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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ꎬ 要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进步的历

史责任ꎮ 中国共产党历百年砥砺奋进ꎬ 始终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发展的千秋伟业ꎬ 高

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ꎬ 忠实信奉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ꎻ 坚决

维护和捍卫世界和平正义事业ꎬ 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稳定ꎻ 积极倡导国际秩序新理念ꎬ 致力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经验、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ꎬ
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ꎬ 彰显了百年大党的国际担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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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ꎬ “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也是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①ꎬ 担负着 “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②ꎮ 中国共

产党已经成立一百年ꎬ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政党ꎬ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作为自己的使命ꎮ”③ 这一重要论述ꎬ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历史自觉、 国际视野和世界关

怀ꎬ 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和国际担当ꎮ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者ꎬ 一直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ꎮ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ꎮ”④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ꎮ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ꎮ”⑤ 这些负责任的宣示ꎬ 生动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大境界、 贡献人类的大担当ꎮ 大党之大ꎬ 不仅仅在于体量大ꎬ 更在于胸襟大、 担

当大、 作为大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长远历史眼光

和深沉使命担当ꎬ 注重党的自身建设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和显著特征ꎬ 勇

于自我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担当作为注入了不竭动力ꎮ 历史雄辩地证明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

主义的伟大旗帜ꎬ 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 坚定实践者、 与时俱进创新者ꎬ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

进入新阶段ꎻ 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坚决捍卫者、 有力建设者ꎬ 国际新秩序新理念的积极倡导者、
引领者ꎬ 为人类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ꎻ 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大贡献者ꎬ 拓展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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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ꎮ

一、 中国共产党国际担当的理论渊源、 独特优势与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的初心如磐、 责任在肩ꎬ 来自党以矢志于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ꎬ 来自党在长期自身建设和奋斗中形成的内在特质和独特优势ꎬ 来自党勇于自我革命注入的不

竭动力ꎮ
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的国际担当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ꎬ 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ꎬ 为人类发展指明了从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国飞跃、 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ꎮ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ꎬ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ꎬ 为人类

求解放ꎮ”① 这决定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 忠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ꎬ 是没有任何自己特殊

利益的政党ꎬ 是胸怀天下、 矢志全人类解放的典型的价值共同体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ꎬ 就将

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ꎬ 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ꎬ 决定了我们党具有长远历史

眼光和深沉使命担当ꎮ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

结合起来ꎬ 矢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ꎬ 探索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建设与改

革道路ꎻ 同时ꎬ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ꎬ 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

的思想、 坚定的意志、 强大的战斗力ꎬ 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ꎮ 这是我们党能够担当历史重任

的根本理论渊源ꎬ 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最鲜明的特征ꎮ
马克思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ꎬ 并不是在他们自

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ꎬ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ꎮ”②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 与 “魂”ꎬ 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就是主张民胞物与、 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ꎬ 讲求 “天下一家”ꎬ 致力建设 “大道之行ꎬ 天下为公” 的美好世界③ꎮ 这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超越时空、 一脉相承ꎬ 历久弥新、 赓续不断ꎬ 成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重要文化渊源ꎮ
２. 注重党的自身建设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国际担当的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党ꎬ 一百年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ꎬ 铸就

了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较之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优势ꎬ 在于拥有崇高、 明确的理想信念ꎬ 以及保障

理想和目标实现的政治定力、 责任担当和铁的纪律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ꎬ 表明中国共产党

是彻底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党ꎬ 也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的优势ꎻ 严明的组织纪律、 严密

的组织体系和不断强化的组织力量ꎬ 夯实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组织优势ꎻ 坚持制度管党、 依

规治党ꎬ 坚持民主集中制ꎬ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制度优势ꎮ 百年来ꎬ 这些独特优势始终彰显于党

的奋斗求索、 担当作为之中ꎬ 引领和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ꎮ 而这与西方国家政党追逐一党私利、
攻讦加剧、 纷争不断ꎬ 造成社会 “撕裂” 现象凸显的 “西方之乱” 形成鲜明对比ꎮ 不少外国学者指

