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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自 2013 年

10 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召

开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奋发有为、积

极进取，取得了多方面重要成果，包

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地区快速

推进，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项目，如中

巴经济走廊、印尼高铁建设、中俄油

气合作等取得重要进展。在南海问题

上，中国顶住美国带来的强大压力，

坚定维护主权权益和核心利益，强化

了南海的主权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消

解了“南海仲裁案”的负面国际影响，

彰显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动

员能力。此外，亚信会议和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峰会的成功举办、“9 · 3”

大阅兵的成功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的顺利成立等，比较充分地展

现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经营、塑造能

力。

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在中国周边

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力度，中

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很长时期

都难以得到妥善解决的领土领海主权

权益争议，一些周边国家正在经历深

刻的政治社会转型，显示中国周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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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面临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若干较

为严峻的挑战。在问题头绪较多、形

势不断演化的情况下，需要更好地从

宏观上把握周边环境的总体走势，对

周边外交进行系统的筹划与设计，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

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更有力的周边

战略支撑。

中国周边环境总体评估

当前，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时期。

周边环境的好坏程度，周边外交的成

功与否，会深刻影响中国在周边地区

利益的实现程度。总体来看，当前中

国周边环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

第一，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周边

环境处于过渡和转折时期。当前，东

亚秩序正在从过去总体由美国主导的

地区秩序向新的地区秩序转型。[1] 这

个转型过程的起始，大致以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中国经济总

量于 2010 年超过日本为标志。转型

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地区国家

就地区秩序的很多重要方面尚未达成

有效共识，地区实力对比还在进行累

积性的数量变化，国家关系结构还处

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大国之间尚未

形成稳定的、能被各方接受的相互定

位，中小国家对于在大国关系中如何

自处还有较强的观望心态，主要相关

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以比较激烈

的方式展开。在过渡时期，东亚地区

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逐渐明确中国在该

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并在中美关系

性质逐渐明确的过程中，形成可持续

的地区架构、稳定的国家间互动模式，

对地区热点问题形成较为有效的管控

机制。

第二，美国通过推进“亚太再平

衡”战略，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同盟体

系，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加大了

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周边地区，美

国拥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

菲律宾等盟国，还有印度、印度尼西

亚、越南、新加坡等安全伙伴。这些

盟国和安全伙伴的存在，放大了美国

在该地区的实力优势，使美国在本地

区采取的行动更容易产生体系层面的

效果。[2] 这样一种态势，使得中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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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地区的竞争具有某种不对称

