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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发展历程颇不平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

1996 年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5 年升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使中印关系站立在新起点。①中印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均高度关注

自身在亚太地缘政治和全球中的影响，发展的一致性与竞争性并存。中印关系的复杂性源于安全

问题，②外溢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近年来，印度在认知层面对华对冲明显，悬而未决的

边界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安全摩擦长期影响双边关系。2020 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对峙将

两国关系推到谷底，印度对华对抗心态升级和对抗手段强化，中印合作的基础不断遭到削弱。③ 

同时，两国政治决策深受美国的影响，④近几年美国不断拉拢印度，进一步加剧中印关系的复杂性。

可以说，中印关系正在迎来战略折冲期。

复杂性是中印关系出现阶段性优劣的直接影响因素，⑤研究复杂性是应对双边危机、加强分

歧管控的有效途径。面对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始终致力于解决复杂性，促进双边关系和平稳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对中印关系的总体方向综合把握，即使面对印度的挑衅，中国也没有放

弃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问题。毛泽东指出 ：“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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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⑥邓小平曾战略性地评价中印关系的重要性 ：

“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者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

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⑦江泽民访印期间指出，中印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国家关

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⑧胡锦涛

认为，中印两国作为近邻，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实现共同繁荣，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

大势所趋。⑨习近平用“三个伙伴”定位中印关系，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做引

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⑩习近平提出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和百年变局的战略

思路 ：“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

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⑪这一思路为我们应对中印关系复杂性提供了战略指引。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结构、进程、认知和战略惯性等角度阐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探究伙

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和影响因素，搭建剖析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中

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对当前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战略评估，并从政治、经济、安全和

危机管控等多角度提出应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复杂性的政策建议。

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

伙伴关系作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⑫是国家间关系表现形式的重要创新。它是

根据正式或非正式的约定形成共识，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互惠互利、信息共享，谋求国家间在

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内含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之中，并形成其独特表达。

复杂性作为客观世界的一种内在属性，始终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类组织与结构当中。

梅拉妮·米歇尔（Melanie Mitchell）认为，复杂的系统是由大量不同组别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

央控制，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⑬

学界尚未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本文认为 ：

第一，复杂的国际关系来源于结构关系的多元性。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

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结构是由大国的物质权力分配定义的，⑭权力直接影响国

家间利益联系的方式和结果。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结构强有力地影响着国家的

需求和替代选择，而这些需求和替代选择则反过来确立了国家权力。⑮因此，结构带来的影响通

常是全局性的，国家多元利益的博弈直接影响体系的稳定。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多个要素组成系

统后，就会出现系统组成前单个要素不具备的性质。系统复杂性不仅体现为多元利益要素的涌现，

还在多种类、多领域等综合要素中被持续影响。多元利益要素交互本身形成的复杂结构，致使国

家间关系呈现出复杂状态。

第二，进程展现了国际关系复杂性的不同侧面。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和其他行为体交流，

是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学习”或“积累经验”，⑯国家在进程中表现出的协调意愿以及“经验积累”

能力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多元要素对进程阶段的作用催化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基欧汉

指出，在权力结构条件相同的系统中，受到国际进程即秩序、规则和机制的综合影响，国家之间

的行为具有差异性。⑰当国际机制不完善时，协调和沟通过程增多，国家间关系会变得复杂。

第三，文化、观念等认知差异导致国际关系的矛盾性，并进一步增加复杂程度。基于国家身份

差异，国家对国际社会秉持差异化认知并因此进行不同的实践互动，国家多重性身份导致差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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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认知以及由此制定的相关政策。⑱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观念往往比物质力量更重要，观念和

观念建构的利益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这些观念构成了个体性角色和条件，国

家通过这些条件进行互动。⑲在国家间交往中，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相同或

相近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彼此的政策，国家间合作更容易达成 ；反之，历史上存在冲突、宗

教信仰有差异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矛盾，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程度更高。

第四，复杂性内含于国家间长期以来合作与竞争交织的战略惯性中。大国之间的交往通常表

现为竞合（coopetition）关系，竞合关系与战略惯性长期交织并相互塑造。战略惯性对国家的预设

战略形成依赖效用，不仅影响国内政治和决策层，还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际社会发展产生重要

作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摩擦和冲突同相互依存相

伴相随，竞合互动形成的战略惯性将对国家间关系复杂性产生深刻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际关系复杂性源于矛盾性，是不同主体之间受到结构、进程和

