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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张晓通

　 　 内容提要:大国经济外交ꎬ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

交ꎬ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ꎮ 由于中国经济外交仍是以经济

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ꎬ因此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ꎮ 但中国具有实施大国经

济外交的有利条件ꎬ特别是具备高效率运用经济实力的制度优势ꎬ以及义利并重的文明

属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ꎮ 未来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ꎬ是逐步确立大国雄心

和大国意识ꎬ加强战略规划和打造大国均势体系ꎬ因国施策实施精细外交ꎬ与金砖国家等

协同实施“共同经济外交战略”ꎮ 中国要稳健审慎使用实力资源ꎬ渐进推进大国经济外

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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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后ꎬ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外交重大举措ꎬ包括“一路一

带”、“两廊两行”①、“高铁外交”②和“核电外交”③等ꎮ 每一项举措都涉及大量的资金

投入ꎬ涵盖多个国家和地区(详见表 １)ꎮ

①

②

③

即“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开发银行”ꎮ

“高铁外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香港地区的«南华早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发表的“中国计划建亚欧铁
路网”一文中ꎮ 文章指出ꎬ中国关于高铁网拓展至 １７ 个国家的相关事宜正在谈判中ꎮ 这些铁路将连接并打开整
个中亚、东亚和东南亚ꎬ帮助中国更高效地运输重要的原材料ꎮ 将“高速铁路”推广至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等邻国ꎬ
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中国通过“高铁外交”积极构建以本国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网ꎬ以促进煤炭和铁
矿石等能源资源的进口ꎬ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ꎮ

中国的“核电外交”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当时ꎬ中国从核电强国法国引进技术和资金ꎬ着手建设广东大
亚湾核电站ꎮ 从大亚湾起步ꎬ中法核电合作走过了从“法方为主、中方为辅”到“中方为主、法方提供支持”ꎬ再到
“共同设计、共同建造”三个阶段ꎮ 中国核电技术实力不断壮大ꎬ近几年开始参与国际竞争ꎬ２０１３ 年在“走出去”上
实现重大突破ꎮ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广核联合两家法国企业ꎬ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ꎬ将在英国西南部欣克利
角兴建两台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ꎬ这是中国核电技术首次进驻发达国家ꎮ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中央领导集体
上台之后ꎬ中国国家领导人外出访问越来越频繁地以核电为外交名片ꎬ以促进双方在核电领域的合作ꎮ



插入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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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外交正日益成为中国实现大国抱负的重要抓手ꎮ 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ꎬ各大国在权势上相互制衡ꎬ经济上相互依存ꎬ一般不会轻言

战事ꎬ经济外交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ꎮ 守成大国为维持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既有

地位ꎬ与新兴大国围绕财富与权力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ꎮ

在大国博弈的新形势下ꎬ越来越多的大国开始主动实施经济外交战略ꎬ对理念和

机构设置都做出了相应调整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

了新的“经济治国术”(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理念ꎬ①美国经济外交进入了一个以亚太为

重点目标的新时期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中国外交部成立国际经济司ꎻ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ꎬ法国外交部成立企业与国际经济司ꎬ专门开展经济外交活动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ꎬ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的政论文章ꎬ提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外交

思想ꎮ②

本文提出“大国经济外交”这一新的研究命题ꎬ旨在从大国视角探讨经济外交问

题ꎬ探讨大国经济外交的概念、特征与实践ꎬ主要回答四个问题:第一ꎬ什么是大国经济

外交ꎬ其主要特征是什么ꎻ第二ꎬ中国实施的经济外交是不是大国经济外交ꎬ其特征与

其他大国有何异同ꎻ第三ꎬ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ꎻ第四ꎬ探讨未来中国大

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议程ꎮ

一　 大国经济外交的概念

所谓“大国经济外交”ꎬ简而言之ꎬ就是大国实施的经济外交ꎮ 具体来说ꎬ就是一

国为了实现和维护其大国地位ꎬ实施财富与权力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与过程ꎮ③ 大

国经济外交一般具有三大特征: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ꎮ

(一)大国实力

大国是军事和经济上实力强大的国家ꎬ尤其是军事实力强大ꎮ 真正的大国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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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ｌｕｂ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高虎城:“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ꎬ«求是»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ꎮ
在“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一文中ꎬ笔者将“经济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在对外交往

