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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治理的理

念、机制与模式经历了持续转型，联合国的领导作用日益凸显，发挥着突出的理念引

领、机制构建和能力提升作用。中国应继续加强与联合国的发展治理合作，利用联合

国的理念引领优势内嵌式推广中国的发展倡议与理念，借助联合国的机制权威优势

增强中国的发展治理权力，利用联合国的能力技术优势提升中国的发展治理参与水

平。联合国及其发展议程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路径和体现

中国独特角色与大国担当的重要载体。中国可以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打造全球发展共同体，提升自己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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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治理是一个跨学科概念，伴随着世界发展问题的演变而呈现为一

个日趋复杂和系统的全球性挑战。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为权威、最具影响力的

综合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一直是阐释和凝聚有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共同利

益的中心论坛”，②为世界提供了众多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在全球发展治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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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演变中，联合国承担着十分突出的引领角色。从四个“发展十年”、千年

发展目标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通过持续推进的发展议程引领了全

球发展治理进程，塑造了全球发展治理的面貌，在全球和各地区的发展治理中发

挥着多层面的领导作用。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研究

成果十分丰富，但针对联合国究竟是如何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研究尚不够充分。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涉入全球治理进程，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

制度性权力是一个重大课题。联合国无疑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

要平台和有效路径之一，而关键是中国应如何提升与联合国的全球发展治理合

作，如何有效利用联合国平台提升自己在全球发展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话语

权。① 本文尝试从理念、机制和能力三个维度分析和呈现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

中的核心作用，并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探索中国与联合国

加强全球发展治理合作的有效路径。

一、联合国发展议程与全球发展治理转型

全球发展治理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发展问题、发展挑战、发展威胁而形成的各

种制度性安排和实施的理念、政策与行动。从实践来看，全球发展治理致力于解

决世界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与挑战，涵盖了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社会公正、保障

人权、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等十分广泛的议题，是一个极为庞

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全球发展治理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经济、社会与

环境三大范畴，这也正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三大支柱。

联合国发展议程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提出和通过的一系列国际发展倡议、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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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宣示、决议和行动计划等，是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发展目标、发展愿景和

发展共识的总称。其中，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四个“发展十年”、2000 年开始

的千年发展目标和 2016 年开启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为重要、影响最大，

也形成了联合国推动全球发展治理的三个主要阶段。正是在联合国发展议程的

推动下，国际社会从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到公正与人权，再到环境与发展，从以减

贫为核心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发展治理的方式、机制与模式

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在此过程中，全球发展治理发生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

机构主导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转变。①

二战后的很长时间内，西方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是领导全球发

展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长期主导了全球发展问题，而

本应作为全球治理领导机构的联合国一度被边缘化。发达国家在议程与目标的

设定方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和影响力优势使其在全球发展目标的制定过

程中掌握着制度性话语权。②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联合国连续实施了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创造性地提

出和丰富了发展的概念，推动了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联合国贸发会

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推动发展的机构陆续建立起来，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

中的合法性得以提升，这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权力的多元化。联合国发展理念

成为推动国际合作和塑造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力。2000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峰会

正式推出了千年发展目标，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全球发展议程，这推动联合国在全

球发展治理中获得了更为明确的主导地位。从 2000 ～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取

得了突出成就，带动了全球发展合作与治理的深入推进。千年发展目标极大地

推进了全球发展治理及相关的机制建设，其成功实施也显著加强了联合国系统

的权威与中心地位。2015 年 9 月的联合国发展峰会推出了空前系统的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细化为 169 项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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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调全球环境、社会及经济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①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

幅拓宽了发展的范畴，以史无前例的发展指标体系推动世界在经济、社会和环境

领域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强调“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加突出公

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整体

目标，将全球发展治理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全球发展治理的演变过程中，“发展”始终是联合国的工作重点和追求

的核心目标之一，体现了联合国发展事业的延续性，也标志着联合国在建设全

球发展共同体过程中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手段的不断超越和转型。② 联合

国秘书长在有关报告中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成果文件建立了全

球层面的总体框架，充分体现了最高政治级别的共同承诺，是联合国的治理核

心作用得以加强的重要标志。联合国通过发展议程从根本上塑造和推动了全

球发展治理的进程，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领导中心，而联合国发展议程也成为

全球发展治理的指导框架和主要目标，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理念、机制、模式

的转型。

首先，联合国发展议程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的转型，即更加强调平等、

共赢的发展伙伴关系。分别于 1972 年、1992 年、2002 年和 2012 年召开的四次

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见证了这一转变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范畴日益扩

