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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闪淳昌 周 玲沈华

[摘要]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长远的、全局的宏观规划。本文围绕我国国家安全战略

管理体系建设这一核心问题，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变化趋势、国家安

全战略管理体系的组成等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提出建设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系的相

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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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系建设的背景

“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

·哈特首次提出的，他在1929年出版了《历史上的决

定性战争》一书，认为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在较低

一级的运用。⋯1947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根据

该法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委员会改革成为

直属总统领导的白宫独立办事机构，是美国国家安全

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作为总统顾问机构，国家安全

委员会统一考虑并负责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

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意见，即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1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一尼科尔斯国

防部改组法》，其中第603款委托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交

一份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一个概念正式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这也是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颁布的源头。"’1997年美

国《军语及相关术语》正式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

界定。

作为一份重要的反映美国安全战略的文件，《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分为机要件(针对国会)以及公开件(针

对民众)两种形式，相关法律还建议《报告》应包括如下

内容：界定(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

利益与目标；全面描述阻止侵略和实践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所必须的外交政策、国际承诺以及国防能力；提出

利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家力量保护和推动这

些利益与目标的短期与长期规划；提供对美国国家能

力各组成部分平衡能力的评估，用以保证国家安全战

略的执行。该法案颁布以来，美国总统并未严格执行，

报告经常是不定期的提交与发布，其内容和性质也逐

步发生变化。截止到2015年2月，美国一共发布了15

份战略报告(见表1)。一1

表l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历年颁布的情况

政府时期 报告份数 年份

里根政府 2 1988、1989

茏都许政惑 2 1990、1991

《参与和扩展战略》(1994、1995、

1996)、《面向新世纪战略》
克林顿政府 7

(1997、1998、1999)、《全球时代

战略》(2000)

小布什政府 2 2舶2、2006

奥巴马政府 2 2010、2015

资料来源：(1)郑毅，孙敬鑫．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

略调整与中美关系[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

(2)The President《她United States．Natio蹦See西ty St呲e—

gy．Feblllary 2015．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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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中并没有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概念，学术界用这个

词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也不长。但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词)并不等于它所包含的内容不存在，中国政府使用

的是国防政策，国防部发表的政策白皮书也称国防白

皮书。”。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谈到“加强军队建设，

增强国防实力”时，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开启了

我国以公开文本讨论“国家安全”的先河。[61 1993年，

中国《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公民和组织

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进行了界定。"3相

关规定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关注的核心是国内安

全。博1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的《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始终把国家

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针对传

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

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

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一¨‘国

家安全战略”第一次明确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同年，国

防部发表《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明确阐述了维

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与任务等相关战略。¨叫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明确军队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

结”要做到“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

⋯⋯”，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也标志着建立国家安全体制这

一新的理念的产生。¨¨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进一步被延伸到经济领域，同时

还提出了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引2013

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

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

家安全。”【l纠至此，“国家安全战略”概念逐渐成为官方

常用术语。14|，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

也被作为重要事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

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要准确

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纠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并首次系统提出包括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

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

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种安全在内的“国

家安全体系”，强调国家安全的内外平衡，重视传统安

全与非传统安全并举，以人为本，实现国土安全与国民

安全的共同发展，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使命和定位日

渐精确，对中央进一步锻造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安

新体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钊

二、国家安全相关概念及范畴界定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

我国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巨大变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互相交织、信息社会带来的时空概念的巨大突破，特别

是中国实力的大幅度提高，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使得

我国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上的传统

国家安全观已经显得不合时宜。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

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

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

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因

此，需要对传统安全观到现代安全观过渡和转变的特

点、内容、趋势进行全面分析。

(一)国家安全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目前，对于“国家安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引

用较为权威的说法，“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

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

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这是国家安

全的基本含义。Ⅲo国家安全是随着国家产生而出现的

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从古到今，国家安全一直

处于变化发展中，尤其在现代社会，国家安全的发展变

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呈现出边界扩大化、内容与形式丰

富化、问题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有许多概念需要从逻辑上进

行批判性清理。按照理论研究的逻辑，可以把这些概

念划分为三个层次(见表2)：国家安全基本理论；国家

安全分支理论；国家安全研究相关的新概念。¨驯¨刈

(二)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及其要素分析

当前，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提法各

不相同，但内涵大体相同。综合目前的相关定义，可以

将国家安全战略定义为：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综合运用和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

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

安全利益与价值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全局性筹划

与总体构想。由此可见，一般而言，国家安全战略必须

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j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何在?

