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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
西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认为，避免核武器
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
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五个核
武器国家领导人日前发表的联
合声明开篇定调，向世界释放了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突
风险的明确信号。

核战争意味着核灾难和人
类浩劫。核武器应该服务于防
御目的、慑止侵略和防止战
争。肆意降低核武器使用门
槛，挑起核军备竞赛，只会使
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恐怖威胁
下。核国家必须摒弃冷战思维
和零和博弈，避免破坏国际现
行军控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扩散体系，减少核武器在国
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切实降
低核战争威胁。

然而，近年来，个别国家
持续渲染大国竞争，大搞核裁
军“双标”，导致大国战略安全
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地区军备
竞赛有加剧之势。2021 年 10
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
布在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
开展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
会的质疑和批评。该合作涉及
向澳方转让丰度超过 90%的武
器级高浓缩铀，不仅违反 《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目的和宗
旨，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还
可能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引
发他国效仿。与此同时，美国
还将向澳出口可搭载核弹头的

“战斧”巡航导弹，对地区和平
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对东盟
无核武器区建设造成损害。

更令人警惕的是，过去一
年，全球核军备形势也在加速
改变。2021年2月，法国宣布启动第三代战略导弹核潜
艇研发生产项目，计划建造4艘该型潜艇并于本世纪
30年代投入使用；2021年3月，英国发布国防政策文
件大幅扩充核武库，将核弹头上限由180枚增加到260
枚，增幅超40%。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1年6月发布的报告，全球可部署核弹数量由9380
枚增至9620枚，已部署于作战部队的核弹数量从3720
枚增加到 3825 枚，其中约 2000 枚处于“高度警戒状
态”（数分钟内可以发射）。

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国际战略
安全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的紧要关头，国际社会对和平
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
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五核国领导人此时发出
共同声音，无疑有助于各国增进相互信任，以协调合
作代替大国竞争。

中国始终是核领域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中国
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
策，将核力量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贡献。2019年，中
国曾举办五核国北京会议，重启了陷入僵局的五核国
合作进程，并为达成一份内容积极的联合声明贡献了重
要智慧。此番，中国积极倡导“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理念，为五核国采取共同行动再度发挥了有力的引领作
用。在联合声明的磋商过程中，中方推动写入重申不将
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推动了五
核国达成这份内容积极、有分量的共同声明。未来，中国
智慧与中国方案还将持续引领推动核领域国际治理。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法定的核武器国家，五
核国应以联合声明为新的起点，承担国际责任，履行
国际义务，加强沟通和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也应
继续携手，朝着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维护全球战略稳
定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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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 日，一场庆祝欧元流通
20周年的灯光秀，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
欧洲央行总部大楼外墙展示。1999年1月1
日，欧元作为记账和转账货币启动。2002
年，欧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并取代欧
元区各国货币。20年后的今天，欧元已成
为欧盟的重要标志之一。

覆盖超过3.4亿欧洲人

法国《回声报》网站指出，2002年欧
元开始流通时只有12个国家使用，如今欧
元已在19个欧盟成员国流通，覆盖超过3.4
亿欧洲人。

“对欧盟来说，欧元不仅是一种统一货
币，也是一项政治工程、和平工程。”中共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欧元的诞生与
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密切相
关。随着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许多
欧洲国家希望通过设立统一货币，确保欧
洲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再次陷入无休止
的竞争、冲突甚至战争状态。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日前在
报道中回顾了1998年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
特·科尔的表态，他在一份政府声明中表
示，引入欧元加强了欧洲作为一个经济稳

定地区的地位。

欧洲一体化的黏合剂

近日，欧洲央行调查显示，约 78%的
欧元区居民认为，欧元是“好东西”，这一
比例较2005年高出12个百分点。欧洲央行
行长拉加德评价欧元为“欧洲一体化的具
体体现”，“也是我们每天随身携带的团结
象征”。

赵柯分析称，20年来欧元在欧洲一体
化进程中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作为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超主权货币，欧元是欧洲一
体化最高成就的代表，帮助欧元区国家抵
御了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以
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让欧元
区整体宏观经济保持在较为稳健的状态。”

2020 年 7 月，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盟
通过规模达 7500 亿欧元的“复苏基金”。
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底表示，2022年将是
欧洲国家从应对危机转向帮助复苏的一年，
特别是通过“复苏基金”的资金，该基金将为
所有支持复苏的措施提供24%的资金。

