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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看，2012年至2017年，中国国防费占财政支出
平均比重约为 5.3%，美国约为 9.8%、俄罗斯约为 12.4%、印度约为 9.1%、英
国约为4.8%、法国约为4.0%、日本约为2.5%、德国约为2.8%。中国国防费占
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排在第四位。

从人均国防费水平看，2017年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为 750元人民币，约
相当于美国的 5%、俄罗斯的 25%、印度的 231%、英国的 13%、法国的 16%、
日本的29%、德国的20%。中国军人人均国防费为52.16万元人民币，约相当
于美国的15%、俄罗斯的119%、印度的166%、英国的27%、法国的38%、日
本的35%、德国的30%。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排在第七位，军人人均国防费排
在第六位。

中国坚持执行国防费报告和公布制度。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向全
国人大提交财政预算报告，并对外公布年度国防费预算总额。1995年，中国
政府发布 《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 白皮书，向世界公布国防费情况。2007
年以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国
防费基本数据，按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等类别，提交人员生活费、
训练维持费、装备费三大类开支数额和国防费总额，并说明中国国防费的主
要用途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总体上看，中国国防费是公开透明的，开支水平是合理适度的，与
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国
防费是偏低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是世界上
周边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国家之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海洋权益
等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提
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期待不断增大。中国军队处于向信息化转型阶
段，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任务艰巨
繁重。中国国防开支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
比，与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的保障需求相比，与自身建设发展的保障
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国防开支将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
调，继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六、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反映各国人民共同期
待。中国军队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
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
作贡献。

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
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广泛参与全
球安全治理，积极参与军控与裁军等领域事务，为重大问题解决和重要规则
制定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建设性参与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
题政治解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双重标准，推动对话协商并全面认
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积极参与网络、外层空间等领域多边对话谈
判，推动制定普遍接受、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

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努力，反对军备竞赛，
维护 全 球 战 略 平 衡 和 稳 定 ， 签 署 或 加 入 了 《不 扩 散 核 武 器 条 约》 等
数 十 个 多 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2015 年起，中国宣布设立为期 10
年、总额 10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于 2016 年正式投
入运行。

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中国积极发展对外建设性军事关系，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军事外交
新格局。中国迄今已同 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在驻外使馆 （团） 设有
130个驻外武官机构，116个国家在中国设立武官处，同4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建立防务磋商对话机制54项。2012年以来，中国军队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60
多个国家，有100多个国家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来访。

中俄两军关系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充实新内涵，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军各层级交流
机制持续健康推进，在高层交往、军事训练、装备技术、反恐等领域深入合
作，在国际多边场合实现良好互动和配合。2012年以来，中俄两军先后举行7
轮战略磋商。2018年8月至9月，中国军队应俄方邀请，首次参加俄罗斯“东
方”战略演习。

中国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稳妥处
理同美国的军事关系，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为推进
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作出贡献。2014 年两国国防部签
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
个谅解备忘录，2015 年双方就新增“军事危机通报”“空中相遇”附件达
成共识，2017 年两国建立外交安全对话、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积极加
强战略沟通、管控风险分歧。双方在防务部门、陆军、海军、空军等层
面开展机制性交流，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院校交流等领域开
展务实合作。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
部及该部负责人、擅闯中国领海及有关岛礁邻近海空域、实施大范围高
强度抵近侦察等错误做法和挑衅行为。在中美关系中，两军关系保持了
总体稳定。

中国着眼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军事伙伴关系。同周边
国家军队高层保持密切交往，每年军种司令以上级别团组往来达 40 余批
次，基本实现周边高层交往全覆盖，战略互信不断加强。同 17 个周边国家

建立防务安全磋商和工作会晤机制，沟通渠道保持畅通。近年来，中国同周
边国家常态组织反恐、维和、救援和军兵种技战术等系列联合演习和训练，
广泛开展边防海防、院校智库、教育训练、医学医疗、装备技术等交流，务
实合作不断深入，同东盟防务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同周边国家军事关系总体
稳定。

中国积极发展同欧洲国家军事关系，各领域交流合作保持积极发展势
头。着眼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国同欧盟举行
安全政策对话、反海盗联合演练、人员培训等。2016年，中国同英国举行联
合撤侨室内推演，同德国举行卫勤实兵联合演习。2018年，中国同欧盟举行
第三届中欧高级别安全政策研讨班。

中国加强同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南太平洋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交
往，开展人员培训和中青年军官交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防
御能力。2018年，在北京举办中非防务安全论坛、中拉高级防务论坛、中加

（勒比） 南 （太平洋） 高级防务研讨班。
中国军队坚持互信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军队开展务

