念内涵也得到了充实。
但是中国外交的创新不止于中美关系，也不止于大国关系，而是基于此
而发展起来的思考整体国际关系的新理念与新思路，即新型国际关系。新型
大国关系的提出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且新型国际关系
包含新型大国关系。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指出，“面
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3 期；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
《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3 期；等等。
①
《如何理解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人民网，2015 年 5 月 19 日，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519/c385474-27021248.html。
②
《 中 美 新 型 大 国 关 系 具 有 强 大 生 命 力 》 ， 新 华 网 ， 2015 年 9 月 26 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64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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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促进共同发展”， ① 这是中国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出席联合国 70 周年系列峰会期间指出，“我们要继
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并全面系统阐述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作出的努力。2016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八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时，发表
了以《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为题的重要讲话，重申：“中
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③ 由此，新型国际
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指导中国外交的
发展。
此外，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任，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推进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因为从目前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的
两次通话来看，双方均未提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更多强调中美合作关系。
在此背景下，新型国际关系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至逐渐摆脱原有的对
新型大国关系的过度依赖，实现独立发展并获得更多关注，并成为一个系统
的中国外交理论。与此相对应，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也将从单纯依靠大
国关系，转向其他方面，包括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等，这为联合国参与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机遇。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
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成果，它是由目标、核心、基本
原则、基础等要素构成，并相互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
新型国际关系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 2015 年在联
合国的讲话以及 2016 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开幕
①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3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024371.shtml。
②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15 年 9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01658.shtml。
③
习近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凤凰网，2016 年 6 月 15 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615/1449050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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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讲话，都谈到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命运共
同体”。可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是打造命运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
的基础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从新型国际关系与命运共同体所涉及的主体来
看，前者主要指传统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其他国际关系行
为体等，后者的主体则是全人类。换言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在处理好国
家间、国家与国际组织和其他主体关系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推进全人类的利
益与福祉。
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合作是路径，共赢是目标，通过合作
来实现共赢。合作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是国家间的常态化相处方式，也
是全人类在面对林林总总的全球性问题时唯一可选择的行为方式。① 新型国
际关系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既是对合作本身的深刻理解，也是对当
前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共赢是对传统国际关系中独占思维的摒弃与超越，
同时，共赢也突出利益的共享性，强调互惠互利。这本质上是针对传统国际
关系中“你赢即我输”的零和思维而言的，强调国家间关系的非对抗性和互
利性。合作与共赢相辅相成、浑然一体。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新型国
际关系到底新在哪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
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新型国际关系以平等、包容为指导原则。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还内涵着对
平等、包容价值的追求，同时将这种价值外化为实践过程中的指导原则，这
从根本上保障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即真正的合作共赢。因为只有平等、
包容，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而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则很难真正实现利益
共享。从这一点来讲，新型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长期以来坚持推动国际关系
民主化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着内在的联系。
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总体目标
的指引，也离不开基本原则的指导，更离不开各行为体共同利益的凝聚。共
同利益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实现共赢的条件。因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首要
①

John N. Clark and Geoffrey R. Edwards, eds.,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90-91.
②
习近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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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与增
进。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提出的重要外交思想，它是中国
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它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指导中国外交的发
展，也将为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因此，可以说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平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① 但是，中国的智慧和方案首先需要推向国际社会，并使其国际化，在
此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能够在
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联合国具有天然的优势，并且能够
扮演主权国家无法扮演的角色，因此中国需要借助联合国的平台和机制来推
广和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二、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优势与角色
随着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发生转变，联合国应当成为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合作对象。因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仅是中国的目
标，也符合联合国的利益。联合国作为规模最大、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
应该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联合国本身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中既有优势，也有资源。此外，联合国总体上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的态度是积极的，② 但也需要中国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
认同。
（一）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第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
契合。首先，《联合国宪章》宗旨第三条强调“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
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
①