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注重加强党的建设ꎬ 不断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ꎬ 保持了强大组织力、 行动力和生命力ꎬ 值得各国政党学习借鉴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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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勇于自我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国际担当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担当ꎬ 还在于党勇于自我革命ꎮ 习近平指出: “勇于自我革命ꎬ 是我们党

最鲜明的品格”①ꎮ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ꎬ 一方面对所处的历史方位、 面临的时代

任务和风险考验始终保持清醒认识ꎬ 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和社会

号召力ꎬ 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ꎬ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ꎬ 成为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

导力量ꎻ 另一方面坚持从严治党管党ꎬ 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ꎬ 刀刃向内、 刮骨疗

毒ꎬ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ꎬ 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ꎮ 特别

是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着眼长远ꎬ 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自觉ꎬ 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ꎬ 制定正确路

线ꎬ 激发全党革命精神和斗志ꎬ 使我们党由小到大ꎬ 由弱变强ꎬ 为践行使命担当注入了不竭动力ꎮ

二、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

忠诚信奉者、 坚定实践者、 与时俱进创新者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ꎬ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成为马克思

主义的忠诚信奉者、 坚定实践者、 与时俱进创新者ꎬ 让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焕发新的生

机活力ꎬ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ꎮ
１. 忠诚信奉马克思主义ꎬ 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

诞生于 １９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ꎬ 创造性地、 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

义运行的特殊规律ꎬ 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ꎬ 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ꎮ”②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ꎬ 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

的进程、 国家建设发展的进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ꎮ
一是始终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ꎮ 革命理想高于天ꎮ 马克思主义关于 “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ꎬ 这就是共产党孜孜以求的远大理

想ꎮ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ꎬ 是为崇高使命而奋斗的世界大党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ꎬ 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

大理想ꎮ”③ 中国共产党经受一次次风险挑战考验而又能一次次劈波斩浪、 奋勇向前ꎬ 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拥有这种远大理想、 坚定信念和崇高追求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接续奋斗ꎬ 不断把伟大实践

推向前进ꎮ
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ꎮ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ꎮ 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ꎮ 从 “为人民服务” 到 “人民标准”④ “以人为本”ꎬ 再到

“以人民为中心”ꎬ 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担当ꎬ 与马克思一生追求的人的

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一脉相承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解放ꎬ 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ꎬ 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制定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方方面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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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始终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ꎮ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方法论ꎮ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留下的 «反对本本主义» «实践论» «矛盾论» «论十大关

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不朽名篇ꎬ 灵活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ꎮ
邓小平非常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ꎬ 提出了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三个有利于”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摸着石头过河” 等著名论断ꎮ 习近平提出: “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

学智慧的滋养ꎬ 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

和本质、 形式和内容、 原因和结果、 偶然和必然、 可能和现实、 内因和外因、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ꎬ
增强辩证思维、 战略思维能力ꎬ 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ꎮ”①

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 根本立场、 根本世界观方法论ꎬ
是一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ꎬ 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ꎬ 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ꎬ
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的根本遵循ꎮ

２.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 时代特征相结合ꎬ 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ꎬ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运用他们的理论时ꎬ
必须要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ꎬ 并随着实际情况的不同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ꎮ 恩格斯指出: “我
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ꎬ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ꎮ”② 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

时代、 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ꎮ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坚持

实事求是ꎬ 从中国实际出发ꎬ 洞察时代大势ꎬ 把握历史主动ꎬ 进行艰辛探索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③ꎬ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ꎮ
在革命、 建设时期ꎬ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 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革命、 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 如何在经

济文化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ꎬ 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ꎬ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ꎬ 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ꎬ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 中国共产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ꎬ 不断探索和回答了 “什么是社

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 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ꎬ 坚持改革开放ꎬ 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到一个新阶段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ꎬ 深刻思考并系统回答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重大时代课题ꎬ 既立足民族和国家利

益ꎬ 又着眼人类长远发展ꎬ 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ꎬ 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ꎮ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忠实信奉马克思主义ꎬ 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ꎬ 开创并不断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ꎬ 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ꎬ 焕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ꎮ
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ꎬ 是 ２０ 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ꎮ 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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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 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