对这些安全利益的威胁与挑战是什么?如何才能运用

国家的各种战略资源消除威胁、维护国家安全?Ⅲ。

①传统安全观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安全是“可分离”的，是一

种单边行为，即安全完全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国家只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获得安全；其次。安全是具有竞争性的，存在一个明显的对手，双

方之间处于竞争、敌对状态，安全是通过竞争、斗争得到的，是一种

“零和游戏”；第三，安全范畴是狭窄的，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第四，

安全感是建立在相对基础上的，只有使对手屈服或彻底击败对手，才

有真正的安全感。参见蔡文之．论国家安全战略的调试[J]．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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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现状来看，这些要素的

内涵与外延、所覆盖的领域都更加丰富与复杂(见图

1)：㈨

国家利益
√ ■

核心利益

决定生存

威胁来源

图l 国家安全战略要素的组成

资料来源：(1)S啪c．sarkesian，John AUen wil．

1j锄s，and Sephen J． Cimbala． US Na“onal Secu而tv：

P0licy Malcers。Processes&Politics，Fonh Edition．

Lynne RiennerPublishers．2008；(2)潘忠岐．利益与价

值观的权衡——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

调整．社会科学，2005(4)；(3)唐永胜，佟明翔．结

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全．2008：160一169．

1．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1)

我国国家安全利益所源于的“先天性”“给定条件”和

“外在的”“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都发生了重要的

改变，导致国家安全利益呈现出范围不断扩大、类别多

元化发展的趋势。除了领土、人口、资源与政治主权等

根本要素外，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文化、社会环

境等客观条件，以及公众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价值

观念、意识形态等主体性特质都开始渗透、影响着国家

安全利益的发展与变化。旧纠(2)无论我国国家安全利

益如何变化，政治的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政治利益始

终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对内治理与对外关系的决

定因素与坐标，是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必须考虑和不

容忽视的核心要素。谋划国家长治久安之策，需要在

维护政治稳定和深化政治改革的矛盾中思谋良方。

(3)以往决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公共利益与决定国家安

全战略的国家利益①∞副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由公共

利益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过

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开始有了影响国家安全的倾向。

因此，我们既不能以发展问题取代安全问题，更不能在

国家安全利益中忽视公共安全利益。(4)国家利益的

排序不是一成不变，是一个动态的客观发展过程，而且

利益的轻重与缓急不再完全对应，即重要利益不一定

会优先解决。因为越是核心利益，受到的威胁往往越

是长期的、战略性的；而越是一般的利益，受到的威胁

则越是现实性的、紧迫性的，而且两者可能会互相演化。

表2 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相关的概念层次及其内容

概念层次 特点 概念内容

“国家”、“利益”、“安全”、“安全

国家安全研
度”、“安全感”、“安全化”、“国家

国家安全 究走向科学
利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

基本理论 的基本要求
“国家安全感”、“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保
和条件

障”、“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国家

安全保障体系”等

国家经济安全学、国家军事安全

国家安全研
学、国家文化安全学、国家科技安

究相关的分
全学、国家信息安全学、国家安全

支学科或专
法学、国家安全保卫学、国际安全

国家安全 业领域，除运
学、国内安全学、国家安全情报学、

分支理论 用基本理论
国家安全反间谍学等

外，还有自身
例如，在国家军事安全学中，必然

特点理论或
涉及“军事”、“国防”、“军事安

全”、“国防安全”、“军事情报”、
专业概念

“军事工作”、“军事安全保障”等

具有专业特色的概念

作为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国家

复杂多变的
安全学”、“国家安全学科”、“国家

国家安全 安全现实和
安全情报学”等，以及涉及具体理

研究相关 不断深入的
论的“安全度”、“国家安全度”、

的新概念 安全研究．促
“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家安全

原生要素”、“国家安全史前要
生的新概念

素”、“国家安全伴生要素”、“国家

安全派生要素”等

资料来源：(1)刘跃进．“安全”及其相关概念[J]．江南

社会学院学报，2000(3)；(2)刘跃进．国内关于安全是否具有

主观性的分歧与争论[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2)．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利益的处理反而可能会占据决策

