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21 年第 4期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与中俄关系发展

李永全

【 内 容 提 要 】 2021 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下文

简称《条约》）到期之年，两国决定根据《条约》规定将其延

期 5 年。这是中俄两国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中俄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形势下继续在涉及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领域加强

战略配合，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和捍卫本国核心利益

的重要宣示。《条约》是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面向

长远未来签署的指导双边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条约》规定，

中俄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道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条约》将中俄“世

代友好、永不为敌”，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愿望和决心，

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约》阐述的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

准则符合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20 年来，《条约》引领中俄关

系健康发展，为欧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事实证明，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两国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

欧亚就多一分安宁，世界就多一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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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下文简称《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条

约》到期之年。关于《条约》的命运，1年前中俄两国学者就开始纷纷发表意见，

希望两国决策部门能够在《条约》到期前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决定《条约》的

未来。有人建议对《条约》进行大幅修改或者签订新《条约》，把国际局势和中

俄两国2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成果写进新《条约》；也有人认为，《条约》

体现的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准则并没有过时，相反，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

势下更具有现实意义，《条约》所赋予的中俄关系发展潜力远没有消失，因此，

应该根据《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将其顺延 5年。

一、《条约》是中俄智慧的结晶和双边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

1949 年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结盟、对抗、缓和、正常化和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结盟时期的友谊与互助、对抗时期

的紧张与损失、缓和时期的无奈与期待、正常化时期的释怀与轻松、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时代的自信与从容。

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签订了《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憧憬着共同的共产主义未来。这些因素成为双方结盟的重

要基础。中苏结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有力的国际支持，计划经济建设

得到苏联的指导和有力援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中国的加入而空前壮大，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由于新中国的诞生而更具吸引力。

中苏结盟时间并不长。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由于在国家主权和

国家关系准则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中苏两国盟友关系恶化、

破裂并最终走向对抗。对抗给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双方也为对抗付出了深重

代价。

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国际局势重新评估，对外交政策进行较大

调整，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

从 1982 年到 1989 年 5 月，中苏（俄）关系逐步缓和。双方逐步解决了困扰

双边关系的各种问题，两国领导人进行历史性会晤，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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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释重负，中苏（俄）关系开始了新的时期。中苏（俄）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双

方各种交流活动随即展开并不断扩大。

1991 年底，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成为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发展道路

各异的国家间的关系。此时，俄罗斯正处在融入西方世界的幻想之中，中俄关系

面临巨大考验。1992 年 12 月 18 日，即苏联解体 1 年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杨尚昆和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

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下文简称《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它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

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

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联合声明》还强调，

“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a。《联合声明》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近百年的中俄关系史上首次把双边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基础之上。《联合声明》的发布，标志着中俄两国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

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1994 年，中俄两国决定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建设性伙伴关系”，从友好的邻

居发展为合作伙伴不仅是双边关系水平的提升，也是在新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

系的成功实践。1996 年，俄罗斯对西方对俄政策的实质有了清醒的认识，调整与

西方关系。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普里马科夫在这一年出任俄罗斯外交部长。同年，

中俄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俄关系上升为“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自此，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当代中俄关系的定位，也成为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

正式表述。所谓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味着双方不仅有战略合作的愿望，而且有

相互配合的行动。这种战略协作追求的是双方各自发展的利益、地区稳定的利益

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2001 年 7 月 16 日，中俄两国在深入总结双边关系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确定双边关系

是彼此尊重的战略伙伴关系，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各

自核心利益，表明中俄关系是建立在长远战略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条约》

是在和平时期签署的，并非针对战争时期或者非常时期的特殊情况，签署《条约》

a  《中俄建交 60 周年（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9—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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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建立长期、稳定的国家关系。

《条约》成为中俄关系最重要的法律基础。《条约》签署后，双边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互信水平不断提高，经贸合作不断上新台阶，科技合作不断创新，人

文合作内容日益丰富，地区合作吸引力日益扩大。在《条约》引领下，中俄双方

成功解决了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扫除了重要障碍，

也为世界上处理同类问题的国家提供了重要范例。在 2016 年庆祝《条约》签署

15 周年时，习近平主席对《条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作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创举，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效应。我们有理由