大，理念被不断重新塑造。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核心要素———共同责任、消除贫

困和可持续发展，也是推动全球发展治理的基本原则。随着发展议程的持续推

出，全球发展治理的目标日益清晰，发展理念也相应发生转变，即从强调推动

“经济增长”到“消除贫困”，再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

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被可持续发展观所取

代。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可

持续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新时期的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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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的理念支撑。

其次，联合国发展议程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机制的转型，统筹促进各国和主

要发展机构在全球发展领域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

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① 在 2000 ～ 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和主要发展机构在全球发展领域的

合作，促使国际合作层次的不断提升和合作方式的日益丰富。千年发展目标极

大地推动了各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促使国际社会在全球发展事业上空前一

致地团结起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的新框架，使得各国之间的发展共

识和国际合作平台都得到了加强，内容更丰富、方式更多样，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成为推动发展治理最为重要的路径。

最后，联合国发展议程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模式的转型。在

联合国的领导下，发展伙伴关系逐渐成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核心目标，全球发展

图景经历了重大变化，发展援助的捐助国与受援国界限模糊化，从给予援助到

发展合作转变，参与主体大量增加。② 原来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带的新兴发展

中国家成为新的援助主体，这大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治理的面貌。日益重要的新

兴国家行为体对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密切相关的传统路径提出了挑

战。③ 新兴援助主体的崛起显著改变了过去发达国家垄断发展援助的局面，为

全球发展治理注入了新活力。这些援助主体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将发展援助

与对外贸易、投资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间发展治理合作及治理能

力的提升，国际发展援助的多中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成为推动全球发展治理转

型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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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理念、机制与能力

广义上来说，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主要在理念和行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①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发展议程体现出开放性、包容

性、可衡量性、前瞻性等特点，在减少贫困、推动增长、促进发展、改善国家治理能

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球发展治理转型做了充分的理论与行动准备，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高度支持。在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推动下，全球发展治

理的理念持续演进升级，治理机制经历创新和转型，治理能力不断得以提升，充

分体现了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进程中的价值、机制与能力理性。

( 一) 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理念引领

规范和理念塑造公共政策，构建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并通过嵌入具体的政

策议程影响其行为方式。② 从长远来看，联合国系统在发展领域更重要的贡献是

推动世界就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达成协议，而不是在具体援助项目上的影

响。③ 长期以来，联合国既是全球发展理念的重要源泉，也是发展技术与路径的

提供者，而设定发展议程是联合国发挥理念引领作用的重要路径。在推动全球

发展事业的长期实践中，联合国创造性提出并推动了“发展”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并相继制订了日益全面系统的全球发展议程，通过倡议、谈判、宣传凝聚世界共

识，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理念演变和不断升级。从四个“发展十年”的初步探索

到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系统规划，从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

到千年峰会、可持续发展峰会的全球瞩目和一致行动，从专注于经济增长的单一

发展目标到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一路走在全球发展治理实践的

前沿，引领和塑造了全球发展治理的理念变革。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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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过程中，联合国作为引领者可谓厥功至伟。① 联合国作为人类发展智慧的源

泉往往被低估，实际上联合国的许多理念改变了世界。② 联合国提出和推行的发

展理念不仅成为全球层面的发展共识与集体行动，也已经通过引领与制度途径

内化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与政策，深入塑造了全球发展治理的面貌。有学者

曾系统总结了改变世界的九大联合国理念，认为这些理念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及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③ 虽然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议程并不具

有强制约束力，各地区、各国落实的情况也千差万别，但这并不妨碍联合国对全

球发展理念的引领与塑造作用。

四个“发展十年”战略体现了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不

仅扩大了发展的内涵，也为后来全球发展治理构建了一个丰富的话语和理念体

系。千年发展目标是在四个“发展十年”战略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对全球发展治理

的传承和超越。④ 千年发展目标基本形成了全球发展治理的目标和指标体系，首

次将全球各国的发展意愿与力量凝聚为一个具体而宏大的发展愿景，并通过从

外而内的内化进程将新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各国的发展目标与政策，从根本上引

领了全球发展的潮流，塑造了全球发展治理的方向。而 2030 年发展议程提出了

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发展的

主流理念和共识。2030 年发展议程的核心概念就是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治

理理念转型的根本体现，代表了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的科学方向。

联合国在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的实践进程中，不仅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更