中主观能动地通过战略、策略与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财富与权力之间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以及转化过程”ꎮ 这
里的“财富”指的是经济实力、经济资源(如石油、原材料、外汇储备、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实力等)、经济手段以及
经济收益ꎮ “权力”指的是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所处的优势地位ꎬ可以迫使对方接受本方的意见、主张ꎬ让对方做其
原本不想做或不打算做的事ꎮ 有必要指出ꎬ权力不一定是政治、军事权力ꎬ也可以是经济权力、文化权力或任何领
域的权力ꎮ 本文沿用该经济外交的定义ꎬ并据此对大国经济外交给出相应的定义ꎮ 参见张晓通:“中国经济外交
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ꎬ«外交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以在没有他国帮助的情况下独立维护国家的安全”ꎮ① 大国在实施经济外交时ꎬ有大

量可供使用的实力资源ꎬ有实力上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ꎬ可以实施制裁与反制裁ꎮ

但国际关系的现实是ꎬ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实力领域都是“全能”的ꎮ 即使美国

也不是各个领域的“全能冠军”ꎮ 美国在军事实力领域是全球霸主ꎬ但在经济领域则

不是ꎮ 就经济总量而言ꎬ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超过美国ꎮ② 因此ꎬ大国实力的强大还体

现在实力资源跨领域流动的能力ꎬ以及不同性质的实力资源相互转化的程度和效率ꎮ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

说:“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把自己某些问题上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其他问

题上的政策联系起来ꎬ从而获得主导各类组织和问题的地位ꎮ 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总

体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ꎬ确保总体的经济和军事结构与任一问题领域

的结果相符ꎮ 因此ꎬ世界政治被视为无缝之网”ꎮ③ 其言下之意是ꎬ大国可以利用议题

挂钩的方式ꎬ把实力资源从一个议题领域调拨到另一个议题领域ꎬ从而确保自己在某

一特定议题领域的优势地位ꎮ 笔者认为ꎬ大国实施经济外交时会进行频繁的政经互

动ꎬ因此ꎬ经济外交可以定义为“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ꎮ④

(二)大国意愿

除了经济利益外ꎬ大国有大国的战略利益、政治抱负和强烈的战略规划意识ꎮ 经

济外交是“一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主观能动地通过战略、策略与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

财富与权力之间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以及转化过程”ꎬ⑤它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长远规

划ꎮ 一般而言ꎬ大国基于自身雄厚的财富基础ꎬ受大国雄心和目标的驱使和指引ꎬ对于

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有强烈的需要ꎬ因此往往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加强烈的转化

意愿ꎬ其转化的强度、速度、规模也要远远高于小国和一般国家ꎮ 这些都要求大国未雨

绸缪ꎬ提前制定经济外交战略ꎮ 对于新兴大国ꎬ它们要赶超守成大国ꎬ如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中叶美国赶超英国ꎬ上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日本赶超美国ꎮ 反过来ꎬ守成大国也千

方百计阻止崛起国赶超ꎮ 由于大国地位是一种稀缺资源ꎬ竞争这种地位的斗争异常激

烈ꎮ 其最终结果一般是非此即彼ꎬ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为被动、更受压制的境地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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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ｈａｍ 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Ｎｅｗ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２０９－２１０.

张晓通、王宏禹、赵柯:“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ꎬ«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ꎬ门洪华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３２ 页ꎮ
张晓通:“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架:一项初步的尝试”ꎬ第 ５３ 页ꎮ
同上ꎬ第 ５３ 页ꎮ
张小劲等:«大国复兴之路»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２－３ 页ꎮ



因此ꎬ大国的经济外交必然服从大国的政治抱负ꎮ “大国经济外交”的核心是通过经

济外交手段服务大国的战略利益ꎮ 而大国的战略利益在于追求大国目标ꎬ参与国际体

系中的权势转移ꎬ主动塑造世界秩序ꎮ １９９６ 年ꎬ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认定ꎬ美国的根

本利益①包括:防止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敌对的霸权势力ꎻ防止在美国边界或所控制

的海域内出现敌对大国ꎮ② ２００６ 年ꎬ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重视对地

区盟友的安全承诺ꎬ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ꎬ防止地区霸权和匹敌竞争者崛起”确认为