又一成功范例ꎬ 增强了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ꎬ 使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变化ꎬ 极大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①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ꎬ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ꎬ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遭遇了前所

未有的危机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ꎮ 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 １５ 个缩减到 ５ 个ꎬ 共产党数量由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时期的 １８０ 多个减少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的 １３０ 多个ꎬ 许多国家共产党纷

纷丧失执政地位ꎮ 马克思主义 “失败论”、 社会主义 “终结论”、 共产主义 “幻灭论” 曾一度甚嚣尘

上ꎮ 世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共产党向何处去? 世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ꎮ 中国共产党顶住国内

外压力ꎬ 排除各种干扰和障碍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ꎬ 捍卫和

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ꎬ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旗帜ꎬ 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ꎬ 中国的制度优势、 治理优势、 发展优

势全方位释放ꎬ 科学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世界

社会主义新道路ꎬ 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形态ꎬ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阶段②ꎮ

三、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坚决捍卫者、 有力建设者

和平与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永恒梦想ꎬ 也是中国人民的永恒追求ꎮ “和平、 和睦、 和谐是中

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ꎬ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 称王称霸的基因ꎮ”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来爱好和平ꎬ 致力于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ꎬ 关心支持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和

民族解放运动ꎬ 担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ꎬ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ꎬ
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ꎬ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ꎬ 坚定不移

维护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正义事业ꎮ
１. 首次亮相国际舞台ꎬ 关心支持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１９２１ 年年初ꎬ 在国内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ꎬ 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就委派张太雷赴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ꎬ 和俞秀松、 杨明斋等一起代表

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三大ꎮ 张太雷后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ꎮ 在经过激烈斗争为中国

共产党取得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唯一代表资格后ꎬ ７ 月 １２ 日ꎬ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最后一天大会上

发言ꎬ 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ꎬ 谈及了远东共产主义运动问题ꎬ 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

方的人为之一震ꎮ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ꎬ 张太雷积极参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又称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

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的筹备工作ꎬ 确定参与组织的性质和范围ꎬ 起草 «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

大会的呼吁书»ꎬ 译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ꎬ 联系日本等远东国家社会

主义者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ꎮ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代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首次亮相国际舞台ꎬ 就

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ꎬ 为共产国际三大、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国代表

团顺利参加大会作出了杰出贡献ꎮ 从此ꎬ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关心支持远东地区共

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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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捍卫和平与正义ꎬ 担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ꎬ 共有 ８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约 ２０ 亿人口

被卷入其中ꎬ “是世界正义与邪恶、 光明与黑暗、 进步与反动、 文明与野蛮力量之间的一场大决

斗”①ꎮ 在这场正义之战中ꎬ 中国共产党 “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ꎬ 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ꎬ 反抗外来侵

略最勇敢”②ꎬ 不仅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ꎬ 共对敌作战 １２ ５ 万次ꎬ 消灭日伪军

１７１ ４ 万人ꎬ 取得了辉煌战绩ꎬ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ꎬ 还提出建立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 捍卫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主张ꎬ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ꎮ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ꎬ 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 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提出 “中、 英、 美、 法、 苏五国建立

太平洋联合阵线” 的主张③ꎮ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ꎬ 毛泽东又强调: “伟大的中国抗战ꎬ 不但是中国的事ꎬ 东

方的事ꎬ 也是世界的事ꎮ”④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包括朝鲜、 日本、 印度、 越南、
缅甸、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 １３０ 多名代表参加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

表大会ꎬ 并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⑤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 中共中央立即成立了以朱德为主

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ꎬ 研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

军合作等问题⑥ꎬ 并发表宣言倡导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⑦ꎮ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参

与下ꎬ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 由中、 美、 英、 苏四国领衔的 ２６ 个国家在华盛顿共同签署 «联合国家共

同宣言»ꎬ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宣告建立ꎬ 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ꎮ 与此

同时ꎬ 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组织和发动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ꎬ 在东南亚各地号召或组织华侨及当地民

众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中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日斗争⑧ꎮ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程ꎬ 不仅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伟大转折点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舞台、 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国际担当的重要过程ꎮ 中国共产党积极

参与国际活动ꎬ 积极致力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ꎬ 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３.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ꎬ 走和平发展道路