习近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例如，联合国负责联合国大会及会议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泰格埃格奈瓦克·盖图（Tege
Egene Wacker Gato）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国际社会非
常需要这样的理念，这样的主张、倡议和理念具有非常积极和进步的意义，同时也有可操作
性。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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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一点
的核心是以合作方式解决各类国际问题并增进人类福祉，而新型国际关系理
念的目标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其次，《联合国宪章》强调通过合作来应对各类国际问题，从而实现国际和
平与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也强调以合作为手段，实现共赢。再次，
《联
合国宪章》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其核心是尊重主权国家权
利，形式是以平等身份参与。这一点与新型国际关系所遵循的平等、包容的
原则相契合。新型大国关系向新型国际关系的转变，不只是概念上的简单变
化，而是基本内涵的变化。新型国际关系的适用范围是整个国际社会，包括
大国、小国、国际组织、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等。这些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合作
来实现共赢，前提是能够平等参与合作，不同国家尤其是小国能够得到应有
的尊重。因此，平等是新型国际关系内涵的基本价值，这与《联合国宪章》
精神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联合国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具有天然的
优势，这是其他国际组织或机制所不具备的。
第二，从新型国际关系的合法性角度看，联合国拥有最广泛的成员，也
是最有动员能力和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独
特优势。尽管联合国目前的很多机制和活动遭到诟病，但毫无疑问它仍然是
国际社会最具广泛性、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其广泛的代表性使其具
备独一无二的动员能力。① 通过联合国的平台来宣介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在
实践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2015 年 9 月，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大系列峰会期间，正式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
张，并阐明了具体的努力方向，从而使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迅速成为国际社会
讨论的热点问题。另外，联合国是国际合作的最大平台，在相互依赖的世界
中，各类全球性问题都主要在联合国的平台或框架下加以应对，在此过程中，
国际社会的交流频率和互动深度都是其他机制所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优势对
于实践新型国际关系显然是有利的。而且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也致力于促进
人类的共同发展，这与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因此，联合国应该
①

Mukul Sanwal, “Current Debates: Evolu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7, No. 3, 2007,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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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平台和推动力量。
第三，联合国拥有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最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
这些均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创造了现实条件。联合国在安全、发展、人权
领域的各类机构、机制、论坛等构成了其独特的资源，这些机构、机制在推
动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借助联合国的这些机
构来实践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既可以在各领域全面推开，也有利于使理念转
变为实践。目前，中国加入了联合国系统的多数机构或机制，可谓全面参与，
也逐渐通过自身的实力来影响相关领域的合作进程。例如，中国在推动全球
气候变化治理过程中，从最初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引领者，2015 年
成功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从“京都时代”跨入“巴黎时代”，开启了气
候变化治理的新征程。另外，联合国的各类机构形成了庞大的系统网络，而
且这个系统网络也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和扩散联合国的思想和理念，① 同时扎
实推进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人权、合作应对各类全
球性问题等领域的事业。基于此，通过联合国机构来实践新型国际关系能够
形成系统扩散效应，加速新理念和新做法的传播速度和效率，这无疑有利于
将新理念变为实践。
总体而言，联合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如何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中发挥其优势既是联合国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联合国外交活动
的着力点和关键点。当然，联合国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联合国机构的庞
杂，效率低下，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不够；联合国改革停滞不前；各治理
领域的经费短缺；等等。这些问题都长期困扰着联合国。因此在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联合国应突出优势，并弥补不足。
从互动的角度来看，联合国的天然优势显然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同时，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也将助益联合国的发展，尤其是在联合国目前处
于地位相对边缘化的背景下，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为联合国提供重塑自
身形象的机遇。具体来看，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是有利于真正贯彻落
①
Thomas G. Weiss, David P. Forsythe, Roger A. Coate, and Kelly-kate Peas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hanging World Politics, Seven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3, pp.
1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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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联合国的理念。如上文所述，《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基本理念与新型国
际关系理念相契合，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无疑将使联合国所倡导的理念和价
值得以推广和践行。二是有利于联合国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新型国
际关系强调在平等、包容的原则指导下建立以合作共赢为特点的国家间关
系，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看到的，也是它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新的国
际体系，因此，通过联合国的平台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能够为联合国赢得
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三是有利于提升联合国地位，重塑联合国形象。时代的
快速发展要求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要及时作出反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联
合国更应该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处于引领地位，不至于因为落后于时代要
求而被边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联合国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它将在此过
程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二）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角色
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联合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参与者。联合国不是孤立于新型国际关系之
外，也不是凌驾于新型国际关系之上，而是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员。
这是它的首要角色。作为一个参与者，联合国有其自身的利益和追求，包括
提升联合国地位，保持它的权威，能够完成《联合国宪章》宗旨赋予它的使
命（即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促使其理念和价值得以推广与
实践，等等。而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总体上符合联合国的利益和价值追求，
有利于联合国实现维护国际安全的目标，这也决定了联合国对中国提出的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态度。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谈到联合国与中国的合
作时提到，“在建设一个和平、人文与友好的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将遇到一
系列问题，而中国将一直是联合国不可替代的伙伴”。① 共同参与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符合中国与联合国的利益，也将为国际社会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联合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引领者。联合国的参与者角色界定
了其在国际合作中的第一重和基本身份，而作为引领者则决定了联合国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和优势地位。引领者主要强调理念和价值的引
①