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ꎮ③ 由此可见ꎬ虽然时代在变ꎬ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ꎬ其核心利益

在于防止挑战者对于其霸权地位的颠覆性挑战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外

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大国ꎬ希望通过经济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ꎬ提升日

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ꎬ谋求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ꎮ④ 这一时期ꎬ
日本加快对外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援助、提高对联合国等组织的捐款额、跟随美国积极

参与地区合作ꎬ企图通过一系列经济外交来提高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ꎬ争取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地位ꎮ 事实上ꎬ对于历史上所有大国或者期望成为大国的国家而言ꎬ其
核心利益都在于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和维持大国地位ꎬ它们都拥有比一般国家更为强烈

的大国意愿ꎮ
(三)大国影响

大国通常具有跨越自身所在地区的影响力ꎮ 美国学者巴里布赞提出ꎬ大国影响

力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区域ꎬ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则能延伸至整个国际体系ꎮ⑤ 所以ꎬ大
国的经济外交强调获取跨区域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控制力和决定力ꎮ 目前ꎬ美国、
欧盟⑥和中国的经济外交都拥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影响力ꎮ 即使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

之后ꎬ美国的经济外交依然是全球布局ꎬ在亚太地区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ＴＰＰ)谈判ꎬ在欧亚大陆上干预俄乌危机、对俄实施经济制裁ꎬ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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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四个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ꎮ
根本利益居于利益等级的首位ꎮ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第 ２５４－２５５ 页ꎮ
张建:“美国国家利益溯源”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 / １３ / １０１６ / １０ / ９ＢＡ４ＦＴ７１０００１４ＡＥＤ.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访问ꎮ
张小劲等:«大国复兴之路»ꎬ第 １７４－１７５ 页ꎮ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ｓ: Ｄｅｃｅｎ￣

ｔｒ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４.
欧盟是由 ２８ 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主权国家联合体ꎬ是当前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ꎮ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

纪的一体化进程后ꎬ欧盟经济外交的主要政策工具ꎬ如贸易政策、发展援助等在很大程度上已归为欧盟权能ꎬ由欧
盟统一对外实施ꎮ 例如欧委会负责商签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中国的双边投资
协定谈判等ꎮ 与此同时ꎬ欧元区国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ꎬ实施统一的金融外交ꎮ 在此背景下ꎬ我们认为可以将
欧盟视为一个大国集团ꎬ其实施的经济外交可以视为大国集团实施的经济外交ꎮ 事实上ꎬ欧盟整体的经济外交在
很多时候比一般大国实力更强、效果更明显ꎮ 为更好地了解大国经济外交ꎬ我们将欧盟的经济外交归于大国经济
外交一类ꎮ



北约、与欧盟商签“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等ꎮ 欧盟在«里斯本条

约»通过后ꎬ设立了对外行动署ꎬ对外提出十大战略伙伴关系ꎬ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加强

与世界上其他大国包括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系ꎻ积极推行地区主义ꎬ特别是美欧跨大

西洋自贸区谈判ꎬ以及加强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联系ꎮ 而中国的经济外交早已从

“内线”跳到“外线”ꎬ影响力遍及非洲、拉美和欧洲ꎮ
综上ꎬ所谓“大国经济外交”ꎬ就是以大国雄心为指引ꎬ大国实力为基础ꎬ以获得或

维护大国地位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外交ꎮ 大国经济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是国家财

富向国际权势和影响力的转化ꎬ而非反向为之ꎮ

二　 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大国经济外交

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无多大争议ꎬ但中国实施的经济外交是否完全符合上述的大国

经济外交定义ꎬ有待进一步讨论ꎮ 在笔者看来ꎬ中国经济外交具备大国实力和规模、跨
领域的财富与权力转化实践以及一定的国际影响力ꎬ但存在关键性的缺失ꎬ即大国经

济外交核心目标的缺失———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到底是着眼于大国权势转移、塑
造世界政治经济秩序ꎬ还是着眼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从目前中国官方的表述来看ꎬ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ꎬ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服务ꎮ① 就

这个意义上而言ꎬ中国尚未做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政策与心理准备ꎬ缺乏强烈的大

国意愿和明确的大国目标ꎮ 但中国的经济外交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ꎬ其中一些特点使