观念等要素的影响，在国家间交往的领域、过程和认知层面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国际关系复杂性

表现在诸多方面，并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而伙伴关系复杂性内含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以更具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伙伴关系的复

杂性主要有如下表现 ：

其一，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为观念认知的契合难以一致。伙伴关系的观念基础在于消除相

互之间的误解，促成善意认知，⑳伙伴国家之间的认知契合度越高，越容易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建立势必受到不同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观念的差异造成国家

在身份认知上产生偏差，进而阻碍伙伴关系的有效建构。观念认知形成的行为偏好影响国家行为

各个方面，导致外交实践出现多种复杂状态。

其二，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为利益和领域的多元结构。结构的复杂性体现在伙伴关系涉及

的多元利益上。国家利益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伙伴国家不得不考虑多元利益之间的牵扯对共同利

益造成的消极影响。国家不仅要稳定安全并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还要建立并维护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另外，结构的复杂性还体现为伙伴关系多样化的合作形式。迄今，

中国与 11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 20 多种伙伴关系，多样化的伙伴关系类型展现了中国外

交的灵活推进，但不同伙伴关系在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广度深度和追求的目标上有所差异，

也加剧了中国伙伴关系构建的复杂性。

其三，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为博弈进程的程度不一致。伙伴关系本质上是国际合作关系，

达成合作的逻辑是参与者都从合作中获益，而在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协调成本。㉑在伙

伴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国家需要考虑协调过程的复杂性能否被预期收益覆盖，并在理性判断的基

础上做出行动。协调过程充满复杂性，双方对合作的期待和欲望有所差异，复杂的环境让各方获

得信息的时间和渠道不同，㉒伙伴双方的信息非对称性可能造成误解，而且合作最终模式的确定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实践中被反复试炼。

我们认为，影响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因素包括 ：

在国家层次上，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博弈、理性国家与非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使伙伴关系的复

杂性显现。一方面，经济和安全的博弈长期存在。安全是国家生存的保证，即使是经济发展形成

的复合相互依赖对安全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阻碍了共同利益的拓展。另一方

面，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国家既要追逐自我利益，也要促进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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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困境下，国家更倾向于自我利益的实现。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

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㉓国家为实现共同体利益使用理性的强

制手段，与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双边层次上，国家间的历史充满了相互联系的复杂互动。㉔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

国家间历史交往的影响甚深，历史上交往关系密切的国家更容易形成亲密关系，历史上交恶的国

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难以建立战略互信。双边核心议题

的冲突影响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共同利益的稳定和拓展极为不利，致使不

确定性长期存在。

在地区层面上，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地区多样的合作形式使伙伴关系的构建更加复杂。地

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致使共同利益和冲突性利益广泛存在。若地区拥有较多数量的主体，不同

主体之间的利益牵扯复杂且存在竞争关系，协调所需成本会变得高昂，加之域外力量的影响和掣

肘，合作的复杂度趋强。

在全球层面上，伙伴关系构建的外部环境因素复杂多变。世界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大幅削减。疫情扩大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安全

的不稳定，㉕放大了全球公共产品在危机时刻的供给缺陷。㉖全球治理危机凸显，尤其是全球共同

价值体系的缺失，极大制约了伙伴关系效用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伙伴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结构、进程、认知等方面，在双边、地区和

全球等不同地域范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展现。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大国竞争愈发突出的当前背景下，深入剖析伙伴关系的复杂性有其必要性。鉴于中印关系

重要性和当前双边矛盾冲突的凸显，通过伙伴关系复杂性视角重新认识中印关系并以此为契机重

新思考其未来，亦有其迫切性。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曲折演进

中印关系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1988 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互动

模式，即 ：强调发展中国家共同属性，将对方视为本国发展机遇而非威胁 ；将边界问题与双边

关系脱钩，并建立相关机制管控边界争端，确保边界的和平安宁 ；加强全球性议题和双边关系

的功能性领域合作，特别是将经贸领域合作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㉗这是双边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基础。双边合作不仅对维系亚太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也对发

展中大国联合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

随着两国实力的增强和大国博弈的演进，中印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日趋突出，中印关系到了

需要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

（一）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印度是南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印度洋战略支点国家，对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印

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强调 ：“我们不能忽视印度地处印度洋的地缘中心以及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的

地缘战略地位这一事实。”㉘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和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历