《外媒：习近平提新型国际关系将助联合国完成使命》，国际在线，2015 年 9 月 29
日，http://gb.cri.cn/42071/2015/09/29/8331s51198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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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进而成为行动的引领者。这既是联合国的优势和特殊性使然，也是联合
国的责任与义务的要求。具体来讲，作为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影
响力来自于其在价值理念上的创新能力和引导能力方面，加之其广泛的代表
性和合法性，使其在众多行为体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引领者。另外，从责任
与义务的角度看，引领者的角色要求联合国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始终
走在时代的前沿，掌握时代变化的脉搏，如此才能完成引领者的使命。具体
到新型国际关系，由于其尚处于初创阶段，理论内涵和具体实践均有待进一
步充实与完善，因此联合国的引领作用将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
完善。
第三，联合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共识凝聚者。联合国历来都是解决
国际问题、回应国际关切、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2015 年达成的《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都是在联合
国框架下达成的覆盖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国际合作成果。这些成果的达成实
属不易，需要在众多主权国家、国际集团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消弭分歧，
形成共识，而联合国不仅为上述主体沟通交流提供了最广泛的平台，也在减
少分歧，凝聚共识方面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因此，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过程中，也能够扮演共识凝聚者的角色。
第四，联合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监督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非一
日之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家间关系和犬
牙交错的利益平衡，因此必然需要一个在价值上相对主权国家而言秉持中立
的实体来进行监督与评估整个发展进程，联合国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且它拥
有强大的专业性机构和数量众多的咨询服务系统，能够承担起这一角色。此
外，联合国的监督者角色强调它的利益的特殊性，与主权国家相比，联合国
的利益从根本上是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具有公共性的特点，
因此不易与主权国家和其他利益集团产生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因此基本上能
保障监督者和评估者的公允和公正。
尽管联合国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角色不止于此，但是目前最主要和
最核心的是上述的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随着新型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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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持续推进，国际社会还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相应对联合国的要
求也会更高，因此联合国的角色也会随着现实需要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也会
在不同的具体问题和领域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三、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路径
尽管新型国际关系主要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也是国际关系不
可或缺的行为体，因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然离不开这些国际组织的积极
参与和配合，而联合国的作用尤为重要。具体来讲，《联合国宪章》为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提供了现实条件，联合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减少了障
碍，联合国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力量。目前，
对于联合国而言，通过什么途径来充分发挥上述作用是关键。
第一，回归《联合国宪章》精神，重塑联合国权威。① 如上文所述，新
型国际关系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两者在思想上是相契合
的，因此联合国应该在积极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维护并提升宪
章的权威，进而重塑自身的国际形象。回归《联合国宪章》精神，主要是针
对国际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的对《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原则的
漠视甚至践踏而言的。例如，新世纪之初，美国完全无视联合国及其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不仅造成当地民众的伤亡，而且造成伊拉
克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为恐怖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严重损害了联
合国的权威。由此可见，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维
护好《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推进国际关系的发
展。此外，鉴于冷战后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的情况，联合
国应该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契机，充分发挥其广泛代表性和动员能力的优