中国较其他大国而言ꎬ更具大国经济外交的潜质ꎮ
(一)中国当前的国情与发展阶段

实施经济外交ꎬ必须考虑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国情和民意ꎮ 因此ꎬ中国政府在实

施经济外交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ꎮ 中国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探讨中国经济外交应当遵循的原则时提出:“必须坚持外交为经

济服务的战略方针ꎮ”②目前ꎬ中国经济外交“一路一带”、“高铁外交”、“核电外交”等
重大举措都是与国内发展密切相连的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为了发展西部ꎬ特别是

新疆ꎬ缓解目前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ꎬ促进西部开发ꎮ “中印缅

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是为了发展中国西南地区ꎬ畅通西南地区交通通讯ꎬ
拉动西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ꎬ减少地区间发展差异ꎬ巩固边防ꎮ 推行“高铁外交”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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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世界” 研讨会上的发言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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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化国内高铁过剩产能ꎮ 在中国ꎬ高铁被寄予了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高新技术

水平、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等厚望加以大力发展ꎬ使得中国在不到十

年时间里建成的高速铁路里程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新建高铁里

程的总和ꎬ过剩的高铁产能使得中国有必要开展“高铁外交”ꎬ向外输出已具规模化的

高铁技术和制造能力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经济外交的目的存在双重性ꎬ在发展经济和实现国家大国战略目

标之间徘徊ꎬ而且以前者为核心目标ꎮ 这是由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ꎮ 一部分中国学者和官员认为ꎬ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阶段ꎬ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ꎬ中国的首要关注是国内ꎬ外交上也应继续坚持韬光养

晦ꎮ 一些西方学者提出ꎬ中国缺乏运用经济实力、发挥领导力的意愿和态度ꎬ应该将中

国称为“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ꎻ“对于所有超出自身领土范围的事项ꎬ中国力

量的主要特点就是防御性———中国力量是用来说‘不’的” ꎮ① 在大国经济外交中ꎬ经

济与政治的互动、财富与权力的转化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ꎮ 在经济实力既

定的情况下ꎬ经济服务于政治ꎬ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ꎻ反之ꎬ政治服务于经济ꎬ也可能影

响大国地位的追求ꎮ 事实上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ꎬ中国的经济外交主要是政治服

务于经济ꎬ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ꎮ 今后ꎬ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

标是否会出现“权力转向”ꎬ即运用经济实力追求国际权势ꎬ目前还难以下结论ꎮ 这也

正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主要特色ꎬ即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还徘徊于追求经

济发展与追求大国权势之间ꎮ

(二)中国的体制特色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高效的政府有助于贯彻落实大国经济外交ꎬ这是中国经

济外交的第二个特色ꎮ 在此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外交做一比较ꎮ 美国政府由于预算

问题多次“关门歇业”ꎮ 由于两党内斗ꎬ贸易谈判快轨授权迟迟无法获得通过ꎬ严重影

响了美国在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谈判中的可信度ꎮ ＩＭＦ 改革法案也被美国国会一再搁置ꎬ②

这些都令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ꎮ 美国的体制特色是三权分立、党派争斗和国会

掣肘ꎮ 从历史经验看ꎬ美国政府强、国会弱ꎬ美国经济外交就强ꎮ 反之ꎬ国会强、政府

弱ꎬ其经济外交就无所作为ꎮ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发现ꎬ美国

在 １８６５－１８８９ 年间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情况下没有把财富积极转化为国际影响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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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笔者在美国听到了一场耐人寻味的辩论ꎮ 一方是美国政府和民主党ꎬ提出将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救助乌克兰与 ＩＭＦ 份额改革一揽子捆绑解决ꎮ 另一方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ꎬ反对将
ＩＭＦ 改革与救助乌克兰捆绑ꎮ 最后民主党被迫妥协ꎬ两者脱钩ꎮ



而在 １８８９－１９０８ 年ꎬ美国则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战略并迅速扩张其海外利益ꎮ 其中的

原因是什么? 扎卡里亚的解释是ꎬ政府力量的增强以及核心决策者意识到政府力量的

相对增长ꎬ是美国从扩张不足走向积极扩张的主要原因ꎮ① 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ꎬ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外交的特色———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奋发有为的

国家领导人和高效的政府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外交有声有色的重

要原因ꎮ 自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ꎬ中国外交呈现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新局