注重落实这些发展理念。一方面，议程设置是发展议程和全球发展治理的关键

环节，而联合国是全球发展治理议程设置最为权威的平台。无论是发达国家主

导还是发展中国家主张的发展议程，最终都需在联合国框架内加以设定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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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伊然:《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现状和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9 期，第 43 页。
Stephen Browne and Thomas G． Weiss，“The Future UN Development Agenda: Contrasting Visions，Contras-

ting Operations，”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35，Issue 7，2014，pp． 1326 ～ 1327．
Ｒichard Jolly，Louis Emmerij and Thomas G． Weiss，UN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Bloomington: Indi-

ana University Press，2009． 这九大理念包括人人享有人权、性别平等、发展目标、更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较贫困

国家的加速发展战略、社会发展的优先权、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平与人类的安全和人类发展。
张贵洪:《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 4 期，第 20 页。



以获取合法性。在发展议程的制定过程中，联合国通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努力

把真正反映世界发展需求的紧迫性问题列入发展议程，站在全球发展问题的最

前沿设置符合全球利益的紧迫性议程。国际社会也主要围绕着联合国提出的议

程框架进行讨论和协调，联合国的议程设置能力与水平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和推

崇。另一方面，联合国及其发展系统积极推动发展理念转化为世界各国的发展

规划，引领世界各国落实发展议程、转变发展模式。例如，联合国西亚经社理事

会在推动中东阿拉伯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和落实中发挥着突出作用。2015 年 12

月，联合国西亚经社理事会向成员国提出了落实 2030 年发展议程的全面战略，随

后推动通过《关于在阿拉伯国家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多哈宣言》，为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区域路线图。到 2018 年，联合国西亚经社理事会已制

作了 350 多种知识产品，包括政策工具、行为准则、方法和培训模块，以影响阿拉

伯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等。①

( 二) 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机制构建

构建规则制度并保障其得到执行是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② 联合国逐步确

立了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权威与核心地位，而其作用的实现有赖于不断创造和

完善协商治理平台，优化治理效果。除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发展

规范、议程和政策制定中的领导作用之外，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国际发展实践、业

务操作等方面运用资金、技术、专业资源来促进和实施全球发展合作与治理。③

联合国发展系统包括从事发展业务的众多专门机构、基金、方案、项目以及其他

实体，是一个复杂的发展治理网络，并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专业能力，成为世界

各国推动发展的首选合作伙伴，是确保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的重要基础。

首先，联合国一直努力为各国推进全球发展治理构建机制与平台。联合国

通过长期持续推进全球发展议程而树立了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权威地位。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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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UNESCWA，“Annual Ｒeport 2018，”https: / /www． unescwa． org / sites /www． unescwa． org / files /publi-
cations / files /annual_report_layout_final_august1_web． pdf。

戚龙飞、吕永红:《国际组织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疆社科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30 页。
孙伊然:《全球发展治理: 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9 期，第 37 页。



世纪 60 年代起，联合国推动了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等国际发展机构的建立。

冷战后联合国围绕全球发展议题举办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等一系列全球性会

议，推动了可持续发展全球共识的形成。为落实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推动建立

了大量发展合作机制，努力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拟定和落实过程中，联合国建立了“四轨并进”格局的治理框架，即联合国大

会、开放工作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政府间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

会。① 全球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议程认可以价值为基础的联合国作为唯

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它能够将满足人类需求和确保安全、人权、司法和健全的

治理结合起来。② 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数十家相关机构作为发展伙伴和治理机制

广泛参与到发展议程的落实进程中，推动成员国制订相应的国家战略并向联合

国报告进展情况，联合国也定期发布年度评估报告等，为各国推进发展议程提供

参照。

其次，联合国利用自身机制优势推动国际协调和发展议程的落实。全球发

展问题涉及的主体、利益以及技术问题十分广泛，并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而

日益复杂。相对而言，只有联合国可以应对全球发展治理中纷繁复杂的利益关

系、相互交织的多元主体、不断加剧的相互博弈，最终取得最大公约数，达成让各

方都能接受的全球发展议程。例如，在“后 2015 年发展议程”的协商中，联合国

以及开发计划署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一般性磋商和主题性磋商活动，成立了多

个工作组和咨询机构，整个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力量都在经社部和开发计划署的

牵头下通过工作组而调动起来，③推动国际社会最终达成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在地区和国家层面，联合国针对不同环节利用多种机制推动发展议程的落