者的主要议事日程，当一般利益的处理在有利于或者

不会影响核心利益时，才会在国家安全利益的排序中

占先。(5)国家安全利益涉及的主体对象多元化，新

的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这一局限，以

国家为中心向上扩大到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向下延

展到个人。因此，国家安全利益涉及的主体包括个

体、人民、集体、地区、世界、全球、人类、共同安全。这

说明，在信息化时代，只有把各个层次的安全利益结

合起来，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2．从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领域来看(或者称为：国

家安全威胁来源、国家安全战略范畴、国家安全问题

①“就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而言，由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

部分组成。由社会整体利益所决定的是公共利益(pIIblic interests)．

它决定国家的公共政策。一个国家在对外发生关系时所涉及的利

益，是国家利益，也就是国家的安全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决

定国家大战略的两个不同的基础。公共利益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安全战略。”摘自：周建明，王海良．国家大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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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目标等)，主要表现为：(1)现在和今后对我国

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还是来自国内，中国与外部的矛

盾和冲突、甚至可能的战争的根源等，都有可能是国

内的某些问题，如“三种势力”、经济问题、环境问题

等。(2)确定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领域的基本出发点，

亦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政治经济秩序正常化

运转等国家传统安全的核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依然稳固。(3)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无论是在严峻性

还是在处理方式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这就包

括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问题以外的经济安全、金

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

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

民、海盗、洗钱等。(1)(4)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政

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以及网络恐怖主义渐行渐近，网络

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具有“共振”效应，并开始威胁

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24。(5)不同安全威胁因素类型

之间的模糊性、综合化趋势增强，且相互作用、相互转

化，这就要求对错综复杂的安全威胁因素进行冷静清

晰的综合判断，认清安全问题的综合化趋势。‘2纠(6)

安全威胁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提高。国际间交流和

国家内部、组织、团体、个人的联系越发紧密，任何一

点小的冲突摩擦都有可能促发“蝴蝶效应”，引起大规

模的动荡。

3．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来看，主要表现为：(1)

确立积极预防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强调预先准备与

防范，做到有备无患、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叫(2)

突破以往单纯的以军事手段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途

径，将建立和参与各种国际制度体系和改变国际舆论

环境等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式，在国家安全战

略的层次上无疑是重要的观念革新。传统的安全观

中，维护安全的军事手段一直处于首要地位。然而，

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提高，相互影响、互动和渗

透越来越复杂，以及冲突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后果和利

益得失等因素，都导致了军事手段再也不是唯一的保

证国家安全的途径。(3)从国家综合安全观念出发，

在全面深化要素型战略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国家结构

型战略能力，从而适应目前复杂、多变的安全环

境。②[271(4)国家安全战略准备实现从“基于威胁”到

“基于能力”的转变。“基于威胁”是一般程式，指首

先界定威胁，然后确定对手，最后决定如何发挥和运

用资源与力量。而“基于能力”并不把威胁是什么、对

手是谁放在第一位，强调首先要具备战胜所有可能对

手的超强资源与能力。这种战略思维并不是要忽视

威胁，而是不把目标确定为具体威胁，而是所有可能

的威胁。‘28 3

(三)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系

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系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战略的

决策、实施与调整的实现而建立起的国家安全战略领

导体制和科学运行机制，以及为其提供的法制、科技、

资源等相关保障。

1．国家安全战略领导体制是国家为了维护安全利

益，消除各种安全威胁，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而建构

的领导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它是国家领导体制的核

心部分，也是国家安全战略顺利实施并达成既定目标

的重要保障。怛引目前，各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性质与功能

都不尽相同(见表3)，但总体来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建立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目的主要在于加强集中

