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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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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处于复杂的“矛盾凸显期”。如何抓住
机遇，应对挑战，已成为当前必须回答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坚持和平发
展，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中国
在把握 21 世纪头 20 年的战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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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是指那种超常规的、不可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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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重大的挑战也提前到来了。在复杂多变的国

稍纵即逝的、重大有利的发展环境。如果抓好用

际局势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好战略机遇，国家有可能实现超常发展，反之可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认清的重大问题。

能丧失跨越发展的机会。因此，如何发现和正确
把握战略机遇事关国家发展的全局。

近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关注。有人说中国崛起是威胁，也有人说中国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 ：
“我国发展仍

崛起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人类历史上，后

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共

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

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之时，深入分析世情、

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就是

国情变化的特点和趋势，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例证。前苏联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在

也是我们以务实的态度认识新情况，从国际形势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崛起会不会重

和国内形势的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抓好用好战

走旧路，这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略机遇期的一把钥匙。

另一方面，2010 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对台军售、
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接连出现摩擦。随后，朝鲜

一

半岛出现“天安舰事件”，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再
起，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拉近。同时，南海争端

中共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十七大报告重申

再次浮现。有些观点认为，美国正在采取代理人

21 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遏制的策略，拉拢与中国周边有矛盾冲突的国家

的判断，已为中国十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所证实。

出头代替其遏制中国，以形成一个“C 型包围圈”。

按照这样的推断，中国还有 10 年的战略机遇期尚

这就提出了问题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未用完。但是，问题在于，伴随着中国的成长，

现在是否存在美国围堵中国的现实状况？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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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是否提前结束？
事实上，美国在亚洲有危机感，更有一种“霸

临着“矛盾凸显期”。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
又要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埋头苦干，坚持韬光

权焦虑”。近十年来，美国忙于“反恐”、“防扩”

养晦的战略方针，不因突发事件而动摇，争取在

以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暇东顾，导致

国际社会中有更大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我们要

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下降。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

抓住机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旧

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共同利益逐渐扩大 ；中日、

式工业化的老路，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

中韩的贸易规模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 ；印度与中

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国在应对气候、金融危机等问题上积极合作。这

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我们三

些都深深刺激了美国，使其有一种“大权旁落”

步走的宏伟战略目标。

和操控能力下降的感觉。

二

从战略态势上看，美国在亚洲的一些连串动
作有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以牵制、防
范为主，很难与冷战时期的围堵包围相提并论。

“十二五”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

毕 竟 时 代 不 同 了， 美 国 要 经 营 这 样 一 个 反 华 包

关键阶段。从国际上看，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

围圈，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就拿印度来说，

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当今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交恶之时，印度都没有跑到

的时代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世界格

美国战车上，更何况现在。此外，东盟一些国家

局变幻未定，各大国都在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

虽然愿意借助美国力量，在东南亚实现大国平衡，

世纪的战略和策略。从国内情况看，目前中国的

但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不会跟随美国与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关

国为敌。因此，在大的局面上的战略判断一定要

键阶段。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

保持清醒，避免冷战思维。

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不断

邓小平曾经在 1990 年 3 月，面对国际形势风

出现。在此期间，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经

云变幻，从容不迫地指出 ：
“不能看成一片漆黑，

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适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

国际竞争，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

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国面临的任务复杂而又艰巨，

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

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各种

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

矛盾突显的挑战。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
[1]（P.354）

要善于把握”。

现在的情况要比当年好得多，

从机遇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面临一个
战略机遇期。首先，当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

只要中国应对得当，中国战略机遇期仍可继续延

是时代的潮流，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

续。

目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非传统
用好战略机遇期，就要尽量减少阻力，避免

安全因素持续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

过分张扬。特别是在当前中国飞速发展已引起国

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的态势，局部热点冲突仍然

际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情况

存在。但是，世界局势从总体上看仍然趋向缓和，

下更应如此。虽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

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仍在增长，在一个相当长

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

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当前制

比的现实来看，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可以说，

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增长。

我们现在既面临着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又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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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明显提高，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

化的轨迹和发展的趋向。长期以来，以美国为核

要因素。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大国的

心的 G7、G8，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

主要政策取向。“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集团的局限性和新

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

兴大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政策协调和金融合作的重

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共同发展已成为人

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所认识。G7、G8 已不

类的共同利益和最高利益。要和平、谋发展，促

再是世界经济问题的主导者，G20 的有效性和机构

合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诉求。在此

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今，没有中国、印度和

背景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

巴西等新兴大国，解决不了全球经济问题。

时期好得多。总体和平、总体缓和的国际局势和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使新兴国家

较好的周边环境，给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积极

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

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

权。在 G20 峰会上，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已经

供了机遇。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开始谋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科

货币金融体系中的更多地位，提出了提升发展中

技进步的突飞猛进，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通过跨越

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投票权的

式发展，来追赶发达国家的机会。对中国来说，

正当要求。当然，希望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

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

体系立刻就发生根本改变是不现实的，但是，我

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

们可以看见的是，以美国为核心的 G7 主宰世界经

同时又要面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切实维护

济事务已经难以为继，变革时代已经来临，发达

国家的经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

国家为了度过难关，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情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
存和互有所求，使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