实。一是广泛参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议程磋商，积极推动发展议程进入各国的发

展规划和优先议程。如联合国各区域经社理事会和开发计划署区域办事处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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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波、吴仪君:《2030 年可持续额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国际展望》2016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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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参与各国发展议程的磋商和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二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具

体的议程领域建立组织协调机制，达成发展纲要或行动计划。如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与地区国家在环境领域建立落实发展议程的沟通协调机制，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积极与各国达成教育发展路线图。三是通过跟踪和评估机制建立地区国

家发展议程的落实监督机制。如联合国统计司对有关各国发展议程的数据进

行汇总分析，各专门机构持续推动各国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提高国家履约水

平等。

最后，联合国既注重全球层面的发展机制构建，也注重区域内相关发展机构

和力量的整合。总体上来看，联合国发展事务通常由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

并由开发计划署和经社部相关负责协调与发展事务的机构共同参与，规划联合

国发展系统的整合图景。联合国对以各地区经社理事会为代表的地区发展委员

会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作用提出了要求，并将之归纳为七个方

面。① 具体到地区层面，一般由地区经社理事会和地区发展委员会负责该地区发

展事务的协调，秘书长还任命有大使级协调员; 成立区域发展联合工作组，推动

发展议程进入地区各国的发展规划和优先议程; 各专门机构在具体的议程领域

构建组织协调机制，与地区组织或对象国达成中短期发展纲要或行动计划; 通过

跟踪和评估机制建立地区国家发展议程的落实监督机制; 致力于地区发展伙伴

关系建设，为地区国家落实发展议程提供协商、筹资、援助等多元化平台。

( 三) 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进程中的能力提升

联合国作为最广泛、最具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发展领域积累了崇

高的国际威望和丰富的治理经验，在理念塑造、议程设置、发展融资和贯彻执行

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没有其他组织或机构能够与之相比。联合国不断提出发展问

题的折衷方案、设定议程、制定规范以及在各方之间建立共识，尝试弥合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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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七个方面包括: 1)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各国的发展规划和财政政策框架之中; 2 ) 促进各国政策与

联合国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协调性; 3) 加强各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统计能力; 4 ) 明确

和提升发展融资的有效方式和来源创新; 5) 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支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6 ) 提升南南合

作和地区伙伴关系; 7) 将有效的地区经验和模式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详见 United Nations，“Implementation of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Ｒole of Ｒegional Commissions，”http: / /www． regionalcommissions．
org /Agenda2030p． pdf。



之间的分歧，向它们提供有效信息和知识并希望借此影响其内外政策。① 联合国

尤其重视各地区发展机构的能力建设和作用发挥，通过构建现代治理框架、提升

信息技术利用、完善发展融资以及丰富国际发展伙伴关系等多种方式，从外部推

动各地区的发展议程顺利落实，并努力培育和提升地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内生动力。

首先，联合国推动各国构建开放透明的发展治理架构，不断提升发展融资能

力。一方面，联合国利用自身的理念引领和议程设置能力，主动塑造地区国家的

发展政策和议程，提供发展治理的指导性思路，推动符合各地区国家发展需求的

紧迫性问题列入发展议程，提升各国发展治理机构的地位，帮助建立更权威和开

放的发展治理架构，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联合国积极创新发

展援助和筹资机制，提升自身以及各地区国家的发展融资能力。发展议程推出

之后，联合国要求地区各国制定、公布和反馈本国的执行情况，建立和完善落实

评估与监督机制。在发展融资能力的建设中注重“援助有效性”，增强援助接收

国的自主发展能力与政策操作空间。联合国各地区经社理事会牵头组织地区国

家召开部长级会议、专家研讨会等，推动各国落实发展承诺，根据国家优先议程

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制定发展融资战略和提升国内资源配置能力。

当前，联合国发展系统正围绕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改革，推行问责制，致力于提

升发展融资能力。

其次，努力构建多元化发展伙伴关系，提升各国发展治理能力。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第 17 项目标( G17) 着力于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也是发展议

程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联合国各地区经社理事会和开发计划署与地区国家开

展参与主体广泛的一般性磋商和主题性磋商活动，成立多样化工作组和咨询机

构，注意发挥各种国际组织和行为体的能力优势，建立和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

国际组织多层面的全球地区发展伙伴关系。在政府层面，联合国各地区经社理

事会致力于推动各国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和落实发展议程的能力。例如，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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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加强统计机构和数据系统的能力，以便能获取及时可靠的优