自鸦片战争开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旧中国ꎬ 经历了一段饱受欺凌、 战火连绵、
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ꎬ 独立自主与和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ꎮ 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经过 ２８ 年的浴血奋战ꎬ 缔造了新中国ꎬ 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ꎬ 废除了

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ꎮ 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ꎬ 是中国共产

党从历史、 现实、 未来的判断中得出的结论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ꎬ 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后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 规范国际

关系的重要原则ꎮ 虽然我国外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曾先后实施过 “一边倒” “两线作战”
“一条线、 一大片” 等政策ꎬ 但独立自主和维护和平的主基调与根本追求从没有改变ꎮ 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为标志ꎬ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重大变化ꎬ 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ꎬ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 “坚持独立自主的” 对外政策ꎮ 在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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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 中国首次全面阐述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①ꎮ 此后ꎬ 我国根据形势变化和任务要求ꎬ 先

后提出和实践全方位外交布局、 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理念、 主张ꎬ 都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根本依托②ꎮ
４. 不畏强敌ꎬ 以正义之师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ꎬ 国际形势仍然不太平ꎬ 战争的阴云仍未散去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朝鲜内战爆发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ꎬ 美军悍然越过 “三八线”ꎬ 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ꎮ 中国党和政府应朝

鲜党和政府请求ꎬ 作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ꎬ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ꎬ 这是以

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ꎮ 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 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ꎬ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

军民密切配合ꎬ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ꎬ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ꎬ 迫使对方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在停战

协定上签字ꎮ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ꎬ “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ꎬ 捍卫了新中国安全ꎬ 保卫了

中国人民和平生活ꎬ 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ꎬ 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③ꎬ 宣告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④ꎮ 这场战争的胜

利ꎬ 深刻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ꎬ 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

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ꎬ 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⑤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ꎬ 亚非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 广泛地发展起来ꎮ 中国积极支持亚非

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ꎬ 为反帝反殖、 促进国际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１９５４ 年ꎬ 中国参与讨论朝鲜问

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ꎬ 成功地推动解决了亚洲国际关系中一个事关和平与战争的重大问

题ꎮ 万隆会议既展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成果ꎬ 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ꎮ 在亚洲地区ꎬ 中

国支持越南、 老挝、 柬埔寨等国的反帝独立斗争ꎬ 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至 ６０ 年代初期ꎬ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掀起了新高潮ꎬ 中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ꎮ 中国对广大亚

非拉国家反对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和侵略干涉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坚决支持ꎬ 并对这些国家提供了

无私援助ꎬ 赢得了这些国家的友谊和信任ꎬ 也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ꎮ
５. 发挥建设性作用ꎬ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自 １９７１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ꎬ 中国以更加积极担当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ꎬ 并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裁军和军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内容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中国不仅主

动裁军 ４００ 余万ꎬ 还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ꎬ 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进程ꎬ 主张通过

谈判、 协商方式处理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出席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

峰会时宣布设立为期 １０ 年、 总额 １０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ꎬ 旨在支持联合国工作ꎬ
促进多边合作事业ꎬ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中国签署 (加入)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等 ２０ 个多边裁军、 军控和防扩散条约ꎬ 同 １２ 个相邻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ꎬ
与越南划定了北部湾海上界线ꎬ 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开辟了新途径⑥ꎮ

中国秉持 “重义轻利、 先义后利、 取利有道” 的正确义利观⑦ꎬ 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重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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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ꎬ 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ꎬ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ꎮ 如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 伊朗核问

题、 阿富汗问题、 中东问题、 叙利亚问题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等ꎮ 中国以和平发展的坚定力

量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ꎬ 不断探索和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道ꎬ 提出并

践行 “互信、 互利、 平等、 协作” 的新安全观ꎬ 坚持理性、 协调、 并进的核安全观ꎬ 坚定不移做维

护和平的实践者、 多边体系的参与者ꎬ 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①ꎮ
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ꎬ 始终牢记履行大国担当ꎬ 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ꎮ 自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 ５ 名军事观察员以来ꎬ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足迹

