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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1世纪初中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大判断以来，学术界围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外延、战

略机遇期的挑战，战略机遇期的存续等发生过诸多争论。例如，曾有学者提出，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

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转变的阶段。[1]形成这种看法的基本驱动力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中东北非剧变以及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等。事实上，参与有关“战略机遇期”讨论的主要

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是，国际环境是“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的重要

组成部分。每当重新审视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与新条件时，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总是必要的步骤。[2]中美

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表明，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与20年前显著不同。基于理

论视角的差异，在对国际环境严峻程度的认识上，各方还有一定差异，但是，美国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加

强对华战略竞争，使得关于国际社会正在进入“新冷战”的舆论甚嚣尘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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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去二十年，中国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大有作为

的时期”、“内涵和条件变化”、“风险点增多”，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以多个经

济体在过去 60 年的经济增速为指标，考察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这两者的关

系是复杂和非线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目标需要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好坏也与

本国的实力地位密切相关。国际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战争和冲突常常有利于发展，主要

是源于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80%。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中国凭借强大

的实力，有很大机会塑造国际环境。中国应从国际战略高度认识较高速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

提升战略能力，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目标的国际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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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

和战略机遇期的研判有了较大的变化。2020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

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

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

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4]2021

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5]。虽然时隔一年有关“动荡变革期”的内

容只增加一个“新”字，但这个“新”字也可能

意味着这两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中央在提出

“动荡变革期”时，仍强调依然存在重要战略机

遇期，只是需要深入把握新的变化。2020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指出：“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6]但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已没有“战略机遇期”这

一表述，取而代之的是“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

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

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

可能发生。”[7]国际上有评论认为，党的二十大

调整“重大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预示着中国

“实现其目标的道路可能比过去几十年来得更

加坎坷”。[8]

因而，回答“战略机遇期”的前景，特别是

识别“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我国

“新的战略机遇”，不仅有助于在世界动荡变

革期把握我国发展的新机遇，也是回应国际社会

关注点的需要。从既有的学术文献看，学术界对

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战略机遇分析还不够充分，特

别是对其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目标和新发展格

局之间关联性的讨论还不够。这或许是2022年下

半年《求是》刊发习近平总书记两年前有关新发

展格局与战略机遇期重要论述的原因。从学术角

度看，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是，随着中国

的发展壮大，一个动荡且变革中的世界是否必然

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或者换一个更学术性的表述

是，迈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实现既定战略目标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凭借增

长的国家实力能否塑造一个有利于自身的国际

环境？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论断及其阶段性演变

21世纪初中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中

国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002年5月，江

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

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

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

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9]。同年9月，

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在纽约出席第五十七届联大

一般辩论时介绍了这一思想，其表述是“新世纪

的头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10]。当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席2002年全球工商领

导人论坛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

段，本世纪头一二十年，又迎来了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1]随后，“重要战略机遇

期”这一论断载入党的十六大报告，成为中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显而易见，但又必

须加以强调的是，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研判

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与

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战略有着深厚的联系。在该

重要判断提出后不久，即有学者认为，“重要

战略机遇期”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

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战

略判断和历史性选择。[12]

过去20年，中国政府对这一重大判断的表述

经历了四次较大的阶段性变化。如表1所示，第

一阶段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立足于“大

有作为”，时间大体上对应着21世纪的第一个十

年。第二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尽管仍然强调

“大有作为”，但是认为“内涵和条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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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特别是在2014年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上，强调“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

大”。第三阶段，从2019年开始，中央有关“战

略机遇期”的提法不仅有较大幅度减少，且强调

“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机遇和挑战都有新

的发展变化”。具有标志性的是，当年12月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战略机遇期”，

取而代之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

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

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

显著增多”[13]。2020～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也不再提及这一重要判断。第四阶段，从党的

二十大开始，中央不再提“重要战略机遇期”，

而是指出中国进入一个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

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022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面临着“风高浪急