质分类数据，推动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加强公私合作，有效利用地球观测和地

理空间信息等各领域数据，同时确保各国在支持和跟踪进展过程中享有自主

权。① 在民间层面，联合国与地区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等机构加强合作，培育

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社会发展力量。在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通过与其他全

球性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共同为提升各国的发展治理能力而努力。

联合国一直努力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

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和推动建立有效的公共伙伴关系、公私伙伴关系和

民间社会伙伴关系。

最后，联合国不断提升贯彻执行能力。联合国坚持探索落实发展议程的有

效途径，其贯彻执行能力在千年发展目标开始落实以来得以不断提升。例如，为

了更好地跟进和监督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联合国定期发布《千年发展目标

报告》等出版物，通过量化对比增强各国落实这一目标的责任感和紧迫感。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了一套更为科学系统的监督、衡量和执行机制，以推进议

程在各地区和国家层面的落实情况。联合国往往通过其发展系统的专门机构、

基金和项目发挥作用，其全球发展治理功能在发展系统的专业化机构身上体现

得更为鲜明和突出。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促使国家

和非国家行为体遵守环境行为规则和规范，建构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问题、议

程、规范和行动，发布《全球环境展望报告》，主持和促成国际环境法规的制定，推

动了环境治理理念与规则的形成，协助各国政府提高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

等。② 此外，联合国积极开展技术援助，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利用信息技术等新

技术的水平，分享最佳实践案例，增强贯彻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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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United Nations，“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ttps: / /
sustainabledevelopment． un． org /content /documents /21252030% 20Agenda% 20for% 20Sustainable% 20Development%
20web． pdf。

薄燕:《环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 权威性及其来源———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欧洲研究》2007 年

第 1 期，第 92 ～ 93 页。



三、中国和联合国合作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路径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力

度不断扩大，但由于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话语体系的制约，中国在全球治

理中的地位与话语权仍然不高。国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和全球经验有助于中国发

展理念的全球共享。① 由于联合国在发展理念、机制、能力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中国在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进程中，以联合国发展机构为平台或合作伙

伴，则将事半功倍。② 因此，联合国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理想平台

和有效渠道。

当前中国与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拥有各自优势，合作空间和潜力巨

大，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态势。一方面，来自中国的发展资金、技术和

经验对联合国来说日益重要和关键。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一向

明确支持联合国的发展治理理念，积极倡导与践行全球发展议程，力所能及地提

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例如，2010 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成立了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 2015 年中国宣布成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分

享中国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联合国平台提升了对全球发展治理进程

的参与水平和影响力。中国积极在联合国平台上阐述自身的发展理念，推出聚

焦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设立各类发展援助基金，这体现出中国在全球发

展治理上扮演更为积极和更有担当角色的姿态。

联合国及其发展议程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路径、体现中

国独特角色与大国担当的重要载体，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权

力地位。今后，中国应进一步将自身发展倡议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结合起来，利用联合国的理念引领优势嵌入

式推广中国的发展倡议与理念，利用联合国的机制权威优势合法地增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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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治理权力，借助联合国的专业能力优势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的发展治理

水平。

第一，在机制上将联合国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平台，提升与联

合国发展系统各机构的制度化合作水平。中国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实际行动维护其权威性与合法性。① 作为全球发展

治理的核心多边机制，联合国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

全球发展治理需要一个更加强大和有效的联合国。中国一向是联合国机制的坚

定支持者和维护者，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应为维护和支持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协

调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为构建共同发展繁荣的全球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共

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离不开联合国的协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也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② 在近年来的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高级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多次表示，各国应共同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合作格局。③ 未来

中国应以联合国为核心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积极为联合国实现 2030 年发展议程

设定的目标做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进程中的领

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发展治理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

平台上多次明确表达了愿通过多种途径为全球发展治理做出更大贡献的积极想

法，并以实际行动为联合国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能力培训。例如，

中国宣布设立 20 亿美元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总额 10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

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建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积极分

享和交流发展经验等。这体现了国际援助和发展合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也预

示着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和设置国际议程方面的突破。④ 中国在全球发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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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承诺和贡献日益增多，但未来仍应注意把握“以我为主”与“借力使力”的

平衡。中国应借助联合国发展系统各机构的道义权威和专业能力，将中国的发

展资金和理念更为制度化地嵌入到联合国的全球发展议程与治理行动之中，撬

动更多的国际资金和各方 资 源 参 与 进 来，提 升 中 国 发 展 治 理 实 践 的 国 际 影

响力。

第二，在理念上高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旗帜，致力于打造全球发展共同

体，并通过规范和组织创新为全球发展治理注入新活力。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和目标上深度契合，通过创新