遍布刚果 (金)、 利比里亚、 苏丹、 黎巴嫩、 塞浦路斯、 南苏丹等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 先后参加 ２５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４ 万余人次ꎬ 组建 ８０００ 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ꎬ １６ 名中国官

兵为了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②ꎮ 中国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ꎬ 是联合国第二大

维和预算摊款国和经常性预算会费国ꎮ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ꎬ 中国共产党热爱和平、 珍惜和平ꎬ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ꎬ 站在人

类进步的一边ꎬ 把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ꎬ 不惧强敌、 不畏

强权ꎬ 坚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处理国际争端ꎬ 坚决反对打着所谓 “民主” “自由” “人
权” 等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ꎬ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

国际事务ꎬ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ꎬ 努力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凝聚起更多共识、 汇聚磅礴力量ꎮ

四、 中国共产党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大贡献者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的原则ꎬ 主张各国都是全

球发展的参与者、 贡献者、 分享者ꎬ 努力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争取更为公平的发展ꎬ 努力增强

各国发展能力、 改善国际发展环境、 优化发展伙伴关系、 健全发展协调机制ꎬ 致力于共建开放合作、
开放创新、 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ꎬ 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ꎮ

１. 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ꎮ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道路ꎬ 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发展中国家通向现代化贡

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经过 ７０ 多年的发展ꎬ 中国 “已拥有 ４１ 个工业大类、 ２０７ 个工业中类、 ６６６ 个工业小类ꎬ 形成了

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ꎬ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③ꎮ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经济以年均９ ４％的速度快速发展ꎬ 成为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ꎮ 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适应、 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统筹 “两个大局”ꎬ 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ꎬ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

过２８ １％④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了 ２８％以上ꎮ 移动通信、 现代核电、
载人航天、 量子科学、 深海探测、 超级计算等领域不断实现突破ꎬ 取得重大科技成果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ꎬ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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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迎难而上、 众志成城ꎬ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ꎬ ＧＤＰ 总量达到 １０１ ６ 万亿元ꎬ 经济

总量突破 １００ 万亿元大关ꎬ 成为疫情发生以来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①ꎮ 许多外国媒体在报道中

认为ꎬ 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ꎬ 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宝贵的供需增量和投资机遇ꎬ 为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和发展、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动力②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ꎬ 随着经济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ꎬ 中国已从国际经济贸易的边缘地带走近

舞台中央ꎮ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自主意识和能力逐步提高ꎬ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

在不断增加ꎬ 中国经济长期扮演着世界经济稳定器的角色ꎮ
２. 创造世界减贫的奇迹ꎬ 为世界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贫困是千百年来困扰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的一大难题ꎬ 消除贫困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人类共

同理想ꎮ 在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ꎬ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居于首位ꎮ 消除贫困、 改善

民生、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ꎬ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ꎬ 为世界

反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了人类

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ꎬ 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ꎬ 中国现行标准下 ９８９９ 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ꎬ 贫困县全部摘帽ꎬ 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ꎬ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ꎬ 提前 １０ 年实现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

大贡献ꎬ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③ꎬ 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

崭新篇章ꎮ “中国脱贫攻坚任务之艰、 规模之大、 成效之巨、 影响之深前所未有ꎬ 是人类减贫史上

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ꎮ”④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ꎬ 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越性ꎮ 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ꎬ 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重要启示和有益借鉴ꎬ 深刻影响了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ꎮ
３. 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ꎬ 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ꎮ １９８６ 年ꎬ 中国提出恢复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 缔约国地位申请 (简称 “复关” )ꎬ １９９５ 年后 “复关” 谈判转为加入

ＷＴＯ 的谈判ꎬ 整个过程历经 １５ 年ꎮ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后ꎬ 一方面ꎬ 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

对外开放战略ꎬ 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ꎬ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 切实履行货物

和服务开放承诺ꎬ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ꎬ 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ꎻ 另一方面ꎬ 坚定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ꎬ 全面参与 ＷＴＯ 各项工作ꎬ 维护开放、 包容、 非歧视等 ＷＴＯ 核心价值和基本原

则ꎬ 支持对 ＷＴＯ 进行必要的改革ꎬ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ꎬ 反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