相信，随着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示范效应和强

大生命力还将进一步显现。”a可以说，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仍然是以《条约》确定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

在《条约》的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

普惠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条约》有效期届满时，双方

决定根据《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将其顺延。

二、《条约》保证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全面合作前景广阔

在《条约》框架下，中俄关系健康发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

合作取得显著成绩。中俄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两国各自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两

国都致力于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不断提高相互了解和互信水平。

为了推进各项合作，中俄双边关系已经机制化，两国建立了完备的合作机制。

最重要的合作机制包括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机制、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副总理

级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机制、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等，以及国务委员级的定期战

略安全磋商等会晤机制。中俄之间从国家元首到政府总理、主管副总理及相关部

长，尤其外交部长等各个层级的会晤机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没有的。

这些会晤机制对于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协调多边事务中的立场，促进务

实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些机制框架下，中俄成功举办了各种

国家级主题年活动，如“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

a　习近平 ：《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载新华网 2016 年 6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5/c_11191118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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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交流年”“地方交流年”“科技创新年”等。这些活动极大提高了两国人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水平并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中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互补、市场互补、

技术互补、资源互补、商品互补、劳动力互补等等。多年来，两国一直致力于把

这种互补性变为现实合作，扩大两国务实合作规模和水平。从 1992 年以来，中

俄务实合作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实现了从中苏贸易向中俄贸易的转变，从自发

商品交易到规范化贸易合作的过渡，从全面合作到深化合作机制的突破，从双边

经贸合作到多边战略对接的探索和实践。

苏联时期，中苏实行记账贸易，两国政府根据需要准备和交换商品清单，通

过外贸银行用瑞士法郎进行结算。形象地说，那时两国贸易只有一种形式，只有

一家公司。苏联解体后的中俄贸易初期处于混乱状态，贸易形式曾回到最原始的

“易货贸易”，双方对商品的客观需求是通过自发贸易实现的，所谓的“灰色清关”

是当时最流行的非官方、非正规贸易形式。这个时期双方的贸易特点是“三低”，

即贸易层次低，产品质量低，合作伙伴信誉低。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俄贸易额

只有 57 亿美元。

进入 21 世纪，中俄在探索改善贸易形式和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成绩。2001 年

中俄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贸易额已经突破 100 亿美元。此后，两

国政府对双边贸易日益重视，采取措施规范贸易形式，为双方经贸合作创造条件。

200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12亿美元，而 2006 年已经上升到 333亿美元。并且，

2004 年中俄贸易额超过 200 亿美元时 , 两国领导人提出新的目标：2010 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 600 亿—800 亿美元 a。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延迟

2 年。实际上，中俄贸易规模的扩大反映了双方的贸易潜力。国有控股企业参与

双边贸易对于贸易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俄贸易的特点之一。

中俄贸易不断走向规范化的同时，双边经贸合作也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中俄石油管道合作获得突破，带动两国能源合作不断深化，能源互补战略的实

施显著提高了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战略依存度，带动了整个经贸合作质量的提高

和规模的扩大。2020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8 357 万吨，占中国原油进口的

a   《中俄贸易额有望提前实现 600—800 亿美元既定目标》，载中国政府网 2006 年 3 月 19 日，http://www.

gov.cn/zwjw/2006-03/19/content_2308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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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a。不仅如此，中俄能源合作已经从简单贸易逐步向上中下游延伸。2014

年 5 月普京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了中俄两

国政府《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的签署。根据双方商定，从 2018

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

达到每年 380 亿立方米，累计 30 年 b。这两个文件被媒体称为中俄 4 000 亿美元

的能源合作大单，说明中俄两国互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种互信不仅是政治上

的相互信任，而且是对伙伴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市场安全性的信任，这是扩大务实

合作的重要基础。

中俄能源合作不仅仅限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也是有声有

色。田湾核电站项目是中俄能源合作和科技合作的示范项目。从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开始，田湾核电站见证了中俄在能源和科技领域实施互利互补合作的历史。