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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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整合现有各类制度性资源，着力提升国际形象，真正成为国际关系向民
主化和法治化方向发展的引领者。①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理念
的引领和对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追求。一般而言，这种理念应该内涵着对公
平、正义等价值的追求，同时又适用于特定领域，从而使其更具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例如，联合国在全球发展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就具有很强影响
力，不仅引领当前的全球发展议程，也对主权国家内部治理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提升联合国的协调能力。新型国际
关系重视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协调中心角色，即协调国家间的合作与互
动、协调国家与国际组织、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并实现它们之间的
共赢。而联合国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协调各方利益与立场，从而实现多边合
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是一个国际协调中心，同时也是推动多边主义
的主要力量。基于此，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联合国一是要通
过提供合作平台、设置合作议程以及创新合作理念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合
作各方，从而形成合作共识。二是要充分发挥多边场合的双边和小多边机制
的灵活性优势，② 加强合作中主要国家和实体的利益协调和立场调整，从而
为整体合作扫清障碍。这种形式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应用非常频繁，也
取得一些成效。三是要重视发挥联合国秘书长的协调中心作用。四是要加强
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联合国庞大的机构系统经常遭到诟病的一点是其各
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不足，因此联合国要提升协调能力，保持协调中心地
位，首先要将自身内部协调好。目前，由于国际社会中国家主义的回归以及
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多边合作与全球化在短期内将面临挑战，而联合国作
为最大的多边合作平台也必然面临更大压力，这对联合国的协调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可以将提升协调能力、保持协调中心地位
与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相结合，为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稳步推进联合国改革。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
①

张贵洪：《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5 期，第 108

页。
②
Fariborz Zelli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13,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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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联合国自身的改革与
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改革联合国的呼声持续不断。冷战结束后的历任秘书
长（加利、安南和潘基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尤其是在
安南担任秘书长期间，将联合国改革问题推向了高潮，他先后提出了四份改
革方案 ①，内容涉及安理会、大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秘书处、联
合国发展系统等众多问题。新上任的古特雷斯秘书长也提出拟对安理会进行
改革。 ② 由此可见，改革问题长期困扰着联合国，如何使联合国更加高效、
强大是联合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对应，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各个机构
的改革始终未能形成共识，因为改革既要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又要平
衡联合国在代表性与效率方面的关切。③ 这种情况导致国际社会一方面要求
联合国改革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联合国改革则迟迟难以推进。在这样的背
景下，联合国可以借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来推动各主要国家之间在改革问题
上有所突破，从而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有所进展。具体而言，一是坚持由易
到难的原则，先在机构精简、提高联合国效率方面有所作为，有效解决部门
冗杂、效率低下问题。再逐步推进安理会、大会的改革。二是要有重点地稳
步推进，联合国改革涉及 193 个会员国的利益，要平衡不同国家、层面、领
域的利益，因此不宜也不能急于求成；同时也要有重点地选择一些领域和部
门加以推进，例如，联合国目前在秘书处和发展问题上的改革相对比较顺利。
第四，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全球治理是实践新型国际关系的重
要方式和途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也有助于推动全球治
理进程的发展。联合国作为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应对各领域的全球性
问题上都不遗余力，也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例如各治理领域的基本原则和
规范框架。但是，目前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甚至边缘化，这
既有联合国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区域性机制和双边机制对其的影响。从这
①

这四份改革方案分别是 1997 年的《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2002 年的《加强联合
国：进一步改革纲领》，2005 年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2006
年的《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
②
《日媒：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拟改革安理会》，中国新闻网，2017 年 1 月 8 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108/15129992_0.shtml。
③
参见李东燕：《联合国改革：现状、挑战与前景》，《当代世界》201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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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讲，联合国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治理能力，从而助力新型国际关
系建设。首先，联合国要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组织能力。通过组织联合国系
统的各类机构，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有科学依据和说服
力的报告，从而有效调动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的各类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
积极性和应对全球问题的责任意识。目前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治理、经济治
理问题上基本遵循了这样的逻辑。但是这对联合国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为全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机构的合作成为必然。其次，联合国要
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联合国拥有庞大的机构网络和专业的知识团体，这些优
势和资源有助于使提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但是与此同时，联合国
需要对自身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其发挥最大效用。目前联合国屡遭诟病
的现实恰恰说明其尚未充分发挥优势，因此未来要着力提高资源整合的能
力，这样才能真正提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总体而言，联合国需要通过创新理念、提升能力、提高效率等方面不断
改进和完善自身，以更好地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可以说，新型国际关系
的构建对联合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联合国在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过
程中也将重塑自身形象，并提升自身能力，这是一个过程的两面。