义、 逆全球化ꎬ 与各成员共同推动 ＷＴＯ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ꎬ 不仅是世界经济贸易的受益者ꎬ 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贸

易发展ꎬ 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ꎮ 一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ꎮ “近年来ꎬ 中国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３０％左右ꎬ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ꎬ 为各国发展持续提供动能和

机遇ꎮ”⑤ 二是扩大对外贸易惠及全球ꎮ ＷＴＯ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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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１０ ２％和 １２ ８％ ①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世界、 全球贸易大

幅萎缩的背景下ꎬ 中国进出口总值超过 ３２ 万亿元ꎬ 前 １０ 个月的中国进出口、 进口、 出口占国际市

场份额分别达到了 １２ ８％ 、 １１ ５％和 １４ ２％ ②ꎮ 三是双向投资造福世界各国ꎮ 加入 ＷＴＯ 后ꎬ 外商直

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吸收外资合计达 ５４９６
亿美元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健康规范发展ꎬ 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合计达 ６３４４ 亿美元ꎬ 稳居世界前列③ꎮ 四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

品ꎮ 中国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５ 万亿美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中国企业在有关国家建设 ７５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ꎬ 为当地创造了 ２２ 万个就业岗位④ꎮ 目

前ꎬ 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使用外资第二大国、
对外投资第二大国、 服务贸易第二大国ꎮ

虽然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 时代潮流ꎬ 但值得警惕的是ꎬ 近年来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ꎬ 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ꎮ 中国积极推动缔结基于贸易自由和

多边主义的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ꎬ 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格局重塑ꎬ 助力繁荣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

济ꎮ 比如ꎬ 在全球治理方面ꎬ 维护 ＷＴＯ 等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进程中的主渠道

地位ꎬ 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改革ꎬ 推动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发展ꎬ 努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

发言权ꎮ 再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历经 ８ 年谈判ꎬ 中国与东盟十国、 韩国、 日本等 １５ 国正式签署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ꎮ 作为覆盖人口超 ２２ 亿和 ＧＤＰ 规模、 贸易总量均占全球近 ３０％的

“超级自贸区”ꎬ ＲＣＥＰ 的签署与实施将有力促进地区繁荣稳定ꎬ 为加快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

望ꎬ 有利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⑤ꎮ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ꎬ “这是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的有

力回击ꎬ 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⑥ꎮ
４. 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ꎬ 树立国际援助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ꎬ 关注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

生、 谋求发展的事业ꎮ
新中国成立伊始ꎬ 在国家百废待兴、 自身建设财力紧张的情况下ꎬ 即开始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

能及的援助ꎮ 从此ꎬ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定而有力

的支持ꎬ 奠定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ꎮ
自开展对外援助以来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中国累计共向 １６６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４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援助ꎬ 派遣了 ６０ 多万名援助人员ꎻ 积极向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 ６９
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ꎬ 为 １２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ꎻ 积极参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磋商ꎬ 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子基金ꎬ
率先发布落实议程的国别方案和进展报告ꎻ 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ꎬ 在亚洲、 非洲、 美洲等地区 ３０
多个国家实施了 ２００ 余个有关救灾、 卫生、 妇幼、 难民、 环保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ꎻ 先后 ７ 次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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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①ꎮ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了

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一系列重大举措ꎬ 如两年内提供 ２０ 亿美元国际援助、 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

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建立 ３０ 个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 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等②ꎮ
７０ 多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站在一起ꎬ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和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ꎬ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工农业发展、 推进全球卫生事业、 发展教育事业、 促进

公共事业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加强能力建设、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ꎬ 逐项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拉共体论坛、 中国—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 中国—太平洋

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双多边会议成果ꎬ 加大援助援建ꎬ 分享治理经验ꎬ 共促包容普惠发展ꎬ 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对外援助发展道路③ꎬ 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ꎬ 为国际发展合作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ꎬ 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赞誉ꎮ
５.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ꎬ 造福世界人民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ꎮ”④ ２０１３ 年ꎬ 习近平提出建设 “一带一路” 倡议ꎮ 这是

一项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倡议ꎬ 也是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的生动体现ꎬ 是中国为世界提供