面ꎮ② 下一步ꎬ中国需要考虑依靠其体制优势ꎬ继续加强顶层设计ꎬ推进贯彻落实中国

特色的经济外交战略ꎮ 敢于作为的政府和勇于担当的领导人有利于实现强有力的大

国经济外交ꎮ
(三)中国的文明属性和历史纵深

这是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文明基础ꎬ包括新型义利观ꎬ主张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

中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ꎻ③发展“商道文化”ꎬ主张道义唯上ꎬ强调“见利思义”ꎬ不搞

唯利是图、纯粹利己ꎮ④ 张骞出使西域ꎬ推动建立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外交联系ꎬ沿古

代陆地丝绸之路撒播友谊ꎬ也把西域的文明、知识、物产带回了中国ꎮ 中国历史上还有

郑和七下西洋的创举ꎬ其精神实质是“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共享天下太平”ꎬ经济上厚

往薄来、互通有无ꎮ 这与西方坚船利炮开展奴隶贸易、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ꎮ⑤ 中

国富有特色的文明属性和历史积淀有助于中国开辟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经济外交路

径———从文明的维度推进与各国的交往ꎬ更有效地实施大国经济外交ꎮ

三　 探索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一)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

探索实施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ꎬ关键是正确理解“中国特色”与“大国经济外

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ꎮ 这就像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首先是市场经济ꎬ然
后才是社会主义ꎮ 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有一个基本特征ꎬ即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ꎮ “社会主义”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限定ꎬ要求考虑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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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ꎬ Ｆｒｏｍ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ｌｅ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３－１２.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外交部长谈二○一三年中国外交”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第 ３ 版ꎮ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ꎬ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ꎬ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ꎮ
高虎城:“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ꎮ
“倡导‘郑和精神’、实施‘郑和倡议’ꎬ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ꎬ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ꎬ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ꎮ



社会主义体制等ꎬ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ꎮ

理解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ꎬ我们可以采取类似的逻辑ꎮ 首先我们是大国ꎬ推行

的是“大国经济外交”ꎬ其次才是中国特色ꎮ 中国是大国ꎬ决定了我们与世界上、历史

上的其他大国相似ꎬ追求实现大国梦ꎮ 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首先是为了获得国家的大

国地位ꎬ实现国际体系权势的和平转移ꎮ 这就要求中国的决策者和民众逐步确立大国

雄心和大国意识ꎬ从思想上为中国的大国和平崛起做好心理、物质和政策上的准备ꎮ

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ꎮ 只有在中国奠定异常厚实的经济实力基础后ꎬ只有在中

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ꎬ中国才可能开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ꎬ即

以大国权势转移、重塑世界秩序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外交ꎮ 届时ꎬ中国经济外交的两大

特色ꎬ即制度优势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包括新型义利观、“商道”、“郑和精神”

等)ꎬ将帮助中国更好地开展大国经济外交ꎬ早日实现大国理想ꎮ

(二)制定战略规划ꎬ打造战略均势

为了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ꎬ中国还要思考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安

排ꎮ 美国早在上世纪 ３０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谋划战后世界秩序ꎬ经多年努力予以逐步

实现ꎮ 未来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ꎬ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ꎮ 在制定“十三五

规划”过程中ꎬ需要深入思考大国外交战略ꎮ 其核心是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全球政治

经济秩序ꎬ该如何塑造国际社会ꎬ制定国际规则ꎮ 在当前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ꎬ

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应通过经济外交手段ꎬ推动形成多极政治均势体系ꎬ推动形成美

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世界货币体系ꎮ 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

国ꎬ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和非歧视原则ꎬ符合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ꎮ 因此中国

要坚决维护以 ＷＴＯ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ꎬ尝试推动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内容多边

化ꎬ转变成为多边规则ꎬ从而确保多边贸易体系得以继续生存发展ꎮ

(三)实施精细外交ꎬ因国施策

鉴于各大国特点各异ꎬ对其经济外交应有所区别ꎮ 对美经济外交的目标是稳步实

现大国权势转移ꎬ努力通过一个较为和缓的过程促进权力交接的实现ꎮ 在对美关系

上ꎬ关键是不断加强自身经济实力ꎮ 在经济总量没有大幅超过美国之前ꎬ要坚持“韬

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并重的方针ꎮ 对欧经济外交的着眼点是共同打造多极均势体

系和改造世界经济秩序ꎮ 在多边层面ꎬ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ꎻ在双边层面ꎬ深入

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实现经济上的进一步融合ꎬ商签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与中