2020 年初，田湾核电站 3号机组成功验收 c。中俄双方经过 20多年的合作，在黄

海之滨建起一座核电新城，田湾核电站已成为中俄合作的典范。中俄能源合作是

全方位的，双方始终为在非传统能源领域合作的突破而努力。

中俄地方合作是在两国议会的倡议和指导下展开的。目前中俄地区合作有两

个重点方向，一个是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对接合作，另一

个是长江中上游与伏尔加河流域城市之间的合作。地方合作是中俄扩大经贸合作

规模、深化务实合作的探索，对于两国优化合作项目、提高务实合作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这些年地方合作的效果不甚理想，面临发展瓶颈，主要原因是地

方在俄罗斯决策机制中的作用有限，而且俄罗斯地方资金缺口较大。尽管如此，

在地方合作需求与合作热情的驱动下，中俄地方合作还是取得一些成绩，而且随

着俄罗斯经济政策和对外合作方针的调整，地方合作前景可期。

随着中俄两国关系在《条约》框架下的不断发展和民间相互了解水平的提高，

中俄旅游合作发展迅速。由于两国旅游部门的有效合作和对开发旅游资源及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的重视，中俄旅游合作已经成为人文合作的亮点。2019 年有 150 多

a　Владимир Гусев. Россия оказалась на втором месте по экспорту нефти в Китай в  2020  году. 
https://rueconomics.ru/491899-rossiya-okazalas-na-vtorom-meste-po-eksportu-nefti-v-kitai-v-2020-godu

b    《中俄签署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政府间备忘录和企业间购销合同》，载国家能源局网 2014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nea.gov.cn/2014-05/24/c_133357635.htm
c   《新春之际 中俄核能合作再获丰硕成果》，载澎湃新闻网 2020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560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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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中国人到俄罗斯旅游，到中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也不断增加，据俄罗斯旅游部门

发布的消息，2019 年有 130 万俄罗斯人来中国旅游 a。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

中俄旅游合作恢复指日可待。

中俄教育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教育合作具有

悠久历史，积累了丰富经验。中俄教育合作是多层次的，既有政府指导和扶持的

合作项目，也有市场引导、民间促进的合作内容。教育合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互派

留学生、联合办学、建立各类大学联盟等。

发展新时代中俄关系需要大量符合时代要求、能够熟练掌握对象国语言和一

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这个问题是困扰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于中俄关系

水平和长远战略目标以及期冀的务实合作规模而言，人才队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

需求。为此，中俄两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开

拓各种交流渠道，建立各种合作机制。2012 年中俄两国签署《中俄人文合作行动

计划》，提出中俄教育交流的主要目标之一是 2020 年两国互派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10 万人，并采取相应措施。两国互派留学生达到 10 万人的目标已经在 2019 年提

前实现。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中俄在抗疫方面的合作可圈可点。疫情暴发初期，

当中国孤军作战时，俄罗斯专家组于 2020 年 2 月初就飞赴北京，向与新冠肺炎

做斗争和研制疫苗的中国同行提供援助。几天后，俄罗斯向疫情中心武汉提供了

23 吨抗疫物资，包括急需的防护口罩和防护镜、防护服以及外科手套等。当俄罗

斯疫情严重时，中国也及时向其提供了 2 550 万个防护口罩，缓解了俄罗斯口罩

紧张的局面。双方在利用科技手段抗疫方面紧密合作，充分体现睦邻友好的双边

战略伙伴关系。

三、《条约》保证欧亚地区稳定，中俄战略对接是关键因素

《条约》不仅是中俄双边关系的法律基础，也是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

定的保证。这里所说的地区指欧亚地区即后苏联空间。

作为曾经统一的经济空间、文化空间、安全空间及政治空间的苏联突然解体，

a　Турбизнес России оценил потери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туристов. https://tass.ru/
ekonomika/779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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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15 个加盟共和国变为 15 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人们称这一地区为后苏联

空间、后苏联地区、独联体地区和欧亚地区等。当然，苏联解体影响的不仅仅是

15 个国家。

今年是苏联解体 30 年，也是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即后苏联空间形成 30 年。30

年来，后苏联空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苏联解体一度使这一地区成为地缘政

治真空，独立国家建设过程充满动荡。曾几何时，独联体是苏联“文明离婚俱乐

部”。欧亚新独立国家把独联体的诞生视为本国独立的历史契机，俄罗斯把独联

体视为甩“包袱”的手段，美国把独联体视为“冷战”的战利品。时过境迁，地

区政治精英们在经历了动荡之后发现，这个地区的国家在经济上是一体的，安全

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人文领域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民族方面是藕断丝连的……俄