“‘复苏基金’的成立，客观上是朝着解
决欧元没有国家主权信誉作为担保这一问
题的方向前进。欧盟发行‘复苏基金’债券，
某种意义上填补了此前没有以欧元计价的

安全资产的空白。”赵柯指出，“复苏基金”是
欧盟在财政一体化进程中迈出的实质性一
步，对推进欧元国际化进程具有提振作用，
也是欧元流通20年来的一大亮点。

积极推动欧元国际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外汇储
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欧元
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约20%，为全球第
二大储备货币。有分析认为，欧元区经济
未来将进入为期20年的温和扩张期，欧元
的份额将可能有所上升。

2018年底以来，欧盟致力于进一步增
强欧元国际货币地位。2021年1月，欧盟
通过了一份旨在强化欧元地位与金融体系
建设的战略文件。同年7 月，为了提升竞
争力并捍卫货币主权，欧洲央行宣布启动
数字欧元项目并展开为期两年的相关研究。

“未来，如何做大‘复苏基金’规模，
使其真正成为欧元区的共同财政，如何克
服德国对债务共同化及财政一体化的担
忧，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目前，欧洲央行以及欧盟主要国家的
官员们对欧元的态度已经出现转变，他们
开始积极推动欧元国际化，让欧元更加稳
健，这是一个积极迹象。”赵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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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领域国际治理闪耀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五核国发表联合声明 缓解全球安全焦虑

核领域国际治理闪耀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李嘉宝

1月3日，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五个
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
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这是五
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共同发声，也是继2000年五
国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晤并发表声明后，再次就重大国
际议题共同发声，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联合声明》向外界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当前国际
核不扩散体系及军控体系面临哪些挑战？各方应拿出怎
样的务实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国在推动达成《联合
声明》、维护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等方面作出了
哪些贡献？本报记者对话三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解读。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院长 刘 卿
■ 外交学院教授 李海东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军控研究中心主任 郭晓兵

风雨兼程，欧元正式流通20年
本报记者 严 瑜

阿根廷疫情严峻
近期，阿根廷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趋势加剧，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不断刷新该国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图为1月4日，
人们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采样。

马丁·萨巴拉摄 （新华社发）

《联合声明》释放出
哪些积极信号？

《联合声明》指出，“避免核武器国家
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
责任”，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俄罗斯政治学家尤里斯维托夫指出，如果
联合声明中包含的观点得到尊重，它将成
为2022年令人鼓舞的开端。

刘卿：《联合声明》 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中俄美英法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也是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法定的核武器国家。在近年来国际局势动
荡、地缘冲突风险加大、大国战略互信缺
失的背景下，五核国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
表联合声明，有利于缓解全球安全焦虑。

其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第十次审议大会一再推
迟，或于今年8月举行。五核国在会议举
行前发表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表明共同
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积极态度，
为大会举办创造了良好氛围。

其三，《联合声明》在强调“核战争
打不赢也打不得”“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
或其他国家”的同时，也强调“维护和遵
守双多边军控协议和承诺”“避免军事对
抗、防止军备竞赛”等，不仅有助于降低
核战争、核扩散风险，还有助于防止常规
军备竞赛。

郭晓兵：从《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
来看，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国家”等，
反映了五核国对核武器性质的深刻认识，
有利于降低核冲突风险、维护全球战略稳
定；强调最终目标是“以各国安全不受减
损的原则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对无
核国也是一个鼓舞；表示“继续遵守不扩
散核武器的各项义务”，给维护国际核不
扩散体系提供了动力。

李海东：五个核武器大国就防止核战
争、避免军备竞赛表达共同立场，本身就彰
显出大国间加强合作与协调对维护国际秩
序稳定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对当前国际安
全构建具有强烈标识意义的事件。“核战争
打不赢也打不得”，意味着五核国从道义、
法理和实践层面表达出一个基本立场：不
能有核战争，核战争没有赢家；在联合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召开
前，五核国家对国际安全重大议题发表联
合声明，同时重申核不扩散相关立场，也能
表明大国对联合国机制权威性的认可。

这份《联合声明》尽管篇幅不长，却
是五核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增进相互
理解和信任、增强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一
次良性互动。在当前和未来全球安全秩序
的构建中，五大国间的有效协调和真正合
作对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意义重大。

当前国际核裁军及核
不扩散体系面临哪些挑战？

核武器自面世以来，就是悬在人类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前，世界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战略安
全领域面临许多重大挑战。法新社称，在
国际局势紧张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当
下，五个核大国尝试让全球相信不会出现
灾难性的核对抗。