的重要公共产品ꎮ 经过数年发展ꎬ 共建 “一带一路”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ꎬ 结出累累硕果ꎬ 基础设施

联通网络初步成型ꎬ 沿线产业合作形成势头ꎬ 民众开始从合作中得到实惠ꎬ 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

深远的影响力ꎬ 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底ꎬ 中国已与 １２５ 个国家和 ２９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１７３ 份合作文件ꎮ 在空间和区域上ꎬ 涵盖了亚洲、 非洲、 欧洲、 拉丁美洲和南太

平洋地区国家ꎮ 在经济领域上ꎬ 中国积极支持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公路、 铁路、 港口、 桥梁、 通

信管网等骨干通道建设ꎬ 助力打造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互联互通大格局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中国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已经超过 ６ 万亿美元ꎬ 中欧班列通达境外 １５ 个国家 ５０ 个城

市ꎬ 中老铁路、 雅万高铁等项目扎实推进ꎬ 瓜达尔港、 比雷埃夫斯港等建设进展顺利ꎬ 为全球经济

复苏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⑤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１ ２４ 万列、 运送 １１３ ５ 万标箱ꎬ 年度开

行数量首次突破 １ 万列ꎬ 单月开行均稳定在 １０００ 列以上ꎮ 其中ꎬ 累计发送防疫物资 ９３１ 万件、 ７ ６
吨ꎬ 有力服务了抗疫国际合作⑥ꎮ “一带一路” 务实推进ꎬ 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ꎮ

中国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平台ꎬ 积极开展发展合作ꎬ 在深化政策沟通、 加快设施联通、 推动

贸易畅通、 促进资金融通、 增进民心相通上发挥作用ꎬ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ꎬ 不仅为

我国自身改革开放开辟了新天地ꎬ 更为沿线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ꎬ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ꎬ
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新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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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新秩序新理念的积极倡导者、 引领者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ꎬ 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聚焦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ꎬ 着力探究新型国际关系ꎬ
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积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ꎬ 维护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ꎬ “弘扬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ꎬ 坚持开放、 不搞封闭ꎬ 坚持互利共赢、 不搞零和博

弈ꎬ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①ꎬ 是国际新秩序新理念的积极倡导者、 引领者ꎮ
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 “和平共处” 的战略思想ꎬ 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不仅扩大了适用范围ꎬ 也将其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外交准则ꎮ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对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

则ꎮ 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新秩序构建提供了新理念ꎬ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ꎮ 此后ꎬ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ꎬ 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ꎬ 并被写入包括 «联
合国大会宣言» 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国际文件之中ꎬ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下依

然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ꎮ
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实施者ꎬ 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ꎬ 不搞侵略扩张ꎬ 不谋求势力范围ꎬ 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

族尊严ꎬ 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ꎬ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ꎮ 如今ꎬ 积极实行 “亲、 诚、 惠、 容” 的

周边外交政策ꎬ 倡导树立亚洲新安全观ꎬ 生动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不断得到

继承、 丰富和发展ꎬ 为不断推动建设 “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ꎮ
２. “三个世界” 理论重塑国际关系新格局

“三个世界” 理论诞生于战后国际社会动荡、 分化、 改组的深刻历史变革之中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ꎬ 毛

泽东首次提出了 “三个世界划分” 的思想ꎮ 同年 ４ 月ꎬ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ꎬ 详细

阐述了 “三个世界” 理论ꎬ 并庄严声明ꎬ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ꎬ 属于第

三世界ꎬ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ꎬ 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ꎮ “三个世界” 理论回答了中国外

交战略中的重要问题ꎬ 即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ꎬ 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ꎬ 谁是在维护世

界和平的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ꎮ “三个世界” 理论ꎬ 是毛泽东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

局对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及其敌友关系的总体性判断ꎬ 是在突破 “两分法” 基础上升级为 “三分法” 并

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成果ꎮ 基辛格在 «论中国» 中写道: 毛泽东的 “三个世界” 理论 “恢复了中国的行

动自由”ꎬ “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积极、 独立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手段”②ꎮ
“三个世界” 理论着眼于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冲突和融合的大历史ꎬ 以东方民族和