罗斯觉悟到，没有与欧亚地区国家的紧密关系，复兴是困难的；美国和西方发现，

欧亚地区是遏制俄罗斯发展和复兴的关键地区。随着俄罗斯复兴进程的开启，独

联体地区即后苏联空间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中俄两国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协作

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保证了这些新独立国家建设过程中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俄地区合作的主要舞台和平台是上海合作组织。《条约》签署之年也是上

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实际上是中俄关系的延伸。众所周知，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上海五国”是中国与后苏联国家解决边

界安全和信任问题的机制。中苏有 7 600 多千米边界，解决边界问题曾经是中苏

关系中重要和棘手的问题。苏联解体使边界问题由双边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多边问题。1996 年 4 月，中国与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

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该协定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政治军事文件，

为五国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对地区和平发展具有

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机制，同年 6 月 15 日，六国元首

会晤并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标志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此次会晤

期间还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经过20年的发展，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著名“上海精神”

已经深入人心。 

中亚在欧亚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中亚不仅是中国的毗邻地区，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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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展有密切联系，也是俄罗斯南部重要的安全屏障。中亚地区是各种不稳定因

素的聚合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盛行，毒品走私异常猖獗。与此同时，

中亚也是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博弈的舞台。这些因素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

威胁中亚主权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正是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密切

合作，有效遏制了这些不稳定因素。中国与中亚五国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相比，双边务实合作规模成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增长；人文合

作的循序推进不断增加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安全合作的形式

多样化在不断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和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

即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这项对接合作始于 2015 年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

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首次与伙伴签署涉及发展战略对接的合作文件。

这个文件的签署为中国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

治基础。2018 年 5 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努尔苏丹）签署经贸合作协定。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的重要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

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协定涵盖了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部门合作和政府采购等多个章节，以及电子商务和竞争等新议题，是

中国与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达成的高水平贸易便利化安排。

如果说，“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合作，欧亚

经济伙伴关系的建设则是中俄谋求在更广阔地域的实践战略配合。2015年 12月，

普京总统建议就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成员国建立可能的经济

伙伴关系进行磋商。从此，这个项目开始受到关注。2016 年 6 月 17 日，普京在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又提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

“建议考虑建设有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

朗以及我们的独联体伙伴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与组织参与的大欧亚伙伴关系。”

这表明俄罗斯开始具体实施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是俄罗斯在新形势下积极参与

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尝试。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合作地域已经超出后苏联空间，

扩展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在区域和东盟。对于多年来始终把外交与合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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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欧美的俄罗斯来说，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是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调整，

是“向东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大欧亚伙伴关系和在此框架内构建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给予及时回

应。2016 年 6 月 25 日，中俄签署《联合声明》指出：“中俄主张在开放、透明

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鉴此，两国元首责成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研

究提出落实该倡议的举措，以推动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a这里提出了几个重

要原则：第一，建立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第二，

初期主要参加者是中俄、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第三，欧

亚伙伴关系的目标是深化地区一体化。2017 年，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决定开始欧亚伙伴关系的可行性研究。2018 年 6 月，中俄宣布完成“欧亚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双方将转入《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阶

段 b。这些发展战略对接项目引起有关方面和国家的重视。虽然目前项目对接进

展不尽如人意，但是其过程对于地区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和动荡的形势下，欧亚地区正在成为大

国博弈的舞台，新的不稳定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只要中俄关系稳定发展，欧亚

地区的稳定就有了基本保障。

四、《条约》引领中俄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世界正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经历

着深刻的变化，守成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与合作模式上出现严重分歧，单边

主义和多边主义博弈日趋激烈。

这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大调整，归根结底是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进程引起的世界

发展进程和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变化的引领者是美国和发

达国家集团。美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引领者，并与发达国家集团垄断了全球化进

程的规则制定。这个进程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持续多年的后果：第一，科技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载人民网 2016 年 6 月 27 日，http://world.people.com.cn/
n1/2016/0627/c1002-28480356.html
b   《中俄签署〈关于完成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载中国商务部官网 2018 年