史文化源远流长。

印度在亚洲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印度致力于主导南亚，不仅利用与中国、巴基斯坦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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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互动维持和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微妙平衡，还高调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

为其势力范围，印度大力发展海军源于其对海洋的依赖，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东亚是印度海

外利益拓展的重镇，印度与日本有着相通的地缘利益需求，无论是制衡中国在南海崛起的海军力

量，还是担忧“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力对地区秩序建构产生的影响，印日互动不断加强。自

万隆会议以来，印度一直通过“不结盟”旗帜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是七十七国集团的领导力量。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新兴大国。

印度是美、俄、日、澳等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其制衡中国的潜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伴随经

济增长，印度的国力和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凸显了印度

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印度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性变量。俄罗斯是印度传统而特殊的

合作伙伴，有意将俄印关系提升至与中俄关系同等水平。㉙俄罗斯既希望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又

要防范中俄印三边合作使俄罗斯和印度之间产生裂痕。㉚日本和澳大利亚担忧中国在地区展现的

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展现出的安全影响力，㉛极力拉拢印度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全

球战略重心的东移成为印度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机遇，极大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有鉴于此，印

度逐步推行所谓的多向结盟战略，其要点是交好美国、应对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罗斯、调动

日本、整合邻国、影响更广泛的周边、扩大传统的支持者。㉜

（二）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印自 1950 年建交以来，受国际形势变化与边界冲突等因素影响，双边关系发展曲折复杂，经

历了友好、敌对、缓和与改善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建交之初，两国搁置边界领土争议，在反对霸

权统治、维护独立自主问题上密切合作。1954 年 4 月 19 日，中印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

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㉝对处理边境领

土安全问题进行新探索。万隆会议期间，尼赫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头角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

印度连续三年在联合国提出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㉞为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提供了巨大帮助。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升级甚至爆发战争，双边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别，两国政

治、经贸、边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来几乎全部中断。中印关系的缓和得益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

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中日的和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

1976 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结束长达 15 年仅维持代办级关系的局面。1979 年印度外长瓦杰帕

伊访华，标志着两国高层往来开始恢复。但是，双边关系依旧是脆弱且复杂的，中国宣布对越南

开展自卫反击战后，瓦杰帕伊以此为由，提前结束访华行程。1988 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

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感兴趣的国际、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使中印关系走上正常发展

的轨道，堪称“破冰之旅”。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由两极对抗转向多极发展，中印两国都希望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促

进本国经济发展，两国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改善。1992 年，江泽民正式

访印。1993 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签署《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

的协定》，规定中印领土争端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任何一方不得使用武力威胁对方，这

为确立双边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1996 年，江泽民再次访印，两国确定建立“面向 21 世纪

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安全问题是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最主要关切。1998 年印度的核试验引发中印友好关系动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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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安全造成威胁。尽管两国搭建了对话协商机制，但协调的过程多变而漫长，因双方利益诉求

差异、信息不对称和域外因素影响而产生诸多变数。历史遗留问题未妥善解决，双边矛盾存在激

化可能。有鉴于此，中印高层互访为上述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2000 年，印度总统纳

拉亚南访华，与江泽民达成加快核实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共识，中印边界问题重新放到谈判桌前。

2003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采取行动制止“藏

独势力”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为搁置争议、重开对话开创了新起点。2005 年，温家

宝访问印度，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

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 并且通过了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㉟

（三）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演进中迎来曲折

受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印战略合作中有矛盾，又在矛盾中

求合作。矛盾引起的复杂性影响双边合作成效，阻碍两国伙伴关系深化。

2006 年 11 月，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强调两国面临着共同发展的光明前景，

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提出了进一步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系

列举措，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㊱ 2008 年 1 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

两国签署《中印关于 21 世纪的共同展望》，达成多项合作共识。2010 年是中印建交 60 周年，印

度总统帕蒂尔访华，温家宝访印。2011 年为“中印交流年”，2012 年为“中印友好合作年”，双

边互动进一步加强。2013 年，李克强与印度总理辛格实现年内互访，两国领导人达成推动两国合

作持续取得新成果、深化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共识。莫迪 2014 年当选印度总理后，中

印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2014 年习近平正式访问印度，2015 年莫迪正式访华，2016 年印度总统

慕克吉访华，莫迪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习近平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

