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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希望之窗”？ 

外界期待拜登总统的执政，将带来美中关系的重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许可以避免进一步升级。中国方面认为，特朗普政府所采

取的对抗性做法已经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害。中国试图与拜登政府合

力对双边关系进行再调整，哪怕不是重启中美关系。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在2021年1月所言，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新的希望之窗正在打开。

王毅还表示，美国的新政府能够回到理性的路径上来，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让

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并重启合作。1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较，拜登和他的核心外交政策顾问认为，中国不是美国

面临的最大威胁，但从长期来看，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2从中国

的视角看，拜登治下的美国并不想要与中国打新冷战，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务

卿蓬佩奥以及其他重要高级官员确实想要来一场新冷战。尽管拜登政府将继续

从大国战略竞争的框架来看待中美关系，拜登的目标是让美国变得更具竞争

力，并与中国展开一种“正向竞争”。3在拜登执政期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或许可能会稍稍缓解，但是，绝不能幻想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

执政而自动解除。大多数中国的政策界人士都持这一看法。 

 
1 Shi Jiangtao, “China-US Relations: Beijing Says ‘New Window of Hope’ is Opening as It Offers Biden 

Administration an Olive Bran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203/china-us-relations-beijing-says-new-window-hope-

opening-it. 
2 Joseph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pp.70~71. 
3 Walter Russell Mead, “Dialogue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Affairs: A Conversation with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Hudson Institute, July 9, 2020,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210-transcript-dialogues-on-american-foreign-policy-and-world-affairs-a-

conversation-with-former-deputy-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203/china-us-relations-beijing-says-new-window-hope-opening-i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203/china-us-relations-beijing-says-new-window-hope-opening-it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210-transcript-dialogues-on-american-foreign-policy-and-world-affairs-a-conversation-with-former-deputy-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210-transcript-dialogues-on-american-foreign-policy-and-world-affairs-a-conversation-with-former-deputy-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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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待，这将会是适得

其反的。中方需要意识到，拜登政府在重新调整中美关系方面会非常艰困。拜

登不得不同时处理好美国对华政策的“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这意

味着他需要确保自己不被外界认为是对华软弱，他将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在对

华政策上的理念和方式。在特朗普政府下台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发布

了一份报告，题为《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这个文件是在蓬佩奥的主导下制

定的，旨在让涉及中国的话语更加严苛，并对新的美国政府做出限制。4 

此外，拜登执政的优先事项是控制疫情以及与疫情相关联的经济挑战，他

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操作空间是有限的。美国正在经历“内部

冷战”，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之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仅是

意见相左，他们还憎恨彼此”。5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将给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

复杂性。如果拜登想要取消哪怕任何一项针对中国的压制性举措，他都可能会

被视为对中国软弱并因此而遭到抨击。无疑，共和党和民主党如今在对华采取

强硬政策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一点可以从《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看

出。此外，在2020年9月，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中国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就

美国如何与中国展开竞争提出400多项建议。6虽然这个工作组都是由共和党人

组成，但这份报告的确征询和吸取了很多民主党人的看法。 

更为重要的是，拜登在对华政策上还会面临来自民主党的压力。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以及其他新一代的民主党政治人士，对中国有着强

硬的看法，甚至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与共和党的看法并无二致。他们对中国共产

党的态度更是由意识形态因素驱动的。此外，民主党的进步派人士，如参议员

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对中国也没有什么积极的认知。他们声称，

中国的贸易做法是不公平的，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民主党进步派人

 
4 “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 Policy Planning Staff, U.S. State Department, November 2020,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20-02832-Elements-of-China-Challenge-508.pdf. 
5 Susan Milligan, “Democrats, Republican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Hate,” US News, Oct. 21, 2019, 

https://www.usnews.com/news/elections/articles/2019-10-21/democrats-republicans-and-the-new-politics-of-hate  
6 “China Task Force Report,” Chaired by Michael McCaul,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6th Congress, 

September 2020, https://gop-foreignaffairs.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9/CHINA-TASK-FORCE-

REPORT-FINAL-9.30.20.pdf.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20-02832-Elements-of-China-Challenge-508.pdf
https://www.usnews.com/news/elections/articles/2019-10-21/democrats-republicans-and-the-new-politics-of-hate
https://gop-foreignaffairs.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9/CHINA-TASK-FORCE-REPORT-FINAL-9.30.20.pdf
https://gop-foreignaffairs.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9/CHINA-TASK-FORCE-REPORT-FINAL-9.3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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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十分关注。他们担心中国