统一领导、协调统筹各类资源、提高决策效率；(2)领导

人通常由国家元首或最高领导人兼任，呈现出首长制

为主的决策主体机制；(3)成员通常由国防、军队、外

交、财政、情报、内卫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具有相对

代表性和稳定性；(4)在委员会框架内设置分类或分级

的分支委员会，并将委员会下设的办事机构作为总统

(首相)办公室的独立机构，直接向总统(首相)负责；

(5)决策、咨询和协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大核心职

能；(6)在使命定位方面，呈现出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国

防安全”模式，以及大综合国家安全观的“综合安全”模

式这两类价值理念倾向；(7)国家安全机构通常攘外安

内兼顾，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内对外会有所偏重；

(8)国家安全内涵通常以传统为主，但近年有向非传统

安全拓展的趋势。¨叫p¨

2．国家安全战略管理运行机制是为实现国家安全

目标的工作流程与步骤以及相关手段与方法，对国家

安全战略实现具有决定意义。具体流程包括根据国家

定位，提出国家的安全利益需求，分析国内外环境中的

利弊因素，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与战略规划，运用科

学策略推进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最终实现国家安全战

略目标。具体可划分为八个步骤：明确功能、分析环

境、制定方针、统筹规划、确定目标、战略调整、明确策

略和评估反馈。¨纠

3．国家安全战略实现过程的保障。除了传统意

义上的法律、政策、科技、人才等“硬实力”保障外，还

应当在网络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大背景下，重视信息化

安全和对新媒体的利用，提升全球舆论传播等“软实

力”。

①参见十六大报告相关名词解释。

②要素型战略能力，是指国家运用自身所拥有的、体现在具

体领域的战略实力(如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等)实现国家
安全利益的能力。结构性战略能力则是指国家整合并运用国际体

系和国内的资源与力量，应对各种安全问题，实现安全利益的能力。

要素型战略能力与结构性战略能力关系密切。一方面，要素型战略

能力是基础，自身的禀赋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基本位

置。结构性战略能力最终要依赖要素型战略能力的发挥而作用。

另一方面．结构性战略能力又相对独立地存在，并反作用到要素型

战略能力。摘自：唐永胜，佟明翔．结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

全．2008：16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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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推进国家安全战略理念的转变，将研究国家

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重要事项列

入重要日事议程。

总体来看，我国综合战略谋划不足，尚未完成对

新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前景进行的总体性的战略调

整，面向21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安全战略构想、

战略文化、安全战略框架尚未形成。"副当前，各国之

间的竞争也拓展到制定和实施国家大战略领域，都在

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确定国家安全战略，中国要确保

自身的稳定与优势必须在战略能力上胜人一筹。同

时，中国的安全战略设计必须实现跨越、脱出常规、有

所创新，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个中

国四个世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Ⅲ3工业化和信息化

带来的双重压力，引起发展困境、社会矛盾和利益关

系的调整同时出现，使潜在的和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

更为错综复杂。因此，必须在稳步发展的同时有所跨

越、有所创新，既要超前谋划、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

在安全谋划和战略布局上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

刀切。[351

表3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战略管理领导体制的组成

国家 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机构组成 机构职能

法定成员：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

美国国家安
高级智囊平台，外

非法定成员：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财政部长、司法部长、

美国 交政策决策和执
国土安全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和总统办公厅主任

就国家安全和外交政

全委员会 法定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情报总监
策向总统提出建议，并

行机构 协调各相关部门工作
其他机构负责人根据情况受邀参加会议

常设机构是办公厅，纳入总统行政办公室

俄罗斯联邦
宪法规定的咨询

会议主席：联邦总统 跨部门的决策、监督、

俄罗斯 机关，直接受总统
会议成员：俄罗斯总理、上下议会议长(即联邦委员会和国家 执行机构，出台，乃至

安全会议 杜马主席)、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等一系列强力 监督执行相关战略性
领导