6 月 8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6/201806027540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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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使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和对发展中国家更

大的优势；第二，全球化进程模糊了国家界限，信息、资本、技术和标准在全球

流动，发达国家轻而易举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

资源产地；第三，这种推崇效率、忽视社会公平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矛盾，

在初期被发达国家轻易地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掩盖了自身的社会问题；第四，

这种发展模式是依靠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实现的，社会财富的积聚没有导致

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反而在加大社会差距和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第五，这种

发展模式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第六，信息技术和

全球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与呼声。

人类社会发展再次来到十字路口，调整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习惯于“以我为中心”“xx 利益优先”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大国开始焦虑，试

图通过压制、遏制、制裁对手的办法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世界已经变了，这

些大国推动了世界变化，世界发展大势指向他们本身，要求其顺应历史潮流，在

多极化世界中创建新的秩序和国家关系系统。然而，守成大国并不打算进行自身

调整，而是把种种制裁大棒挥向伙伴、对手甚至盟友……自由主义的伴生物民粹

主义在世界各地盛行。世界充满未知数，不确定性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旋律。在这

种形势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中俄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对维护世界公正与和平承担历史责任；中俄均是新兴经济体，与大多数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呼吁建立公正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俄都是负责任大国，

深知在当今科技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水平上，世界经受不起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希

望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对话解决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问题。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在这方面，

两国在《条约》精神指引下，已经通过若干双边文件确定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

面的共同立场。中俄都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当今国际安全体系的基础

之一，是一份独特的国际条约，实现了不扩散核武器、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领

域平等合作的和谐统一；反对一些国家在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身义务方

面的不负责任态度；呼吁有关国家摒弃核共享政策，要求所有部署在核武器国家

境外的核武器返回其本土。与此同时，中俄坚决反对外层空间军事化，反对外空

军备竞赛，尤其反对将外空演变为军事冲突疆域。中俄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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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五、结语

2021 年是《条约》到期之年，考虑到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以及在维护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俄决定将《条约》自动延期 5 年。对于

中俄两国而言，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世界而言，延期《条约》意

味着中俄在涉及世界发展大势的问题上将继续实施战略配合。今年，中俄两国领

导人多次就中俄关系发表讲话，尤其两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发表重要讲话时相互呼应，发出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战略挑战

的时代强音，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注入正能量和稳定性。最近，中国外交部多

次表示，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这表明，由《条约》引

领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俄战略协作水平将不断

迈上新台阶。

（责任编辑	胡巍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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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КНР и РФ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Ли Юнцю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продлении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пятилетний срок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далее – Договор), действие которого истекает в 2021 году.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нный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на основе "пят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будуще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граммным документом, направляющим развит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оговор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что стороны, взаимно уважая выбор 
пу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деланный каждой из них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и внутренними 
условиями,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е и стаби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В Договоре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й 
форме закреплен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и решимость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навеки 
оставаться друзьями и никогда – врагами", быть добрыми соседями, 
добры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и добрыми друзьями. Нор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зложенные в Договор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реаль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ого тип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20 лет Договор являлся направляющим вектором здо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нес важный вклад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мир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Фак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что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буду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здоровым образом, пока народы двух стран 
будут вести мирн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в Евразии будет больше спокойствия, 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 мир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КНР и РФ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итуация в Евр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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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Russia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i Yongquan

Abstract: The "China-Russia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reaty") expires in 2021, and 
the two countries decide to extend the treaty for 5 years. Thi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by China and Russia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areas involving glob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isssues, maintain world peace, keep regional stability and defend 
the two countries' core interests facing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the two countries, it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for the long-term future.The treaty stipulates that 
China and Russia respect each other'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and ensure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The treaty provides legal protection for China and Russia to "be 
friendly for generations and never be enemies" and to be good neighbors, 
good partners, and good friends.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set forth in the treaty conform to the essence of the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treaty has promot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and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Eurasia and to world peac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as long as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 develop healthily, the 
people of two countries can live in peace, and Eurasia and the entire world will 
have more peace.
Keywords: "China-Russia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China-Russia relations; Eurasian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