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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球治理
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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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相互

巩固，是对加强全球治理原因的回答。 当今世界，虽

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

然“ 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

主旋律。 但是，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
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但离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 和平、发展、公平、正

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

义、民主、自由” 目标仍相差甚远，国际关系的公平

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

正义远未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有

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

待进一步推进，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

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

克服的全球性困难和挑战，而这离不开全球治理体

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 推进

制的变革。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

面对不断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深刻复杂变化的

目的是服从服务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

世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同志明确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但他同时也强调

指出：“ 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

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商共建共享，中国只做参与者、建

大势所趋。” 他将其重要性概括为：“ 不仅事关应对

设者和贡献者，不寻求对其独自掌握。

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第二，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同志站在新的

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

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并多

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

次重申中国立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

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仅如此，习近平同志对这一重

实际上是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发展是国际和平

大课题还有深刻理解，他所提出或坚持的诸如 “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走和平发展道路” 、“ 构建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 维护以联合国

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环境，世界的
和平进步也离不开中国的贡献。
其一，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

出：“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方向发展” 、“ 加强涉外法律工作” 等重要理念、观

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

“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中国梦奋力拼搏。 要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一

点、论断，构筑起其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厚实

族从自己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所作出的必然选

根基和坚实框架。

择。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会动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回答了加强全球治理的原因、目标和路径

摇。” 与此同时，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世界人民的
共同努力。

问题，成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其二，摒弃“ 国强必霸” 的陈规。 在中华民族伟

习近平同志清楚地告诉世界：“ 各国利益交融、兴衰

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霸权论、中国威胁论一直甚嚣

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尘上。 然而，中国人民深知霸权主义将给本国和世

共同体。” 也就是说，在各国已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

界带来灾难。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 中国外交政

客观事实下，继续坚持全球化道路才是顺势而为，才

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始

能顺势而昌。 因此，以坚持全球化为一项重要特征

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治理基础的

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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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捍卫核心利益。 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

路绝非毫无原则和底线。 “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
家核心利益。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
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 习近平同志由此向世界

展中国家的行为规则、处事方式和战略思想。
其三，构建同周边国家的新型关系。 中国一贯

高度重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构建，将 “ 坚持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突出体现亲、
诚、惠、容的理念” 作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
第五，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

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触碰的禁区—
—
—中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虽然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

第三，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习近平同志指

式各样的挑战。 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其明确回

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

答：“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

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

国核心利益。

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载入中国宪法，是中国
外交政策的基石。

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贡献，但目前面临着各

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

习近平同志所主张维护的对象包括国际秩序和

习近平同志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承了亚

国际体系，也包含了对国际法律秩序和全球治理体

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

系的维护，成为其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有机

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体

组成部分。 习近平同志主张维护的国际秩序和国际

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

体系应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而非联合国宪

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章） 为核心。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分别规定于第

习近平同志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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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和第二条之中，是宪章的纲领性条款，体现了国
际社会交往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准则。

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

第六，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

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 对于如何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虽然应当维护以联合国宪章

更好地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提出了 “ 六个坚
持” ：一是坚持主权平等，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三是

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但也不
能抱陈守旧、故步自封，而应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坚持共同发展，四是坚持合作共赢，五是坚持包容互

地调整、变革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

鉴，六是坚持公平正义。

合理的地方，以适应时代发展与格局变迁。 这就要

第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求：一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二是

习近平同志知古鉴今、以史资政，其呼吁的“ 积极构

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三是吸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正是他在洞

收人类社会各类优秀文明成果。

察到国际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发展的最

第七，加强国际法治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有效路径后作出的决断，是他对历史规律的尊重和

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对历史选择的顺应。
共赢发展彰显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心愿，成为世
界的潮流，同时也是习近平同志全球治理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 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
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各国唯

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 就新形势下加强
涉外法律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反映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视野和使命担当。
《 决定》 中有关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部署构成习近

平同志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世界

因为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建设全球治理体系的

大局，才能最终分享共赢发展的红利。

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良性

其一，构建同发达国家的新型关系。 中国在崛

互动的重要保障。 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新形势

起过程中如何实现与发达国家互利共赢，是重大的

下，涉外法律工作既是国家自身法治建设和现代化

现实问题。 习近平同志针对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

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积极参与

法关系、中欧关系提出很多掷地有声的倡议，为中国

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 这就要求：一是完善涉外法

构建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为共同促进世

律法规体系；二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三是运用

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处理涉外事务；四是强化

其二，构建同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关系。 中国是

涉外法律服务；五是加强国际法治合作；六是创新涉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七是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

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同志曾将中非关系高

治良性互动。

度概括为“ 真、实、亲、诚” ，它也是中国对待诸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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