部门的首脑 文件

组成成员：首相、副首相、财政大臣、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国

英国国家安
内阁办公室下属

防大臣、内政大臣、能源大臣、气候变化大臣、政府政策大 协调政府各高层部门

英国 的由首相负责的
臣等 在国家安全领域内的

全委员会 根据议题不同，其他“决策相关”内阁大臣、情报机构负责人、 合作，应对国内外的不
常设内阁委员会

国防参谋长等也定期参加 同威胁

下设3个附属委员会

主席：联邦总理 维护国家安全。制定安

联邦安全委
德国安全政策的

副主席：联邦副总理 全防务政策；确保西方

德国 最高监督和协调
执行主席：国防部长 同盟体中的安全职责；

员会 成员：内政、外交、财政、司法、经济部长和总理府特别任务部 国防和武装领域的咨
机构

部长 询和协调；严格审核军

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和其他内阁部长必要时可列席 售情况

主持：总统

国家安全与国防 成员：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经济部长、预算部长、外交
就军事纲领、核威慑、

国防与国家
的最高决策机构。 部长

情报工作、涉及国家安

法国 在总统领导下制 其他部门负责人根据需要由总统制定参加
全和反恐问题提出指

安全委员会 导原则和具体部署，对
定国家安全方针 下设小范围的国防会议(部际协调机构)，总统主持，直接负
与政策 责处理军事危机

国内稳定和刑事形势

做出判断
下设总秘书处，归属总理府，在内阁总理领导下工作

“四人会议”定期会晤，

决定外交与安全
议长：首相 研讨中长期战略性

国家安全保
保障的基本方针，

常设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的“四人 问题

日本 推进由首相官邸
会议”，根据需要扩大为有财务大臣、国土交通大臣、国家公 “九人会议”就国防、外

障会议 安委员长等参加的“九人会议” 交重要事项进行审议
主导的外交和安

保政策
增设国家安全保障局作为执行机构，目前由来自外务省、防 保障局负责落实决定，

卫省和日本警察厅的68人组成 协调部门，进行情报

工作

资料来源：(1)彭光谦．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薛澜，彭龙，陶鹏．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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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学科

理论体系建设。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当加大支持力

度，依托有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国家安全理论研

究。国家安全研究是在冷战后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的，许多概念与相关理论也逐渐开始出现，在我国，虽

然对国家安全理论探讨才刚刚开始，却意义重大，而且

必须不断深入下去。尤其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对

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会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严格定义

和论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国家安全研究就只能永

远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而不可能成为科学。

(三)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战略领导机构，提高应对

危机的能力。这包括：(1)在中央国安委的基础上，加

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设。在借鉴国外现有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进一步加强对委员

会的性质、组成和职能等方面的研究。(2)坚持底线思

维，立足应对危机。(3)按年度发布《中国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将报

告分为机要件和公开件，公开件对提高我国国民的国

家意识和忧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报告至少应当包括

国家安全利益、安全环境、目标与任务、指导方针、战略

原则、战略能力、战略途径等内容。

(四)系统梳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领域，并

将之进行归类整理并评估，根据其重要性配置国家战

略资源。首先，将涉及国家安全的各领域安全要素统

统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范围，保证在战略的制

定和实践过程中不出现偏颇和失衡的问题；其次，将所

有安全要素统一评估、统筹排序，对资源进行科学、合

理匹配，解决安全问题的“泛化”与战略资源稀缺之间

的矛盾，真正做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

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

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五)依赖制度化的和法治的力量，保障国家安全

战略能力的持续性。中国本身并不缺乏对国家利益和

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解和实践，但问题是没有形成系统

的理论和有效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

平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战略意识和能力

可谓运筹帷幄、炉火纯青，面对国家安危之际，总能做

出正确决策，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但这都主要体现在

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上。要提升我国制定和实践国家安

全战略的能力，既要有最高领导者的雄才大略，还需要

形成规范的理论和有效的机制，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

全战略的理解与实践以一种制度化的和法治的方式转

化成为国家能力。

(六)加强文化安全建设，积极深入利用包括舆论

宣传在内的多种方式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在全

球化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和捍卫国家文

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

硬性的经济实力、军事保障等内容，同时还需要以社会

动员、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为代表的软实力贯彻执行，

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媒体宣传作为公共空间的

重要成员和社会的重要公器，实时参与各类涉及国家

安全事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角色渗透

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具有相当的发展

潜力与提升空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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