四、中国联合国外交与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吸收中国外交思想精
髓，超越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处理国际关系进行创新性思考
的理论成果。新型国际关系从理念变为行动，从思想变为方法，既需要中国
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合作；既服务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
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更有利于国际体系的转型。因此，中国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来实现上述目标。这也对中国
的联合国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与地位。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中
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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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① 同样，在推动联合国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问题上，首要的问题也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是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是由于联合国所遵循
和倡导的价值是保障国际体系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所拥有
的道德制高点是任何其他国际行为体所不具备的。关于如何更好地维护联合
国权威与地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下开
展活动，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也始终在宪章精神
的指导下开展外交活动，同时也反对其他国家违反宪章精神的行为，这是维
护联合国权威的根本要求。二是支持联合国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推进依赖主
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和配合，中国始终积极支持联合国在涉及人类安全
与发展问题上的努力，也将自身的发展融入联合国的全球发展进程。三是为
联合国的发展贡献力量。2016 年，在各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中，中国的分
摊比例为 7.9%，位列第三（表 1）。②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中国是派出
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支持了联合国事业的发展。
第二，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平台和优势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如上文所
述，中国应该重视通过联合国的平台来宣介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理
念。这样既可以使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也有利
于提升中国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
一是借助联合国的各类会议、论坛、宣传平台来具体阐释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的内涵。二是通过联合国的各类组织、机构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实践，
例如在具体的安全、发展和人权领域，将合作、共赢、民主、平等等新型国
际关系的核心思想加以贯彻。三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中，要真正将
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内涵融入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从而形成一种平等、
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关系。③ 此外，中国也要重视提升自身在联合国的话语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19/c_1120340081.htm。
②
联合国 2016 年会费缴纳情况，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members/contribution.
shtml#text。
③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 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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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影响力。只有具备话语权，才能真正将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推向国际社会
并得到认可。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中国尽管在发展、维和、气候变化等
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更深层次的规则博弈、制度建设方面的话语
权仍然不足，这也决定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也是进一步推动新型
国际关系的难点所在。

表1

2016 年主要会员国应缴纳的会费（单位：美元）

国家

分摊比例（%）

会费毛额

员工薪金税抵扣

会费净额

中国

7.921

213 881 899

19 964 001

193 917 898

美国

22.000

594 041 382

a

594 041 382

法国

4.859

131 202 140

12 246 570

118 955 570

俄罗斯

3.088

83 381 808

7 782 961

75 598 847

英国

4.463

120 509 395

11 248 496

109 260 899

德国

6.389

172 515 018

16 102 766

156 412 252

日本

9.680

261 378 208

24 397 366

236 980 842

印度

0.737

19 900 386

1 857 527

18 042 859

注 a：2016 年未抵扣的“员工薪金税抵扣”的会员国：美利坚合众国，55 448 558 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members/contribution.shtml#text。

第三，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成为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与联合国应该在此框架下开展更加深入、
务实的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联合国的推动能力，进而实现维护其权威的
目标；同时中国也将在此过程中将全新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理念付诸实践，
推动实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而造福于国际社会。具体合
作内容包括：一是充实与丰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内涵。客观地讲，目前新
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内涵尚未完全充实与完善，比如新型国际关系具体包括什
的中国答案》，外交部网站，2016 年 6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 cn/web/ziliao_67490
4/zyjh_674906/t13761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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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内容，它们之间的层次划分与相互关系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来推
动，预期效果如何等内容均尚未明确。这些问题为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留下了
空间，双方可以通过深入合作来使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符合
现实。二是中国与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具体合作方式的探索。比
如采用传统的由联合国提供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参与的模式，还是通过中国
与联合国具体机构合作的模式来推进，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协调并形成契合
点。三是中国与联合国共享合作成果。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将不仅有助于中
国方案的国际化，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也将为联合国理顺大国关系，推动世
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第四，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转型。从 20 世纪 70 年代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后，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外交理念方面都经历了发展
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被动参与到目前的积极引领，从有限参与到全面融入，
从注重国家利益到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平衡等几个方面的转变。这些变化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特点和特色，也为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共
建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除此之外，未来中国要更加重视联合国外
交以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多边外交。与此相应，中国联合国外交将重点以新型
国际关系思想为指导，更加积极主动参与联合国事务，也将为国际社会贡献
更多公共产品，承担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中国联合国外交要逐步
走出粗放式参与模式，实现精细化融入，真正能够适应联合国系统内国际规
则的变化并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
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将
这种理念推向世界的过程中，联合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挖掘联合
国的优势和潜力，使其共同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同时也要求中国的联合
国外交有所作为，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发
挥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16-11-11]
[修回日期：2017-01-27]
[责任编辑：樊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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