的国际环境”“外部环境动荡不安”。[14]总的来

看，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稳定性、开放性趋弱，

动荡、不确定性和封闭对抗性在增强。

“重要战略机遇期”表述在第三阶段表述

的变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有密切联

系。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会

议上首次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15]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处于

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6]。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百年变局带给中国最深刻的挑战是

如何确保和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17]第四阶段不

再提“重要战略机遇期”，则与新冠疫情、乌克

兰危机等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为此中央提出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应对。按照中央的判断，新冠

疫情期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乌克兰危机则进

一步使国际环境从过去单纯的战争与和平的二

分法，演变成“错综复杂”。为了应对更具不

确定性的局势，我们应当改变线性的思维，在

国际环境的两个极端点——战争或者和平——之

外，探求更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非线

性关系。[18]

国际环境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致力于

维护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一

项重要任务是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总体而言，在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举措推

动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且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因而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一种固

定思维是，为了谋求发展，中国必须维护一个友

好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成为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学界在判断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

的好坏时，深受理论立场和视角差异的影响。现

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发展壮大就会自动带来较好的

国际环境，而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对经济相互

依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等因素极为看重，

认为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好坏并非完全取决

于实力地位。[19]因而，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需要从理论

上进一步思考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历史看，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是十分复

杂的，往往身处战争与和平之间。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

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20]作为一种政治宣

誓，走和平发展道路极为重要，至少可以避免陷

入“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和守成国为争夺

霸权而爆发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

森的研究表明，崛起的西方大国问鼎霸主通常要

经历战争，少有的例外是20世纪英美之间、美苏

之间和美日之间的权力转移是相对和平的。[21]如

果绕开对“崛起”在时间性上的纠葛，那么20世

纪美国问鼎霸主以及维持霸主地位的案例至少表

明，西方的理论研究已经承认大国崛起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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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笔者根据《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整理

表1  “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和表述的四阶段变化

阶段 时间 表述 出处

1

2002年5月
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
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
典礼上的讲话

2002年11月
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
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年10月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
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
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0年10月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
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
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风险挑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

2

2012年11月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
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
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4年11月

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
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
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2017年10月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
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8年12月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3

2019年5月 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
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

2019年12月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
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
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
著增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0年10月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
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3月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
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4 2022年10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
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
机遇。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
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
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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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战争。同样，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美国

维持和巩固权力并非都是凭借战争，而有赖于

其他因素，如跨国公司、美元体系以及盟友体

系等。

虽然西方大国在最终崛起时的权力转移经常

是以战争的方式完成，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日

常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战争和暴力的方式实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卷入地区冲突和

其实力地位变化加以说明。20世纪90年代，国

际社会总体上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同时也见证了超级全球化的日渐兴盛。在这一阶

段，虽然美国发动过多场战争，卷入多场地区冲

突，但是，得益于技术创新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管

理，美国经济取得了良好发展，以至于被美联储

主席耶伦称之为“令人惊艳的十年”[22]。21世纪

以后，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耗资超过三万

亿美元[23]，但美国经济增速仍领先于发达国家。

2002～2008年间，美国、经合组织成员国、欧盟

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为2.4%、2.2%和2.0%。[24]不

过，如果站在战争的被动者视角看，特别是这些

被动者、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穷国时，其往往

深受战争之害。例如，阿富汗战争对阿富汗的负

面影响是极大的，2011年美国财政部的一项评估发

现，战争将导致阿富汗经济总量缩减13%～41%。[25]

目前学术界在战争如何影响直接当事国和非

直接当事国的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仍不能令人满

意。一种原因是，经济学家很少研究战争，通常

将战争排除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过程之外。政

治学家侧重于研究战争的起因，对战争如何影响

经济发展的关注不多。另一种原因是如一战、二

战这样的体系性战争很少发生，而地区冲突的强

度从低到高，是一个连续体，卷入冲突导致死亡

人数较少的时候一般被定义为低强度，而冲突导

致死亡人数多的时候，称之为战争。[26]有研究发

现，自1700年至20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英

国、日本、苏联和美国等卷入的大国间战争，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暂时的。不过，每场全球性战