2017 年，习近平与莫迪在多边国际会议场合举行两次正式会见。2018 年习近平与莫迪在武汉举

行非正式会晤，2019 年两位领导人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

习近平和莫迪频繁在中国和多边场合会面，高层会晤为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

另一方面，莫迪 2014 年执政以来，强调印度外交“周边第一”，而中国同时也更加注重经略周边，

双方的地区竞争趋于激烈。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两国的实力差距引发印度的担

忧，㊲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华遏华的倾向日趋明显，倚重印度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印度的

地缘价值由此陡升。受边界冲突、美国“印太战略”拉拢蛊惑、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因素的影响，

印度越来越将中国界定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战略威胁，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㊳在此背景下，

中印关系发展中不乏曲折，尤其是边界矛盾冲突凸显，集中展现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2020 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对峙，渐次将两国关系推至谷底。两国就边界冲突

举行多次军长级会谈和外长会晤，但因立场相去甚远而难以调和。两国关系现有运行机制与架构

效能衰减，难以平稳运转两国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印关系到了难以重启的关口。㊴进入 2021 年，

印度对华对抗心态进一步升级，对抗手段进一步强化，双方在经济安全、网络空间、科技出口等

领域的争端进一步加剧。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杂性表现和原因

复杂性长期存在于中印双边关系。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两国合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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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多层次跨领域的合作更加频繁，在结构上增加了博弈的来源。多层次合作伴随着两国在各议

题中的争议和矛盾上升，中印之间缺乏成熟的对话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小摩擦逐渐累积为矛盾，

甚至上升为冲突。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呈现复杂性特征，使得双边关系发展始终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 ：

第一，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安全协调机制作用有限。受地缘政治思维逻辑的影响，印度对华战

略选择始终无法超越安全困境，担心开放与合作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会提高本国军事防御的安

全成本。㊵ 2003 年，中印协商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并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

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㊶

该机制成为中印双方协商解决边界冲突、进行定期战略对话和战略沟通的平台。但是，该对话机制

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只对中印既有的边界矛盾与冲突进行协商调解，但预防冲突发生的有效性有

限。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背弃了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合作共识，深刻表明了两国

边界问题冲突性和解决机制的局限性。与之相对照的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更具冒险主义的政

策，重新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甚至将边界问题作为发展中印关系的前提条件。㊷

巴基斯坦作为中印邻国的战略地位特殊而敏感。国家安全始终是横亘在印巴之间最大的障碍，

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南亚的肆虐打断了印巴全面对话机制的运行，严重影响了印巴就双边

问题进行谈判、协调的进程。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为信赖和倚重的伙伴，印度忌惮中巴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展，三边关系的交互作用使国家安全因素在中印双边伙伴关系

构建中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印度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现实主义政策，而

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所推行的发展战略对接与此短兵相接，形成了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竞争态势，

引发了印度更深刻的安全考量。

第二，政治交往频繁，但战略竞争性日趋显现。2005 年双方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印高层互访不断。截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的往来，

在发展中大国协调、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等方面深入合作，高层互访为两国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

提供了有效平台。㊸另一方面，随着事态发展和国际形势演变，双边战略竞争的态势却愈加明显。

中印同时迎来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剧增的时期。随着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印度的战

略心态变化巨大，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的地缘政治变局赋予印度

更大的战略空间，印度逐渐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印既有的战略共识被严重削弱，突出表现

在“一带一路”上，印度成为全球最激烈的反对者。印度认为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巨大挑战，把“一

带一路”倡议视为对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主导地位的严重挑战，与其他国家携手制衡中国崛起日

益成为其重要战略选项。㊹

第三，经贸领域合作深度有限，对华经济限制上升。地区间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天然的地缘基

础，经济合作是维系战略伙伴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㊺在经济领域寻求合作是中印伙伴关系的主

流诉求，但其中不乏竞争与障碍。一方面，近 20 年来，中印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35.96 亿美元上

升到 2020 年的 875.91 亿美元，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频繁的经济交往带来贸易不平衡、

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长期处于双边贸易的优势地位（见图 1），巨大的贸易差额逐渐成为

中印经济竞争的主要原因。印度对此多次采取制衡措施。有专家指出，印度选择不加入 RCEP，

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担心中国利用经济和产业优势占领印度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印贸易顺差。㊻据

统计，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位居第一。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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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印进出口贸易变化（2001—2020 年）

数 据 来 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详见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http:// 