欧自贸区协定ꎬ并借此推动国内改革ꎮ 在对俄关系上ꎬ要继续深入发展中俄全面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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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伙伴关系ꎬ尊重俄复兴大国的雄心ꎬ共同维护欧亚大陆繁荣稳定ꎬ推进多极化ꎮ 在

对日关系上ꎬ要深入思考中日大国关系ꎬ权衡日本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对中国的利弊影

响ꎮ 对日经济外交的着眼点是深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ꎬ实现中日韩、东盟经济的进

一步融合ꎬ以经济外交手段维持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ꎬ确保地区内的体制和机

制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稳定ꎮ

(四)开展“共同经济外交”

所谓“共同经济外交”ꎬ就是依托中国加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和国家集

团ꎬ实施共同的经济外交战略ꎬ发出共同的声音ꎮ 这些组织或集团包括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加勒比合作论坛等ꎮ 第六届金砖国家峰会

明确提出:“基于以往国际力量格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有效性

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ꎮ”①而中国为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投入巨资ꎬ就是通过经济外交手段ꎬ推动改变当前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ꎬ争取更加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将中国的实力资源注入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区域和

国家集团中ꎬ实施共同政策ꎬ有助于提升整体福祉和国际影响力ꎮ

在中国向大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过程中ꎬ也将面临三大潜在挑战ꎬ需要特别关注ꎮ

第一ꎬ国内掣肘ꎮ 大国国内利益构成复杂ꎬ目标多元ꎬ国家不同目标之间的竞争、

不同利益集团的抵抗与掣肘、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博弈、民众的压力和各种不同思潮的

碰撞ꎬ都可能造成中国既有实力的损耗ꎮ 例如ꎬ民间压力也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

经济外交中的一大影响因素ꎮ 在欧债危机高峰期ꎬ不仅仅是欧洲缺乏资金流动性ꎬ中

国温州也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一场民间信贷危机ꎬ一些企业关门倒闭ꎮ 是救欧洲还是

救温州ꎬ民间骤然出现了“先温州后欧洲”的舆论压力ꎬ②给中国领导人决策增加了难

度ꎮ 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这一平常的援外活动竟也引发网上热议ꎮ 一位网友表

示:“援助别人我不反对ꎬ但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坐的却是报废车ꎬ严重超载的面包车!”
③这些民间压力给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ꎬ即外交和内政是否会成为矛盾的对立

面? 是“内政优先”还是“外交优先”? 是“国内优先”还是“国外优先”? 不论争论的

结果如何ꎬ当前争论本身就已经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对外投放构成了一定的钳制ꎮ

第二ꎬ实力资源的过度耗费ꎮ 历史经验表明ꎬ对实力资源的挥霍ꎬ会导致大国的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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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ꎬ中国外交部网站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ｃｈｎ / ｚｙｘｗ＿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１７５２８３.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访问ꎮ

白明:“先救欧洲ꎬ还是先救温州?”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ｃａ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ｅｘｐｅｒ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１３０４
－２５１４１.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访问ꎮ

“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引发网上热议”ꎬ凤凰网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ｇｓｙｅｙｘｉａｏｃｈｅｃｈｅｈｕ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 / 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１＿１１ / ２７ / １０９２９２４４＿０.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访问ꎮ



落ꎮ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ꎬ大国的衰败是军事过度扩张ꎬ财力不济造成的ꎮ 战

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可能导致这个强国的衰落ꎮ①

财富向权力转化有一个限度ꎬ过度靡费财富ꎬ穷兵黩武ꎬ将导致国势衰落ꎮ 美国政治学

者杰克斯奈德在其著作«帝国的迷思»一书中也提到ꎬ帝国往往有这样一个迷思:国

家的安全只有通过过度扩张才能得到维护ꎮ 这一观念正是推动所有工业化大国过度

扩张的主要力量ꎬ然而实际上也正是这一侵略政策损害了国家的安全ꎮ② 造成过度扩

张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主要原因就是财富与权力相互转化效率低下ꎬ浪费过多财

富ꎬ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权力ꎮ 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经济基础无法支撑起