实交流合作。2012 年以来，中国同 30 多个国家举行百余次联合演习与训
练，演练内容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发展到传统安全领域，演练地域从中国
周边延伸至远海，参演力量从以陆军为主拓展至陆海空多军兵种。中国
军队积极组织人才培养交流合作，2012 年以来，向 50 多个国家派出军事
留学生 1700 余名，20 余所军队院校分别同 40 多个国家的院校建立和保持
了校际交流关系，共接纳 130 多个国家的上万名军事人员到中国军队院校
学习。

完善军事新闻发布机制，全面客观向国内外介绍说明中国国防和军队建
设情况。2011年 4月，建立国防部月度例行记者会制度，定期发布国防和军
队建设重要信息。2012年以来，围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裁减军队员额等
重大事项，召开多场专题新闻发布会。组织近百家中外媒体多次赴部队、军
事院校参观采访。2015年5月，“国防部发布”官方微博微信正式开通，关注
人数已达600余万。

推动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2001 年 6 月，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世界上
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形成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
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2017年 6月，上海合作组织首次扩员，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2018年 4月，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首次国防部长会议。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持续加强防务安全领域交流合作，举行“和平使命”系列演习，
举办“和平号角”军乐节，深化睦邻友好和战略互信，加强军事文化交流，
增进成员国团结友谊。

中国积极支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机制建设，倡导树立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构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国本着开放包容、务实合作的原则，积极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东盟
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
多边对话和合作机制，常态化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建设性提出
加强地区防务安全合作的倡议。2018年10月，举行中国－东盟“海上联演－
2018”演习，这是中国军队与东盟国家军队首次举行海上演习，彰显了中国
同东盟国家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搭建北京香山论坛交流平
台。2014年，香山论坛升级为“一轨半”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2018年
10月，香山论坛更名为北京香山论坛，来自6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500余
名代表参加论坛，共同探讨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新思路新途径，为促
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和互信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妥善处理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

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通
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中国已经同 14 个陆上邻
国中的 12 个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周边 8 个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

中国把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作为维护周边稳定的重要内容，倡议建立中
国－东盟防长热线，同越南、韩国分别建立国防部直通电话，定期或不定期
同陆地接壤国家军队开展电话传真联系、边境会谈会晤、联合巡逻等。2014
年以来，中国同越南先后举行5次边境高层会晤。中印两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
要共识，开展高层访问沟通，推动建立边防热线电话和边境管控、边防交流
机制。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同菲律宾加强海上安全对话，双方重回通过
友好协商处理南海问题的正确轨道。2018年 5月，中日两国防务部门签署海
空联络机制备忘录并于6月启动运行该机制。

中国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
为准则”磋商，加强海上安全务实合作，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努力将南
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积极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之
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军队已
累计参加 24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9 万余人次，13 名中
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中国军队在维和任务区新建、修复道路 1.3 万余
千米，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物 10342 枚；运送物资 135 万余吨，运输总里程
1300 万余千米；接诊病人 17 万余人次；完成武装护卫、长短途巡逻等任务
300 余次。

2015年 9月，中国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 8000人规模
维和待命部队。2017年 9月，中国完成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一级待命注
册工作。2018年10月，13支一级待命分队全部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组织的考核
评估，晋升至二级待命状态。2019年2月，联合国将上述13支二级待命状态
分队中的5支分队提升至三级待命状态。中国积极为各国培训维和人员，目前
已经为数十个国家培训了1500余名维和人员。2018年12月，2506名中国官兵
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及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执行任务。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
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行动，与多国护航力量进行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10年来，中国海军常态部署3至4艘舰艇执行护
航任务，共派出31批100余艘次舰艇、2.6万余名官兵，为6600余艘中外船舶
提供安全保护，解救、接护、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

中国军队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赴
受灾国救援减灾，提供救援物资和医疗救助，加强救援减灾国际交流。2012
年以来，组织或参加马航 MH370失联航班搜救、菲律宾“海燕”台风救援、
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马尔代夫水荒救援、尼泊尔抗震救灾、老挝水灾溃坝
救援等多项行动。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服役 10 年来，执行 7 次

“和谐使命”任务，共访问43个国家，为到访国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组织医学
交流，惠及民众23万余人次。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国际反
恐合作，组织开展反恐联合演习，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合
作查明和切断人员渗透渠道，推动国际反恐情报交流共享。主办以反恐为主
题的“长城”国际论坛，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反恐工作组、全球反恐论坛
等多边反恐机制。同有关国家举行双边反恐磋商。推动创建阿富汗、中国、
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举行两届军队高级领导
人会议，开展反恐交流合作，积极维护地区安全。

结束语

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面对日益复
杂的全球性安全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中国坚
信，称霸扩张终将失败，安全繁荣应该共享。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各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将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中国军队有决心有信
心有能力战胜一切威胁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战
略支撑，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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