发展合作机制可以将二者有效融合起来，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抓

手。在全球发展治理实践中，中国不仅着力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层面推动

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也在双边国际发展合作中倡导这一理念，打造命运

共同体。未来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和作用，

抢占道德高地，拓展双边和全球层面的发展治理合作，提供更为实质性的公共产

品，对发展中国家作出切实的物质性承诺。①

当前，中国正在逐步由传统规则的追随者、融入者、接受者转变为新规则的

参与者、创造者和引领者。② 中国积极创新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机制，参与构建新

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中国通

过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寻求规范创新，实现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增量改进。中国

已成为对外援助大国，一直强调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并在更大的国际经济新秩

序与和平发展框架下看待全球发展问题，注重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双边与国际

经济关系，更重视可持续的发展与安全理念，提出“新型义利观”、“以发展促和

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北京模式”与南南合作的关联凸显了中国在

发展援助进程中作为捐助国与伙伴国的双重身份。③ 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建立新

·541·

理念、机制、能力: 联合国与全球发展治理的关系及其启示

①

②

③

张春:《中国参与 2030 年议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国际展望》2015 第 5 期，第 115、125
页。

盛斌、高疆:《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参与者》，《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第 18 页。

Monica DeHart，“Ｒemodell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Landscape: The China Model and South – South Co-
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33，Issue 7，2012，p． 1372．



的发展合作机制实现组织创新，成为新时期全球发展治理的驱动和领导力量。

2013 ～ 2016 年，中国连续发表了三份有关“后 2015 年发展议程”和 2030 年发展

议程的政府立场文件，积极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的塑造，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金

砖国家领导人峰会、77 国集团等多边外交平台倡导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主

动牵头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一系列

新型合作机制，不断创新全球发展治理的形式与机制，推动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全球发展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具有广泛包容性的

发展平台，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伙伴关系，成为推动全球发展治理的“中

国方案”。共商、共建和共享共同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机体系。①

而这些理念的全球共享需要嵌入到联合国的权威平台之中，尤其需要融入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进程中。

第三，在实践中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融

合，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能力与地位。当前，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是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任务，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都在积极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使本国发展目标与全球发展

议程相融合，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应就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目标作出更为明确的承诺，并通过联合国平台扩大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力度，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务实援助。

“一带一路”倡议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旨深度契合，二者均紧紧抓

住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不同层面推进全球和地区发展治理进程，因此加强与联

合国的发展治理合作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途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框架下日益广泛的国际发展合作，为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也

在理念和实践上有力地响应和推动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7 年 5 月，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

辅相成，为沿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提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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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①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日益突出的发展成就，联合国也更加重视“一

带一路”倡议在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积极效用。推

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对接，通过多种合作方

式使双方发展理念实现机制化的融合共振，可以有效增进国际协同效应，使中国

特色的发展理念与联合国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2016 年 9 月，中国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6 年 11 月，联

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参与这一倡

议; 2019 年 4 月，中国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签署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谅解备忘录。古特雷斯多次表示联合国认同并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将之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

国也表示联合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的发展

治理理念与实践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认可，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中的声誉和地位。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沿线国家发展和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上取得更大成效，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

将随之提升。

结 语

联合国成立 75 年来，其地位与作用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

注和讨论，而全球发展治理是一个最能体现联合国权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领

域。应该看到的是，联合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球发展治理

中表现出理念贯彻困难、治理结构松散、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而且联合国发展

议程并不具有强制性，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执行保障，各国的优先议程也并不完

全一致，协调治理的难度很大。但正是因为发展问题所具有的全球性、紧迫性、

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获得了更大的权威和道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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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全球发展治理是需要联合国更加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虽然联合国在应对

很多全球性挑战上难言成功，但其使命中蕴含的伟大理想使之拥有领导建立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及全球治理框架的潜力。①

新时期，中国和联合国之间的相互需求度与合作水平正在日益提升，全球发

展治理已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未来中国应更为积极地借助

联合国平台推动中国的发展理念、机制和政策走出去，提升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

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力。通过联合国这一权威、系统和专业化的治理机制与平

台，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有效性将得到更大提高。这既有利于排除西方国

家的各种质疑和干扰，也有利于消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误解，避免政治纷

争，以更为客观中立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参与全球和各地区发展治理，嵌入式推

广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政策和公共产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进

而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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