争都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均不再是世界体系

中全球性军事力量的竞争者。[27]20世纪90年代以

前的主流观点是，战争实际上推动了发展而不是

阻碍了发展。[28]较为近期的计量研究则发现，战

争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内战将导致人均GDP

每年下降2.2%。但长期的战争，特别是内战结

束后，可能迎来不错的经济增长。[29]归纳来看，

战争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也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有

关，在相互依赖深化的全球化时代，战争对经济

的负面冲击是很大的。这一点，业已为乌克兰危

机所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2年4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乌克兰

危机以及西方发起的对俄罗斯制裁，通过全球大

宗商品市场、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直接贸易和侨

汇联系、跨境生产网络的传导、金融市场以及人

道主义影响等五个渠道影响世界经济，造成2022

年和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比当年1月预

测值下降0.8和0.2个百分点。[30]

至于在动荡时期（即不是战争，但也并非

完全和平的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

显著差异。世界银行提供了1961年以来主要经

济体、经济板块、不同收入国家群体的经济增

长数据，如表2所示，以1980年和2000年为界，

1961～2021年间、1980～2021年间和2000～2021

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速分别为3.47%、2.94%和

2.92%，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因此，尽管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但世

界经济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增速却要高一些。其

主要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在前两个阶段占世界

经济比重约为80%，进入2000年以后逐步下跌至

2021年的约60%，发达经济体在第一阶段的增速

远高于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因而促使世界经济的

增速在1960～1980年间比较高。2000年以来，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异常显著，

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7.04%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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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占比从12.55%上升至

28.08%，两者占比均翻了一番还多。2000～2021

年间，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年均增速

分别为5.50%和5.71%，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

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取得了比

战争与革命时代更好的经济增长。从增长贡献率

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

转向新兴市场。总的来看，无论是动荡变革期还

是和平发展期，经济体量大的一方存在更多创造

机遇获得良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表2还显示，21世纪初中国提出“重要战略

机遇期”以来的20年，也是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

家崛起的二十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从

21世纪初的3.58%上升至2021年的18.37%，超过

欧盟经济体量。在二十国集团中，印度、韩国、

印尼等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增速也远不如

中国。放眼全球，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的

二十年中，中国成了经济增长的最大赢家。以20

年为一个时段，明显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高光时刻。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美国经济增长最

快的年份是1960年前后，而欧洲和日本则分别是

1980年和2000年。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的聚光灯

则转到了中国。当前，东亚及太平洋的经济占世

界比重上升至32.02%，加上南亚（4.24%），中

国占所在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中国所在地区在

世界经济和中国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20世

纪60年代的美国旗鼓相当——1960年美国经济总

量占经合组织成员的一半。2021年的中国经济总

量甚至超过1980年世界经济总量，世界经济及其

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过去60年来，美国既经历了动荡时期，也

在超级全球化时期卷入地区冲突，虽然美国经济

占世界比重几起几落，但仍保持数十年的霸主地

位。美国在国际环境陷入动荡的时刻，也仍有能

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既源于美国有能力调

整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也源于美国国内的技术创

新。用中国的话语表述，美国也有很强的统筹国

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与之对比，1980年中

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甚至低于目前韩国占世界经济

的比重，200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不比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表2  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别的经济增速及其占比（1961～2021年，%）

年均经济增速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1961～2021年 1980～2021年 2000～2021年 1960年 1980年 2000年 2021年

