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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 《参考消息》 专题文章集结， 包

括上篇、 中篇、 下篇三个专题 60余篇文章。

上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围绕世界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仍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 深入剖析“百年大变

局” 历史变迁、 内涵本质及深刻影响， 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与完

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借鉴与启示； 中篇 《世

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就“世界之问” 的

“中国答案” 进行系统总结和权威解读， 为

思考和把握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

战略问题， 提供有益的启示； 下篇 《世界之

变与强国之道》， 围绕应对新版“中国威胁

论”、 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 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三大主题展开思考与探讨。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

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带来重大机遇。 为使更多人认识到这种大

变局和自身的使命， 同时也为回馈广大读者

（2021 年 11 月 7 日， 《参考消息》 将迎来

创刊 90 周年）， 参考消息报社联手红旗出版

社， 将陆续推出“参考消息·强国策丛书”。

《百年大变局》 是丛书的第一本。 该书既有

广度、 深度， 又极具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 本书命题重大。 当前中国处

于什么样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什么

样的状况？ 主席作出了科学论断： 当

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

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文章观点多元。 本书内容丰

富、 视角多样、 观点多元， 从全球到

区域多个层次， 从国际格局、 发展范

式等多个领域， 全方位论述 ?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的发展变迁、 内涵本质

及深远影响， 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完善全球

伙伴关系提供借鉴与启示。

● 本书给出对策。 观世界之变，

强中国之策。 本书着意解析变局、 破

解旧局、 立意新局， 突出以问题为导

向， 精准设计 ?世界之问” 议题， 以

辩证思维解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总结中国探索， 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

化路径提供启示。

【相关背景】

本书集纳了 《参考消息》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的三大融媒专题报道： “世界百年

大变局纵横谈” “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世界之变与强国之道”， 主题重大且相互关

联度高。

“世界百年大变局纵横谈” 刊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1 日 《参考消息》。 专

题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获得中组部、 中

宣部有关领导高度关注， 受到读者广泛热

议。 中组部有关领导专门要求参考消息报社

向中组部报送专题报道全部文章的电子版。

中办秘书局也专门致电报社要求向中办报送

专题报道全文。 中宣部 《阅评小组》 发表文

章 《专题解读“世界百年大变局” 开阔思路

启迪思考》 对该专题提出表扬。 此外， 专题

系列文章被多家主流网站、 知名公众号重点

转发， 总浏览量过千万， 引起极大反响和广

泛热议， 形成了“刷屏之效”。 新华社客户

端网友评价称： “这些伟大的变局， 也让我

们越来越对中国感到骄傲。” “中国智慧在

全球治理变局中日益彰显！” “世界各国联

系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的趋势不可改变。”

“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刊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9 日 《参考消息》。 专题组织

国内知名专家就十大“世界之问” 的“中国

答案” 进行权威解读。 专题推出后， 受到中

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与中宣部 《新闻阅

评》 的高度评价， 并获得新华社总编室通

报表扬， 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与好

评。

中宣部 《新闻阅评》 第 415 期刊登题

为 《参考消息纵论以“中国实践” 破解世

界性难题》 的文章， 对专题报道给予高度

肯定。

“世界之变与强国之道” 刊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3 日 《参考消息》， 专题邀请包

括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傅莹在

内的海内外十多位知名智库和高校专家学者

撰文， 不仅敢于展开舆论斗争、 深度揭批以

所谓“锐实力” 论为代表的新版“中国威胁

论”， 而且能够有破有立、 跳出西方议题设

置， 尝试主动设置“中国特色的软实力” 等

议题， 以理念创新回击西方舆论战。

专题在 2018 年“两会” 期间推出， 充

分反应了国际大变局和“两会” 的世界反

响， 刊载后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关注， 并引发

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有的代表委员认为，

该专题“勾勒轮廓、 擘画大势、 坚定自信、

给人启示”， 给读者以“满满的正能量”。 有

的读者来信表示， 在诸多的“两会” 配合报

道中， 该专题从应对新版“中国威胁论” 入

手， 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之道， 立意独树一

帜。

观世界之变 强中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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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

察中国法律方法研究的法哲学、法治

思潮、政治背景。 第二部分探究法律

方法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第三

部分探讨法律方法的形式逻辑基础。

第四部分具体探究法律方法的各种

规则。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需从技巧性

的法律方法转向规定性和规范性的

法律思维规则，法律思维规则包括法

律发现规则、法律解释规则、以及法

律修辞的各种具体规则。

本书通过案例教给物业管理人

员正确的沟通方法， 让物业人员更

好地服务业主， 找到妥善的解决沟

通方案， 并做到有理有据。 本书主

要介绍物业纠纷的沟通技巧、 解决

方案和法律依据。 从物业管理的实

际出发， 本着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的原则， 配以丰富的案例， 对物

业管理工作中容易遇到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 并在案例后提供较优的沟

通技巧、 解决方案和法律依据。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一带一

路”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系列》构建了

?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保障服务体系，

是成员国统一认知和公正高效的司

法保障。 丛书主要涵盖了产业合作、

金融服务、劳工保护等领域的法律实

务， 旨在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和谐共赢

的区域合作大环境。丛书有利于加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

沟通”和?法治互信”。

《“一带一路” 法律适用一本通》 《聚焦思维规则的法律方法研究》《物业纠纷沟通应对实务与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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