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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 deep analysis of current issu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rrect concept of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civiliz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order. This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better maintenance of world peace and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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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当前中国和世界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全面谋划，习

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坚持

正确的合作观、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治理观和秩序观等。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 引言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髓，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势作出

了战略性新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

践总结和理论升华，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为了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坚持以义为先、义利相兼的合作观，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以及公平、正义、公正、合理的秩序观等。这

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利于更好地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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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观 

2.1 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合作观 

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各国的利益、责任和命运更加紧密相连，相互

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

现，但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已成共识，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已

成权责，急需开辟一条开放通融之路，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加强互信合作力度。因此，坚

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合作观，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 

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合作观，不仅适用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也适用

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国在同世界各国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更加重视道义原则和

责任义务，在政治上坚持公平正义、道义为先，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断扩

大同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兼顾对方利益，积极寻求各国

发展的共同机遇，不断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 

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合作观，就是坚持以德服人，追求合作共赢，在融合包容的

前提下推进共享发展。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思维，抛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决不做损人利己、落

井下石的事情，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共同分享，不

断深化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2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 

针对当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中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通过深化同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世界经济

协调性包容发展、平衡性持续增长。通过协商解决各种经贸摩擦、缩小南北差距，增强发展

中国家的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建立平衡均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从容应对各种经济

危机和金融风险。在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下，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为了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拒绝自私自

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支持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创新型世界经济，不仅是

世界各国经贸往来、资金融通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必然趋势。 

坚持创新发展，激发世界各国的发展生机和动力，以创新谋发展、求和平、促合作、图

共赢。坚持协调发展，让世界各国的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改变全球生态环境，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设。坚持开

放发展，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共享发展，让发展

机会更加公平均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各国人民。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

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 

2.3 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色和

区域特征。中国主张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正确对待各民族和各地区文明，

认为各种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世界各国都要从

本民族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本国文明与他国文明的差异，既不搞唯我独尊，也不搞自我封闭，

通过对话协商而相互借鉴，通过择善而从而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主张推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兼容并蓄，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各国特色文明，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遵循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尊重各国文明的发展需要。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反对西方的“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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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明优越论”，消除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隔阂与纷争，促进各国文明的交流与合作，

增进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谊，推动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多元发展。 

人类文明之间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是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动力源泉，它与人

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生，与各个民族的进步如影随形。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深化了人类对文明

演进规律的认识，也彰显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互鉴而融合发展，也

因对话包容而丰富多彩。我们要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珍惜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

果，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繁荣与发展。 

2.4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极为复杂，全球性危机和挑战层出不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统筹维护传统安

全和非传统安全，致力于增进各国互信力度、弥合各种分歧偏见，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国际

安全新路。中国主张把握世界各国安全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把它们转化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活

力和动力，通过对话与合作并举、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中国尊重并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平等与安全，积极发展全球友好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共

同利益的交汇点。中国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外交工作格局，构建总体稳定、均衡

发展的大国关系；秉承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国主张加强国际安全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各种争

端和分歧，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努力开创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中国坚持共同、综合的安全观，主张全面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统筹兼

顾、综合施策，着眼于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中国坚持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

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更反对转嫁危机、祸水外引。

中国主张世界各国都有权利、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和维护国际安全事务，协同推进国际安

全治理体系变革，努力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国际安全格局。 

2.5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 

为了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完善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共识，加

强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也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正确理念的引领，中国

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了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通过和

平友好的对话协商方式，加强世界各国的相互信任、互利合作，积极应对人类面临的全

球性问题，携手解决不同领域的矛盾和分歧 , 共同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主张世界各国要齐心协力、权责共担，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重

大自然灾害、局部冲突和战争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提倡

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护人与自然、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关系，解决经

济发展、生态平衡、国家安全等问题，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环境适宜、资源节约、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当前全球治理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继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的创新发展。

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支持发达国家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支持扩大发展中

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作用，推动国

际秩序的完善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2.6 坚持公平、正义、公正、合理的秩序观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日益形

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中国主张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公平、正义、

公正、合理的秩序观，加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领域的共识，健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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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地区性国际机制，为国际合作提供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平台。这种秩序观不

仅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而且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我们在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时，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

的伙伴关系，确保各国享有机会均等和规则共享的权利。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中，世界各国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

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社会的公

平、正义，推动国际关系朝向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在尊重各国共

同意愿、维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继续改革，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和规则，

推动建立公平、正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局势、促进全球

经济发展，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建

立一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3. 结语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全球性

问题又困扰着人类；虽然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又面临着发展困境和外部安

全等问题。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谋求共同富裕

和共同发展，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正视现实又关注未来，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世界各国人民务须同舟共济、携手努力，共同开创人类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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