李海东：当前，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面临
严峻挑战。其一，大国关系比冷战结束后任
何时期都紧张，例如：美俄围绕乌克兰议
题、欧洲安全问题剑拔弩张；在亚太地区，
美国对华战略遏制不断升级等。大国之间
缺乏良性互动和协调，给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有效运转和全球安全保障带来许多负面
影响。其二，个别核大国已经暴露出极端不
负责任的苗头。例如，美英澳去年达成所谓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谋求开展
核潜艇合作，加剧地区核扩散及军备竞赛
的风险。其三，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武器装
备更新换代速度加快，维护和完善全球核
不扩散体系面临新挑战。其四，如何限制除
五核国之外的其他拥核国家，目前还是一
个很大的难题。此外，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
上升，一些极端恐怖主义者也在谋求收集
核材料、拥有核武器，这是极其危险的。

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变革期，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需要五核国共同努力，特
别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应拿出实际
行动，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与其
他国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
面对全球及地区安全挑战，大国要加强磋
商、建立互信，树立国际合作表率。在一
些具体的军控议题上，个别大国要拿出诚
意，以务实态度达成新条约新协议，为维

护全球战略安全作出实质性贡献。
郭晓兵：近年来，国际军控体系面临

诸多挑战。第一，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
背景下，有核国之间矛盾上升。美国曾宣
布退出 《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
等，给二战后国际军控体系带来巨大冲
击；美国还积极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对其
他国家的核威慑力构成一定影响，例如英
国2021年3月曾宣布扩充核武库，核弹头
增幅超过40%。第二，无核国与有核国之
间矛盾也在上升，一些无核国家对部分有
核国家的缓慢核裁军进程表达出不满。对
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具体步骤和进程，国
际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第三，一些地区
核热点问题尚未解决，仍存在核扩散风
险，对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构成了挑战。

刘卿：当前国际军控形势仍然严峻，
一方面，个别国家渲染大国竞争，导致大
国战略互疑上升、安全关系日益紧张、军
备竞赛有不断加剧之势，增加了国际格局
的脆弱性、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
面，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核武器向小
型化、常规化和精准化迈进，一旦爆发核
战争，其杀伤力和破坏性将难以估算。

五核国发表《联合声明》释放出了一
些积极信号。下一步，国际社会要共同努
力，在推动核裁军、防止核扩散、推动核
热点问题解决上拿出更多实际行动。主要
核大国应以身作则，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其一，应明确核武器的防御目的，推动核
裁军进程，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通
过双多边谈判缔结全面彻底的裁军条约；
其二，应加强战略对话，停止渲染大国战略
竞争与对抗，切实尊重彼此安全关切，妥善
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为推进国际核裁
军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其三，应携手维护
全球和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在联合国等多
边框架下解决地区核热点问题，避免采取
双重标准，忽视地区国家实际关切和利益。

中国为维护国际核裁
军与核不扩散体系作出了
哪些贡献？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1月4日
在相关媒体吹风会上说，中国是五核国联
合声明的积极推动者，为联合声明的达成
贡献了重要智慧。中方愿继续与其他四国
加强沟通协作，增进战略互信，为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发挥领导作用。

刘卿：中国一直积极倡导“核战争打
不赢也打不得”的理念，中国学界对此也
有不少研究。该条内容写入 《联合声
明》，体现了推动核领域国际治理的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此外，中方还推动写入
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
家”等重要内容，彰显了中国始终恪守的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这一承诺。

多年来，中国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在伊核、朝核等地区问题上发
挥建设性作用，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推进
核裁军进程、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作出了不
懈努力，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积极
贡献者。

郭晓兵：中国始终秉持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一直是国际
军控体系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和贡献
者。具体有如下表现：中国迄今已加入20
多个国际军控条约及机制，并全面履行条
约义务；近年来，中国境内禁核试监测台
站批量通过核证验收，成为 《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 核查机制建设的亮点；中
国在提出军控方案、军控议程等方面也
更加主动，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如提出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
议达成《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
南》等；中国在防止核扩散上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推动解决朝核、伊核问题的多
边谈判中作出了建设性贡献；中国还出
台相关政策加强出口管制建设，如制定

《出口管制法》、推出《中国的出口管制》
白皮书……

李海东：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推动国际军控进程中，中国展现出大国的
责任和担当。其一，中国始终强调联合国
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发挥关键协调作
用，与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
作用的一贯立场相一致；其二，中国倡导
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被其他
核大国接受，并写入《联合声明》，体现
了中国理念的感召力；其三，中国始终恪
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是五核国中唯一作出上述承诺的国
家；其四，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核战
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
要的最低水平，从不开展军备竞赛，成为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