外交、战略与军事的扩张ꎬ实质上ꎬ这是苏联经济外交的失败、美国经济外交的胜利ꎮ

日本就曾出现过为了“入常”ꎬ过度消费本国经济实力资源的问题ꎬ③得不偿失ꎮ 所以ꎬ

在经济外交实践中ꎬ财富与权力转化的效率是关乎大国兴衰的重要方面ꎮ 大国兴衰的

历史反复说明ꎬ过度靡费财富ꎬ穷兵黩武ꎬ将招致国势的衰落ꎮ 以史为鉴ꎬ中国的大国

崛起和在此过程中经济外交的运用ꎬ需要考虑国内政治和经济成本ꎮ 在未来的大国经

济外交探索实践中ꎬ中国需要探索“灵巧方式”ꎬ以较低的成本、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

财富向权势的转化ꎮ

第三ꎬ经济外交手段的正义性ꎮ 正如战争具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之分ꎬ经济制裁

也有此类问题ꎮ 美国对苏丹、叙利亚等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有打着“人

权”和“民主”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ꎬ颠覆这些国家反美政权以扶持亲美政权的嫌疑ꎬ

遭到被制裁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ꎮ 而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等国家实施经济外交以“断

气”大棒相威胁ꎬ对普通民众的打击面过大ꎬ其经济外交的正当性遭到质疑ꎮ 中国较

少使用经济制裁方式ꎮ 但在东海、南海岛屿争端中ꎬ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中国对

有关国家实施经济制裁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提出ꎬ对日实

施经济制裁ꎬ中国无需顾忌什么世贸规则之类而自我束缚ꎮ 对于敌对的国家间关系ꎬ

世贸规则只不过是空气ꎮ④ 但与此同时ꎬ一些中国学者认为ꎬ我国的对外经济制裁政

策应吸收与反映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ꎬ如墨子的“兼爱非攻”ꎮ⑤ 墨子不是反对

一切战争ꎬ而只是反对非正义战争ꎮ 中国的对外经济制裁需要思考这类涉及道德与正

义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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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上)ꎬ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前言”ꎬ第 ＸＩＩ 页ꎮ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周永生:“经济外交的经验教训”ꎬ«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ꎬ第 ６１ 页ꎮ
梅新育:“对日经济制裁的四大选择”ꎬ«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第 ２１ 页ꎮ
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ꎬ«外交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第 ２７ 页ꎮ



四　 未来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议程

大国经济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ꎬ中国也在朝这个方向迅速迈进ꎮ 但中国对大国经

济外交的研究还远远不够ꎮ 我们需要在三个维度开展研究:

一是中国历史的维度ꎮ 重点考察中国古代的智慧与文明ꎬ包括张骞出使西域、郑

和七下西洋、古代朝贡体系和朝贡贸易的历史细节ꎬ思考古代义利观在当前形势下的

新发展ꎮ 同时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外交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

深入研究ꎬ总结中国经济外交中的共性规律和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个性特征ꎬ并分

析其背后成因ꎮ

二是国际比较的维度ꎮ 重点考察历史上新兴大国实施经济外交、克服财富与权力

转化困境的经验教训ꎮ 从民意管理、制度革新、应对外部制衡等多个方面研究崛起进

程中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实践ꎬ总结其经验教训ꎬ

开展比较研究ꎬ提炼出对中国经济外交实践有益的启示ꎮ① 同时ꎬ研究当代美国、欧洲

国家、日本、俄罗斯等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践ꎬ特别是其经济外交实践中的战略制定与

谈判策略ꎬ开展国别比较研究ꎬ总结其经验教训ꎮ

三是梳理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ꎮ 梳理中国在经贸、援外、金融、能源等领域的

经济外交ꎬ梳理中国对美、欧、日、东南亚、中亚、拉美与加勒比、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外交的经验教训ꎬ从外部制衡、经济实力、政府领导意愿、实力资源流动与损耗等多

个维度ꎬ分析当前中国实力向权力转化困境的内在机理ꎮ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ꎬ结合国内外历史经验ꎬ尝试逐步提出大国经济外交的“中国模

式”ꎮ

(作者简介:张晓通ꎬ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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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方面ꎬ武汉大学封永平博士已经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ꎮ 详见封永平:«大国崛起困境的超越:认同建
构与变迁»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