43.248.49.97。

从对外投资角度看，中印都面对外部国家的激烈竞争，在战略信任有限的情况下，有深度、

有广度的投资合作不多。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总投资的比重较小，但增速较快 ；印度

对华投资波动比较大，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保持较高增速，其后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8 年急剧下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中印双向直接投资的领域目前比较单一，

以制造业为主。由于中印互信程度低，双方开展合作受到许多限制，特别是近年来印度对中国以

及中国企业投资者缺乏信任和包容性，不尊重法治、市场精神，持续无端限制中国投资，损害中

国投资者合法权益。㊽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认定自己越是与中国合作，同中国的差距就越大，

印度希望在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经济脱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角色，㊾双方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因素有所凸显。

第四，人文交流实践丰富，但相互认知差异明显。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来自印度的佛教

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之一堪称明证。途径欧亚、连贯东西的“南丝路”，促进了中国与亚欧

各古代文明的联系和互动，㊿形成了文明之间的交汇融合。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印相

继开展“中印交流年”“中印友好合作年”“友好交流年”等活动，建立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两国均重视青年交流，将其作为加强双边人文交流互动的重要路径。例如，2020 年，中国驻印大

使孙卫东线上分享中国抗疫经验，联合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共同主持在线交流，进一步

促进了人文交流对话。

中印之间也存在着自我重视、相互轻视的因素，值得我们深入关注。许多中国人认为印度基

础设施较差、产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总体经济发展环境比中国差，不可能超越中国。对

中国而言，印度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国家，不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级对象。印度则一直

认为自己的发展环境、发展潜力比中国大，应该比中国更有影响力，自己才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认为只要自己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就可以发展起来，至于是否与中国搞好关系并不重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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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关联，印度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及其宗教影响下的政治文化孕育了进取

心极强的战略思维，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敌手，认为两国之间的互动是两个平等强国进行的

零和博弈。 上述认知差异反映出两国深层次矛盾，严重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

上述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究其原因，是由战略认知差异、利益结构多元和协调

机制局限等因素导致的。

首先，战略认知差异导致中印关系复杂程度加剧，战略竞争态势凸显。从历史上看，中国和

印度的战略逻辑思维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反映在战略手段上是“渐进的”“不具备进攻

性的”。 印度的政治和战略精英倾向于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其思维逻

辑具有基于历史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建构性特征， 反映在战略手段上是“激进的”“变动的”。战

略认知差异导致两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行为差异，由此产生矛盾和误解。中印对伙伴关系的理解不

同。中国谋求的伙伴关系是在各领域合作中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不断拓展

共同利益的外交关系。同时作为中美两国战略伙伴的印度，在“战略合作”概念上与中国存在明

显的认知差异。印度甚至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伙伴关系网是进行安全战略部署的手段，对印

度的国家安全和地区霸主地位带来巨大威胁。对战略伙伴内容认知的差异，造成中印在处理伙伴

关系的方式以及深化战略合作手段上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印伙伴关系的推进。

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急剧演变的背

景下，对华强硬成为印度的长期性主基调，印度成为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迫使中国对西南方向战略态势的变化倾注更多注意力。

其次，利益结构多元导致中印伙伴关系构建出现复杂性联结，共同利益遭受侵蚀。伙伴关系

得以持续和升级的重要原因是共同利益的维护和拓展。中印核心利益冲突使两国的战略信任不

足。印度长期将中国视作其崛起道路上的重大阻碍，尤其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秩

序的塑造者，印度自我认知受到威胁。有限的战略互信使共同利益拓展的难度升级，中印在伙

伴关系安全利益诉求上的冲突逐渐难以调和，而非核心的共同利益对中印关系的实质性影响有

限。经济利益是最经常的国家利益，但是只有在安全利益有保障之后，经济利益才会上升为国家

对外政策追求的最主要内容。 受安全利益的影响，中印经济合作始终有限。印度通过总体性战

略评估认为，现阶段对华强硬，将使其在国际声望和地区身份、“印度制造”和增加就业、国际

产业链转移和吸引外部投资、美印关系发展以及印度对地区中小国家的掌控能力等方面获得收 

益。 为此，印度甚至在悄悄削减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对美国主推的“印太战略”采取更加积

极融入的政策。

再次，协调机制作用不足导致中印伙伴关系复杂程度上升，重回正轨并不容易。对边界问题

的认知差异加深了中印双边协调的复杂性。印度将中国视为战略敌手，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构建对