况，开始接受和正视新兴大国正在崛起的这一现
实，这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

国的利益紧密相连，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面对的

金融危机激起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秩

许多问题具有共同性，从而使各方通过双赢、多

序的愿望与决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大国

赢方式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可能。“全球化的经济需

而言，蕴含着巨大的机遇。现在很多国家不仅希

要全球性的合作。”[2] 此外，许多全球性问题，诸

望倾听中国的声音，而且期待中国在国际秩序的

如生态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流行性疾病传播、

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当首先把

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也需要世界各国加

自己的事办好，在保持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

强合作，共同面对。因此，世界各国需要一个共

础上，应当由跟随现有国际规则的利用机遇，过

赢的全球化。这些都成为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

渡到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的创造机遇上来，义

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基础。

不容辞地参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合

第三，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战
略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总
体上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有利。这说明在世

作和协调行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通过和平

界经济遇到危机的不利时刻，只要我们应对得当，

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从 1978 年至 2008 年，国

仍然可以出现转变实力对比的契机。从 G7 到 G8，

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中国与主要发达

再到 G8 十 5，一直到 G20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

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再好不过地体现了

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 6.8 个百分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在过去几十年中变

点。国内生产总值从 1473 亿美元增长到 3.9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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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由世界第十一位跃升到世界第三位。进出

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

口总额从 206 亿美元提高到 25616 亿美元，年均

经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

增长 17.4%，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 8.7% 高 8.7

方多于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现在可谓问题缠身，

个百分点，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平均增速高 9.3

国内高失业率、高赤字、低增长率等经济难题待解，

个百分点，比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平均增速高 5.1

国际领域仍身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反恐进展不顺，

个百分点，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从只有

伊拉克善后工作艰巨，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也

16 亿美元扩大到 19460 亿美元，年均增加 648 亿

陷入僵局，需要中国配合。美国面临的问题大得很、

美元，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年均增加达到 2226

多得很。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很难与中国全面

亿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 8 万美元提高到 924

对抗。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愚蠢。

亿美元，累计使用外资总额达到 8526.2 亿美元，
[3]

居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位。

在此之后，中国发展更加强劲。2009 年在国

事实上，中美双方在应对争拗时均有所节制。
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的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
战略碰撞和战略冲突是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

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9 万亿美

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之

元，经济增长率 9.1%。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间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金融危

到 6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增长率高

机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美国政界中主

达 10.3% ；进出口总额 2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张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少，奥巴马决策团队有不少

34.7% ；外汇储备 2.9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

“中国通”，这对客观判断中国也有好处。即便在

实际使用外资 105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44% ；

负面声音最多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持客观认识的

[4]

议员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美国方面目前不存在

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 4000 多美元左右，正在由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过渡。世
界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人均 GDP 突破 3000 美元之

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驱动力。
2011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

后，整个消费、投资结构都会支撑经济较快发展。

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胡锦涛和奥巴马一致同

我国仍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内部因素将成为我国

意，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

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因。这些为中国进一步努力

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元首全面规

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

划了发展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重点方向和深

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化双方合作重点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取得丰富
成果。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表明，中美之间的共

三

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仍有继续改善的空间。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仍然存在，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

关键是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应从大局出发，加

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和平崛起不会是一帆风顺。

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减少麻烦，不搞对抗。

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今后，中国仍将进一步谋求改善中美关系，维护

各种矛盾突显的严峻考验。目前中国的发展面临

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以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

着几大挑战。

交回旋余地。

首先，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周边地缘政

其 次， 是 从 西 藏“3.14” 事 件、 新 疆“7.5”

治震动，如何与美国共处成为必须解决的一道难

事件和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展开的较量来看，西方

题。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

对中国的偏见不会很快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崛

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圜余地。事实上，由于经

起的不适应症也不会很快过去。如何处理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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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一个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中坚力量。

崛起的中国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急待解决
的大问题。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具有五千年悠
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焕发青春，并与其他文明共存

中国人民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和平的国际环

与交汇，必将有助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

境，愿意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融合和取长补短，必将促进世界文明和谐时代的

为此，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与

早日到来。

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
世界。

第三，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已经而且必
将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遇，更大的合作

第三，从国内角度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

空间，形成更多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有利于世界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与人

经济的繁荣，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据世

口、资源（特别是能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

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在不断扩大出口的过程

盾问题。这只能是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大

中，也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进口市场。随着中国

力发展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和环保经济，依靠

经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更

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

大的市场机会和就业规模效应。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

第四，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

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二是如何解决经济发

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即不是通过传统的军事扩张、

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已开始

争霸或称霸，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

关注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东西中部共同发展，

在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进程中因势利导，趋

逐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不损害农

利避害，既向整个国际社会实行全方位的开放，

民利益的情况下，合理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

又坚持独立自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扩大内需，

步缩小城乡差距，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挖掘潜力，走有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之
路。这对国际社会将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四

总而言之，中国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期，主要
是通过改变自身的面貌来影响世界，造福于世界，

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对推动建设和谐

贡献于世界。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

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

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将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富裕和

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的。

文明之路，从而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并对推

首先，中国的和平发展会使世界局势更加稳
定，当今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负责任的大国，

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
更大的贡献。

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中是积极的参与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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