中国 8.07 9.23 8.67 4.29 1.69 3.58 18.37

韩国 7.14 5.90 3.91 0.28 0.58 1.70 1.88

印度 5.08 5.85 5.96 2.66 1.64 1.38 3.29

南亚 4.96 5.59 5.68 3.39 2.08 1.86 4.24

印度尼西亚 5.11 4.95 4.86 缺失 0.64 0.49 1.23

东亚与太平洋 5.37 4.84 4.90 11.11 16.02 24.75 32.02

中高等收入国家 5.02 4.71 5.71 17.38 14.63 12.55 28.08

中等收入国家 4.82 4.55 5.50 23.51 20.81 17.04 37.14

低收入国家 3.02 3.02 3.47 缺失 0.74 0.56 0.52

世界 3.47 2.94 2.92 100 100 100 100

美国 2.99 2.58 2.04 39.02 25.2 30.29 24.16

经合组织成员 2.97 2.29 1.80 77.65 78 81.67 60.37

欧盟 2.10 1.80 1.42 缺失 29.14 21.50 17.80

日本 3.45 1.72 0.63 3.18 9.75 14.68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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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日本高多少，中日韩在上述时刻实际上

都缺乏塑造世界经济的能力，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就

受制于国际环境。换言之，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

体量，我们不仅应像前一个二十年那样，将“重

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当作一个常量，单方

面地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而是更应该增强信

心、主动作为，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如果说在21世纪初以来“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二十年内，世界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机遇，

那么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该属于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时期。我们也应该侧重

于这一角度，研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国

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以及“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的发展新阶段所需要的国际环境。总

的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

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

首先，应当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作为迈

入新发展阶段之后的重要战略目标。21世纪初

以来的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目标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随着2020年我国宣布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国

政府提出了到2035年新战略目标——“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1]。党的二十

大后，这一目标被进一步明确为“到2035年实

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

番”[32]。这意味着2035年我国预期实现的人均GDP

约为2～2.5万美元，即届时相当于美国的40%、

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33]简单测算可以

发现，如果2035年要达到人均GDP2万美元，那么

2020～2035年间中国需保持3.65%以上的年均增

速；如果2035年要达到人均GDP2.5万美元，那么

2020～2035年间需保持5.44%的年均增速。[34]随

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速总体上会下降。但

从历史经验看，韩国在1980～2021年间的年均增

速为5.9%。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这一阶段，

韩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约13%发展到超过

50%。[35]2021年，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DP

为1.25万美元，约占美国的18.12%，相当于20世

纪80年末、90年代初的韩国。2005年韩国的人均

GDP超过美国的40%，1990～2005年间韩国经济年

均增速为6.7%。以此推算，未来十几年，中国完

全有可能实现年均5%左右的较高经济增速。[36]

其次，应当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中国如果在今后十几年实现年均

5%左右的增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最大的空

间，发挥类似于美国以往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

用，后者往往被美国视作其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公

共品，也是多数国家不得不加强和美国合作的主

要经济动因。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

总和。[37]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与美国经济总量差

距缩小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快速发展期。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

121万亿元人民币，约为18万亿美元。当年货物

贸易总额达到42.1万亿元，同比增长7.7%。2022

年1～11月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4万亿元，同比

增长15.6%；实际使用外资11561亿元，同比增

长9.9%，创历史新高。[38]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3%，低于IMF在去年10月的预测值0.2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增速为2.1%，高于IMF在2021年10月的

预测值约0.5个百分点，考虑到2022年人民币对

美元贬值，因而2022年以市场汇率核算的中美经

济总量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39]尽管IMF最新预测

认为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触底反弹，但在新冠

疫情影响下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依然很严峻。[40]

就此而言，中国应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扩

大对世界的影响。为此，需更大程度地深化国内

改革，加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应对

动荡时期的外部挑战。

最后，应当辩证地看待国际环境、发展新

阶段和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总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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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更多

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

起制定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2020

年起，中国政府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

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面向新兴市场和周边地区

优化外交布局和提升战略能力。[41]正如前文强调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侧重于对国际环

