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1日 星期一10 文 件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中国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关注和支持其

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伊始，

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即开始向有关国家

提供援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奠定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

合作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

富、形式更加多样，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从

全球视角思考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

带一路”等新思想新倡议，倡导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亲诚

惠容理念，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宣布务实合作举措，为破解

全球发展难题、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

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入中国力量。中国的对外援助顺

应时代要求，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呈现新气象、实现新

发展、进入新时代。

为介绍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注 1）的理念和实践，展

望未来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举措，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越来

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国

际发展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精神内涵更

加丰富，目标方向更加清晰，行动实践更有活力。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文化根脉和精神源泉

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文化基因和国家品格，

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源于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

理念。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崇尚“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倡导“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

基因，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坚守和追求。中国秉承“天

下一家、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推崇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坚

定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源于中国人民投桃报李的

朴实情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中国得到了有关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铭记于心。中华文化崇尚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国愿毫无保留地分享行之有效的发

展经验，让发展之花在世界更多地方盛开，让发展果实造福更

多国家和人民。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源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情

怀。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1950 年，刚刚成立

的新中国就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支持其他国家的民族独

立运动。70多年来，中华民族砥砺奋进，从积贫积弱逐步走向

繁荣富强。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别人过得

好，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实现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贡献。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担

当。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

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定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积极

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应尽

责任和义务。中国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使命，愿

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各国共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

（二）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观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在实践中不断发

展，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富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国际发展合

作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

的崇高使命。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

不可能实现世界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旨在同发展中国家一

道，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消除发展赤字，建设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价值

导向。正确义利观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这既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弘扬，也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中国开展国

际发展合作以正确义利观为导向，希望全世界共同做大发展

蛋糕，特别是希望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享开放发展的机

遇和成果。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时，重视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重义轻利、舍

利取义。

——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中

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是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与南北合作有着本

质区别。作为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

献者，中国将继续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适应的

国际责任，促进南南合作深化发展，实现联合自强。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

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世界提

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平台，积极参与、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相关国家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将“一带一

路”打造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作出积极贡献。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向。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是指导全球发展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与共建“一

带一路”高度契合。近年来，全球落实进程取得初步进展，但

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仍然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蔓延为落实议程带来严峻挑战。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任重道远。中国通过开

展国际发展合作，增强有关国家发展能力，优化发展伙伴关

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疫情影响，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共同繁荣。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主张

新时代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秉持以下政策主张：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时，不干预

其他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谋取政治

私利。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

发挥比较优势，履行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义务，在南南合作框

架内，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充分尊重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通过友好协商确定合作项目，不做超越

合作伙伴发展阶段、不符合合作伙伴实际需要的事。坚持言

必信、行必果，重信守诺，善始善终，不开“空头支票”。

——聚焦发展，改善民生。发展是各国的第一要务。中

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时，重视对接各国发展战略规划，积极回

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需求，把增进各国民生福

祉作为发展合作的出发点，加大对减贫、减灾、教育、卫生、农

业、就业、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投入，积极参与紧急

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让更多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

民众。

——授人以渔，自主发展。充分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发展诉求，通过多种方式毫无保留地将

发展经验和行业技术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尽力为其培养

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注重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挖掘增长潜

力，实现多元、自主和可持续发展。

——形式多样，讲求实效。中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援助方式，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开展

技术合作、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实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

目、派遣援外医疗队、开展志愿服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减免债务等。根据外方实际需求和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或搭

配使用适宜方式，争取实际效果最大化。注重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善始善终，注重持续。中国通过加强实施管理、监督

评估，切实保障项目质量。注重已建成项目后续运营，提供配

套技术服务，推进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维护中国援助的品

牌和信誉，放大综合效益。推进职业培训教育和技术合作，支

持有关国家项目管理人才能力培养，促进项目管理本地化，提

升项目持续影响。对出现偿债困难的国家主张通过双边渠道

协商解决，支持低收入国家实现债务可持续。

——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深化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发展