性。总体来看，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

位，中国在周边地区竞争的成本要明

显高于美国，但这与周边地区对中国

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大体是相称的。在

周边地区不同方位，中美之间的不对

称性存在差异。美国的优势更多地体

现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南亚地区，

这一优势有所下降；在西北方向，美

国并无明显优势，相反，通过中俄合

作、上海合作组织作用的发挥，中国

占据较大的主动性。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优势并不是全

方位和体现在所有领域的。

第三，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

复杂心态，其政策选择具有很强的两

面下注性质。大多数周边国家认为，

当前在中美两国之间，美国处于实力

优势地位。但他们同时明确地认为，

中国是一支上升中的力量，中国在亚

洲的影响力仍然处于长期上升通道之

中。此外，周边国家在其战略考虑中

并不轻易排除未来某一时间中美两国

实现重要战略和解的可能性。在这样

的考虑之下，周边国家在没有十分特

殊理由的情况下，虽然其政策时有一

些机会主义性质，但一般不愿真正得

罪中国，也不希望卷入中美对抗的大

麻烦中。即使是跟中国存在现实争议

的菲律宾和越南，也并不希望与中国

的关系真正破裂，避免与中国发生直

接武装冲突。

2015 年以来，美国通过实行南

海巡航、推动南海国际仲裁、力推《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方式，一定

程度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但

无法达成“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

无法打破中美在周边地区战略竞争的

僵持状态。中国表现出很强的抵御美

国压力的能力，有助于打消周边国家

可能产生的“美国可以通过加压的方

式压服中国”的幻想，并对周边国家

在中美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产生影

响。

第四，本地区国家还没有找到格

局转换的有效路径，美国仍在努力维

护旧的地区秩序。中国周边国家存在

较强的未来地区秩序会发生变化的预

期，但东亚秩序的转换以什么方式实

现，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路

径。美国试图通过大力推进“亚太再

平衡”战略，加固它所主导的同盟体

系和地区安全秩序，推动 TPP 建立对

其有利的地区经济秩序，在这一地区

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中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增大。图为2016年9月1日，参加东盟人道救灾

与军事医学联合演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分队在抵达泰国罗勇府乌塔堡机场后搬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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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挤中国的影响力，从而导致地区秩

序转型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态度并不是简

单排除秩序转换的可能性，而是试图

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

的利益，同时不希望现有格局和秩序

在短期内发生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

而是希望这种变化能够以较为平稳的

方式进行，以便他们能够更好适应。

当前周边地区格局正在经历从僵

持局面中逐渐转型的过程。周边地区

的秩序转型总体上会以和平的方式进

行，但又有很强的战略竞争内涵。在

转型过程中，中国、美国和不少周边

国家都会承受较大压力，而中国则处

在所有这些压力的核心，这将是一个

比较长期的现象。

中国周边外交的成果与经验

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多

方面的成果，其中，有些成果的表现

是显性的，有些成果的表现是隐性的，

其真正价值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更

好地体现。在积累实力、为未来崛起

打牢基础的阶段，某些隐性的、其效

用暂时不是明确可见的努力，有时可

能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一阶段的努力，

也为周边外交的持续推进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成果和

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积极主动出击，而不

是被动应对，逐步提升在周边地区的

战略主动性。[3] 近年来，中国周边外

交颇为主动，在预先筹划的基础上主

动出击，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其中包

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

东盟自贸区协议的升级、中韩和中澳

两个自贸区协议的达成，等等。此外，

金砖国家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

的合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中国周边外交主动作为、积极进

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周边地区“美

国出牌、中国应对”的态势，加强了

周边外交的统筹规划，而不是忙于应

付眼前问题和具体挑战，不是展现“反

应式的强硬”，而是“超越应对”“超

越眼前和短期”，从战略高度审视不

同领域和不同问题，更好地确定不同

领域的轻重缓急和行动的先后次序，

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下，保持自身

战略方向的清晰性和稳定性。

周边外交主动作为的客观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亚太再平

衡”的战略部署，发挥了消解美国“亚

太再平衡”战略效果的作用，使中国

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主要议题的方向，

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路径

发生了改变，确保经济合作继续成为

地区合作中的关键议题，并对美国在

周边地区的作用形成较为明显的约

束。

第二，通过综合发挥经济、安全

等不同手段的作用，周边外交手段更

为丰富，组合更加灵活。在安全领域，

中国应对压力的能力明显增强。在美

国不断加大战略压力的情况下，中国

依然能够坚决顶住压力。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在

南海有效维权并开展岛礁建设，军事

能力也在快速稳步提升。这些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试图通过加

压与升级的方式迫使中国在安全领域

让步的设想落空。由此，中国在周边

地区的战略威慑力也得到一定提升，

这对部分国家试图侵蚀中国南海利益

的机会主义心理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抑

制作用。

在安全短板得到一定程度弥补的

同时，中国继续发挥经济手段在周边

外交中的长期基础性作用，与周边国

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入，与大多数周

边国家较为良好的合作局面继续得到

维持和巩固。在周边地区压力加大、

战略竞争有所发展的背景下，较好地

维护了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平衡。

第三，在安全理念方面推陈出新，

大力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对东亚地区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中国自身也从中受益良多。随着