后发国家的立场ꎬ 为打破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系ꎬ 推动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有

益探索ꎬ 形成了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的话语体系ꎬ 体现迥异于强权政治的中国气派ꎬ 不仅科学揭示

了时代特征ꎬ 而且直接影响了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 国际秩序ꎬ 有助于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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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ꎬ 使国际形势出现有利于第三世界群体崛起的崭新变化ꎮ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 “三
个世界” 战略思想ꎬ “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ꎬ 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ꎬ 对于打破苏联霸

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ꎬ 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ꎬ 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ꎬ 起了不可

估量的作用”①ꎮ
３.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ꎬ 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

世界多极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ꎮ 冷战结束后ꎬ 中国依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明确

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ꎬ 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世界多

极化趋势愈加明显并日益向纵深发展ꎬ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ꎮ 当前ꎬ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ꎬ 中国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帜ꎬ 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ꎬ 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 中非合作论坛、 上海合作组织、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 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多边平台ꎬ 从 “唱戏者” 变身 “搭台者”ꎬ 既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ꎬ
更是积极转变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者和贡献者ꎬ 以实际行动推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ꎮ

４. 引领世界政党交流互鉴ꎬ 共担建设美好世界使命

习近平指出: “世界格局在变ꎬ 发展格局在变ꎬ 各个政党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把握人类进

步大势、 顺应人民共同期待ꎬ 把自身发展同国家、 民族、 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ꎮ”② 中国共产

党秉承 “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

建立 “求同存异、 相互尊重、 互学互鉴” 新型政党关系的总要求ꎬ 有力推动了党际交往蓬勃发展ꎬ
积极搭建多形式、 多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平台ꎬ 引领世界政党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ꎬ 共担建设

美好世界的使命ꎬ 彰显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应有担当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不仅注重与社会主义

国家政党之间的交往ꎬ 也注重与资本主义国家、 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ꎬ 还广泛开展与社会党国际、
欧洲议会党团、 “拉美与加勒比政党常设大会” “阿拉伯政党大会” 等政党国际组织的交往ꎬ 积极参

与、 主动承办亚洲政党国际会议、 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等国际性会议及多边政党活动ꎬ 搭建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多形式、 多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平台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在

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ꎬ 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美好世界: 政党

的责任” 为主题ꎬ 吸引了 １２０ 多个国家的 ２００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前来参会ꎮ 此次对话会为各

国政党相互借鉴治党理政经验、 共同提高执政或参政能力搭建了平台ꎬ 提供了良机ꎬ 顺应了时代要求ꎮ
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ꎬ 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具有突破性意义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６ 日ꎬ 以视

频连线方式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ꎬ 聚焦 “为人民谋幸福: 政党的责任” 主题ꎬ 来

自１６０ 多个国家的５００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出席会议ꎮ 峰会发表共同

倡议ꎬ 表达与会政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望③ꎮ
５.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ꎬ 恐怖主义、 金融动荡、 环境危机、 疫病

流行等问题愈加突出ꎬ 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面对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的时代之

问ꎬ 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 “共同体” 思想ꎬ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ꎬ 高举和平、 发展、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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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共赢的旗帜ꎬ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实现人类社会和平

永续发展ꎬ 提出了中国理念、 中国方案ꎮ
习近平在各种重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ꎬ 即坚持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 交流互鉴、 绿色低碳ꎬ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

洁美丽的世界ꎬ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①ꎮ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

倡者ꎬ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和坚定推动者ꎮ 联合国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将其写入

联合国决议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又将其载入安理会决议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再将其载入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决议ꎮ
大道不孤ꎬ 天下一家ꎮ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基本规律ꎬ 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ꎬ 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 持续繁荣、 长治久安绘

制了蓝图、 指明了方向ꎬ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ꎬ 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ꎬ 担起为人

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ꎮ”② 作为拥有 ９５００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ꎬ 中国共产

党历百年奋进求索ꎬ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发展的千秋伟业ꎬ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ꎬ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ꎬ 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焕发科学社会主义活力、 捍

卫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 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稳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经

验、 中国方案ꎬ 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不负担当ꎬ
与时代同行、 与世界携手ꎬ 必将为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

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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