印度形成战略包围， 边界安全成为中印在印度洋地区博弈的重要原因。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印

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考虑长期性、渐进性的方式，而非急于求成。邓小平指出，中印之间只要“采

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即使一时

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习近平强调 ：“中

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坚持友好协商，最终能够找到

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要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

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整体发展。” 相比而言，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上更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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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越过协调而直接解决边界问题。尼赫鲁否认中印存在领土争端，莫迪则明确提出核实双方边

界实际控制线的要求，迫切希望重启已经停滞的核实实际控制线进程。两国对待边界问题的态度

不同，期望获得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无论中国是否愿意以及印度是否承认，边界问题已经成为

塑造中印关系未来走势的核心问题。中印在未来可能较难按照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所达成

的系列共识，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应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建议

中印战略伙伴关系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利益联结，也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和复杂性。随着

战略竞争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中印面对的国际态势均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上台之

后，美国锁定中国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 拜登政府继续与中国进行

大国竞争，更加强调通过组建“民主国家同盟”的方式形成一致对华政策。在此影响下，美国加

快在亚太地区构建反华战略网络。 中美战略竞争的形成、亚太局势变化，为印度实行机会主义

政策提供了有利契机。一方面，在“印太”语境下，印度顺势参与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积极

打造美印“2+2”对话机制，试图利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平衡、限制乃至遏制中国。另一方面，

印度仍与中国保持必要的联系和互动关系，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 利用金砖国家

峰会机制和上合组织等保持对华联系。总体而言，中印战略竞争凸显，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

性遭受挑战。但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两国面向未来的共同目标基础仍然坚

实，中印之间的经贸互补性依旧广泛。两国不仅正视和积极推动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问题，而

且避免域外力量介入双边问题的方向没有变，都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 有鉴于此，两国存在

着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可能和基础条件。当前，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迫

使我们深入思考。面向未来，需要双方摒弃零和思维，加强竞争管控，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提

供条件和动力。

其一，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通过多层次交流弱化双边关系复杂性的影响。高层交往尤

其是直接会晤能够减少因沟通不畅带来的战略疑虑，是解决中印两国面临问题、稳定关系的最有

效途径。应注重发挥直接对话机制的作用，如提高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中印边境事

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调能力，加强中印在低政治领域的对话与互动，从而在认知层面加强

对彼此的战略了解，探索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维系已有的双边对话机制，就

两国现有问题展开对话，推动达成共识 ；借助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合作平台，举行高层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讨、解决双边问题 ；利用

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沟通理解，拓展共同利益范围，通过交流减少复杂性的影响。

其二，理性看待对方，推动中印双方形成新的全球战略共识。面对中印共同崛起的事实，理

性看待对方至关重要。正如王毅指出的，要把分歧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关键是要坚持中印

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 两国需要客观看待

对方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必然性，客观看待对方国家利益拓展的必然性，强调双边关系

的战略价值，强调两国在全球发展中的发动机作用，相互支持对方在完善全球治理、推进新型全

球化、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在全球身份上的战略共识。

其三，依托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合作，稳固共同利益的认知。中印同属新兴大国，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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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潜力广阔。我们要稳固双边经贸合作，择机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借助多边经济平台，深

化经济交流层次，缩小中印经济贸易顺差，推动合作，降低复杂性的消极影响。金砖国家机制是

中印等新兴国家联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新变革的新路径，为中印在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等领

域的合作交流提供了机会和有效平台。我们还可以利用孟中印缅（BCIM）次区域经济合作，有效

推动跨境经济和边界贸易的开展，增进多边利益，稳固共同利益的认知。

其四，推动安全对话，加强竞争管控和危机应对，为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当前，中

印关系的战略竞争性凸显，应客观看待中印竞争面扩大的现实，完善从“争端管控机制”转向“竞

争管控机制”建设，防止竞争升级为争端。 在此认识基础上，要提升应对边界危机的能力，加

强中印军长级以上和相关国防部门危机应对机制建设。密切关注中印在海洋的竞争态势，及时跟

进两国海洋发展战略及对海上安全形势的立场变化，积极探索建立中印海空联络机制，管控双边

海洋安全竞争，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弱化危机和分歧的外溢性影响。与此同时，推动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合作，积极讨论打击跨境犯罪和贩毒的合作可能，弱化安全领域的复杂性难题带来的

直接利益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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