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继续提升，中国

在地区秩序中的作用也在经历变化。

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地区机制建设

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处于提升的过程

中。

除了在功能性合作方面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大以外，在地区合作理念

方面，中国也试图取得突破，这比较

集中地体现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概念的

提出和推进上。中国与周边国家试图

着力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

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

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

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安全

水平的关系。同时，它更为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纽

带。在命运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国具

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理解和相通的

情感。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及国

家利益具有可变性，从长期角度看，

对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以及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是周边命运共

同体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周边外交未来优化方向

未来一个时期，预期周边环境会

继续经历复杂变化，美国不会轻易放

松“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力度，中国

在周边地区将继续面临复杂局面和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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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现实挑战。从政策层面看，中国周

边外交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第一，继续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

提升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发挥

经济手段推动秩序转型的积极作用。

从深层次来说，周边地区的很多问题

是围绕地区秩序转型而展开的。和平

的地区秩序转型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

的利益。为了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推

动地区秩序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进一步加强

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巩固和充实

双边经济基础；在多边层面推进经济

合作，重拾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努

力发挥经济手段在维护双边关系稳

定、推动政治互信提升方面的作用；

在外交层面发挥中国经济体量大、在

周边地区经济活动日益增强的优势，

使其更好地发挥对地区格局、地区秩

序的塑造作用，以及对地区议题的引

导作用。

第二，以过程可控、负面作用较

小的方式，从长期进一步提升中国的

战略威慑力，稳定中国与周边国家在

安全领域的行为预期，抑制周边热点

问题的升级。同时加强在安全领域的

合作，维持总体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需通过军事能力建设，外交、安

全政策上的坚定性，对某些无理挑衅

进行强有力反击，继续提升战略威慑

力。特别是以超越具体事件应对的方

式，建立可靠的战略威慑，调整和优

化处理周边关系的战略基础。在此基

础上，积极推进务实安全合作，改善

经济合作的安全基础，对周边热点问

题进行较为有效的管控。

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中国在地

区安全中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增大。未

来，可以通过积极为本地区提供更多

安全公共产品，为本地区安全做出更

大贡献的方式，推动地区安全环境的

改善，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使中国倡议的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周边地区得到

更充分的实践。

第三，通过提升周边地区经济合

作，以及更紧密的机制合作，强化周

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国与国合作的

角度看，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

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

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

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成员国不会

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

的政策手段。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周

边外交的手段，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

一个重要目标。作为手段，它有助于

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水平。作

为目标，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

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

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周边命

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需要中国

与周边国家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

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

推进。

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周边外交

的一项长期设计，但它真正要取得成

效，还要靠逐步落实来体现。功能领

域的合作，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需，

但又远非充分。除此之外，它还需要

有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地区主义

理念的推进等作为支持。建设周边命

运共同体，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

轻易松劲，需以长期的愿景、可见的

进展和成果、稳步扩大的交流与合作，

巩固相关行为体的预期，努力用一个

阶段的成功推动下一个阶段的成功，

为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打开

战略空间。

此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周边

外交需要在奋发有为的过程中，更好

地实现外交信号释放的精准性和一致

性。在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变化、中国

外交主动作为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周

边国家在理解中国的意图、方案、构

想和倡议时，难免出现一定的困惑。

为了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

动，周边外交需保持信号释放的清晰

性、一致性、连续性和比较长时段的

稳定性，使周边国家更好地理解中国

维护自身主权权益的坚定、对和平发

展的执着和对互利共赢的坚持。

结  语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周边外交除

了要解决实力积累、如何有效应对来

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等问题之外，还要

着力解决如何提高自身在本地区的可

接受性和受欢迎程度的问题。中国一

方面要利用当前时机，快速壮大自身

实力，同时要关注实力上升和自身对

外行为在国际体系与周边地区产生的

社会性影响，发挥物质实力的软性作

用，改善在周边地区的软实力和国际

形象，提升在周边地区的国际威望，

在地区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

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实现中

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

（作者系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

中心主任，《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

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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