境的一项重大判断，主要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这一战略目标。随着自身能力和战略目标的双

重变化，中国也需要相应地改变与之相匹配的对

国际环境的认识和需求。总的来说，在实力增长

和壮大之后，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力要弱

于实力小的时期。因此，即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发展机遇。迈

入新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利用国际环境的可能性

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身国际战略能力。

仍以美国为例。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在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随着21世纪的

到来，美国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充满活力

和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从正面来看，我们正处

于战略机遇期。”[42]这是美国首次提出“战略机

遇期”。美国战略界之所以将这20年视作“战略

机遇期”，是源于这样一个判断——“美国是当

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预计在1997～2015年

期间，美国仍将保持这一地位”。[43]与美国立足

于将霸权地位是否面临挑战作为战略机遇期的判

断依据不同，中国判断战略机遇期的出发点是发

展，而不是是否存在与中国相匹敌的竞争者。而

且，美国当年面临的难题是，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要依赖其软实力，而软实力要求美国为中国提供

参与国际社会的机遇，这是克林顿政府当年同意

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

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考虑。20年后，美

国国内却出现了批评克林顿政府决策的声音，

认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战略性

失误。[44]

初步结论

过去二十年，中国密切跟踪国际形势变化，

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不断深化，经历了

四个阶段，从“大有作为”、“内涵和条件变

化”、“风险点增多”，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从中我们已经体会到，国际环境与发

展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没

有使用“战略机遇期”这个表述。本文的一个基

本发现是，随着实力地位的提升，国际环境和发

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以战

争方式实现权力转移是较短期内发生的，但绝大

多数国家日常的经济增长均是在复杂环境中实现

的。占全球经济份额80%的发达经济体，在战争

与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速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和平发展时期更高。而美国更是在动荡局势中还

保持着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这不仅

源于其出色的国际战略能力，也取决于其国内的

创新能力。国际学术界传统上认为，战争其实有

助于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80%，因而主导了世界经济增长。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总体上取得了比发达经济

体更高的经济增速，实现了快速发展，构成了中

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背景。需要注意的

是，随着国际体系进入相互依赖和融合发展的阶

段，冲突和战争等对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影响是巨

大的，新兴市场发展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以来的二十年，也

是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阶段。抓住机遇加

快发展，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

目标，而且将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8%以

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步入新的发展阶

段。这20年的一项重要经验便是，在综合国力不

够强大的时候，不仅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且

要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有利外

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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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二十年，和平与开放的国际环境

总体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常态，中国主要的战略

是认识这一机遇、抓住这一机遇，那么接下来的

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所

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更趋复杂。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改变对中国的定位，将中国视作战略竞

争对手。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与20年前截然不同

的美国对华政策，由此导致我国外部环境的深刻

变革；二是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以及乌克兰

危机等冲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三是当

前中国的实力地位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成

为改变国际环境的重要力量。

国际环境变革与中国力量增长同步而至，中

国具备更强的战略能力谋划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

境，更要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

呈现非线性关系，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

也不同于高速增长时期的外部环境，需要的战略

能力也是不同的。战略能力到位，一个不那么友

好的国际环境也能实现转机；战略能力不到位，

中国力量的增长也可能恶化外部环境。为了实现

新发展阶段的新战略目标，有必要通过为世界提

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增速目标

的国际环境。为此，不仅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保持

较高经济增速的重大意义，而且要进一步加大力

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加强与中等收入国

家和新兴市场的合作，保持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

积极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

际生产短链化与中国产业链安全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项目编号：21BGJ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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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from a period of great achievements, changes in connotation and condi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risk points, to the coexist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everal economies in the past 60 years as 
an indicato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complex and nonlinea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objectives requi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and status of the country. Ther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war and conflict are often conducive to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developed economies account 
for 80% of the world economy. At present,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great change, but China h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its strong strength. China should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relatively 
high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mprove its strategic capacity, and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edium and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by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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