合作领域的沟通和交流，增信释疑、互学互鉴。在尊重受援国

意愿的前提下，按照“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

的原则，积极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探讨和开展务实合作。

本着开放的精神，通过多种形式阐述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政

策、资金、管理等情况。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

发展，既坚持中国特色，又积极改革创新。汲取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有益经验，根据发展中国家发展

目标和合作需求，改革体制机制，健全规章制度，丰富合作方

式，充实合作内容，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提质增效。

（四）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务实举措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既有郑重庄严的承诺，更有实

实在在的行动。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宣布中国

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全球发展作出中国

贡献。

——履行大国责任，积极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2015年 9月，在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宣布 5年内提供“6个 100”项目支持，包括 100个减贫项目、100

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项目、100 所医院和诊所、100 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

心，帮助实施 100 个“妇幼健康工程”和 100 个“快乐校园工

程”，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

基金，提供来华培训和奖学金名额，免除有关国家无息贷款债

务，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和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重要举

措。2020年 5月 18日，在第 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

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与联合

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 30个中

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

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一系列重大

举措。

——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援助力度。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 3 年内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

设更多民生项目；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

作援助基金增资 10亿美元，实施 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

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深化农业、卫生、减灾、水资源等领域合

作，邀请 1万名代表来华交流，鼓励和支持沿线国家社会组织

广泛开展民生合作，持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

目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提出同各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

作方案。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葡语国家

经贸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

论坛、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

发展合作论坛等双多边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援助

措施，帮助有关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在

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宣布 3 年内，同非方重点实施中非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

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

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十大合作计划”。在 2018 年 9 月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 3 年和今后一

段时间重点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八大行动”。在

2020 年 6 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将继

续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抗疫行动，并将同非方一道，加快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将合作重点向健康卫生、复工

复产、改善民生领域倾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

中国政府积极落实国际发展合作举措，上述有关举措均

已按期落实或正按进度有序推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中国

贡献。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取得
新进展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规模稳步增长，并更多向亚洲、非洲地

区最不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倾斜。为更好适应

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改革管理体制，积极创新方式，提升合

作效果，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事业创新发展。

（一）规模稳步扩大

中国稳步提高对外援助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援助范

围。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 2702 亿元人民

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提供无偿援

助 1278 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 47.30％，重点用于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

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紧急

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提供无息贷款113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

助总额的 4.18％，主要用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公

共设施和民生项目。提供援外优惠贷款 1311亿元人民币，占

对外援助总额的 48.52％，用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有经

济社会效益的生产型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提供成套设备、

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

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共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 122 个国家和 20 个国际和区域性

多边组织提供援助。其中，亚洲地区 30 国，非洲地区 53 国，

大洋洲地区 9 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2 国，欧洲地区

8国。

（二）方式更加多元

中国援助实施方式在援建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开展技术

合作等的基础上，新增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同时不断创新

对外援助方式手段。

——援建成套项目。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共建设成

套项目 423 个，重点集中于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除传统

的“中方代建”援建模式外，在部分有条件的国家试点“受援

方自建”方式，即在一些有完备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体系、

具有组织实施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由有关国家自行负责项目的勘察、设计和建设及过程

管理。

——提供一般物资。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共向 124 个

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援助 890批，主要包括机械设备、检测设

备、交通运输工具、药品以及医疗设备等。

——开展技术合作。2013年至 2018年，中国共在 95个国

家和地区完成技术合作项目 414 个，主要涉及工业生产和管

理、农业种植养殖、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清洁能源

开发、规划咨询等领域。

——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中国通过实施官员研修研

讨、技术人员培训、在职学历学位教育项目等方式，积极开展

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涉及政治外交、公共管理、国家

发展、农业减贫、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文化体育、交通运输等

17个领域共百余个专业。2013年至 2018年，中国举办 7000余

期项目，共约20万名人员受益。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截至 2019 年底，中国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红

十字会等 14个国际组织实施项目 82个，涉及农业发展与粮食

安全、减贫、妇幼健康、卫生响应、教育培训、灾后重建、移民和

难民保护、促贸援助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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