等其他国家将自身的经济实力武器化。7 

由于上述提及的限制性因素，拜登政府在未来四年如果想要调整美国对华

政策，将是具有挑战性的。然而，如果毫无作为，任由中美关系漂流下去，将

会导致更具灾难性的情势。在中国方面看来，特朗普政府将中美关系带入一条

“死胡同”。正如王毅所言，两国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8很多美国政

策精英也担心中美关系的晦暗前景。2020年11月，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警告，

两国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强调这种冲突的风险不应被低估。基辛格表示，

“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向着对抗的方向漂流，它们正在用一种对抗性的方式来搞外

交。” 9拜登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不仅将在未来四年产生影响，还会

决定两国在未来数十年能否实现“竞争性共存”。在未来四年，两国领导人的

共同挑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他们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短期的风险和对

抗；第二，他们需要为管理未来数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定框架和规则。 

 

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进入了一

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这份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

手”，称中国想要“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10除了这

种言辞上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领域，使用一系列举措对

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11尤其是，特朗普掀起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并

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的“脱钩”。12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强

 
7 Ganesh Sitaraman, “The Emergence of 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 War on the Rocks, April 15, 2019,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4/the-emergence-of-progressive-foreign-policy/. 
8 Shi Jiangtao, “China-US Relations: Beijing Says ‘New Window of Hope’ is Opening as It Offers Biden 

Administration an Olive Bran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203/china-us-relations-beijing-says-new-window-hope-

opening-it. 
9 Peter Martin, “Kissinger Warns Biden of U.S.-China Catastrophe on Scale of WWI,” Bloomberg, November 6,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1-16/kissinger-warns-biden-of-u-s-china-catastrophe-on-

scale-of-wwi . 
1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2-3, p.25. 
11 Robert Sutter, “Pushback: America’s New China Strategy,” The Diplomat, November 2, 2018. 
12 Timothy R. Heath and William R. Thompson, “Avoiding US-China Competition Is Futile: Why the Best Option 

Is to Manage Strategic Rivalry,” Asia Poli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18), pp.105-107; Scott Kennedy, 

“Protecting America’s 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China: Tariffs Aren’t the Answer,” Snapshot, Foreign Affairs, 

Aug. 2, 2018.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4/the-emergence-of-progressive-foreign-policy/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203/china-us-relations-beijing-says-new-window-hope-opening-i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16203/china-us-relations-beijing-says-new-window-hope-opening-i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1-16/kissinger-warns-biden-of-u-s-china-catastrophe-on-scale-of-wwi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1-16/kissinger-warns-biden-of-u-s-china-catastrophe-on-scale-of-w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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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两国在“海上亚洲”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摩擦也显露出升级的风险。13此

外，美国持续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

衡中国在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14 

然而，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始于特朗普政府。美国方面在奥巴马总统的第

二任期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如今在拜登政府担任要职的人士如库尔特·坎

贝尔在那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找到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路径，也需要对中

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深入且能够关注到微妙性的理解。很多中国分析

人士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这场起源于资本主义

世界的核心——美国的危机不仅导致美国陷入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功能失

调，同时也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损害，因为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缺

陷。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并为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显现

的竞争奠定了全球性的背景。15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阐述了中美关系性质发生的变

化以及两国竞争增强的可能性。2010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重要学者

袁鹏提出了平和但很犀利的评估。他认为，美国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但美国的霸权基础已经明显被侵蚀。虽然中美两国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但双方也开始以不明显的方式进行竞争。正如袁鹏研究员所言，中美关系

的结构从“超级大国 vs 普通大国”变为“老大 vs 老二”。袁鹏甚至警告中美

之间可能会出现新冷战。16 

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不同，中国学者和政策精英倾向于将全球背景作为分析

中美战略竞争的起点。在2000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数十年，国际战略形势出现

很多深刻的变化，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全球背景。2018年，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

提出，经济全球化失去动力，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升温，尤其是

在发达国家。世界政治进入到一个分裂和竞争越发突出的“新时代”。17前外

 
13 Ashley Tellis, Testimony befor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Protecting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Indo-Pacific,” April 25, 2017. 
1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5, pp.45-46; 

Michael D. Swaine, “A Counterproductive Cold War with China,” Snapshot, Foreign Affairs, March 2, 2018. 
15 Tao Wenzhao, ‘Jinrong weiji yu zhongmei guanxi’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Sino-US Relations’), Heping yu 

fazhan (Peace and Development), No.4 (2009), pp.28-30. 
16 Yuan Peng, ‘Zhongmei guanxi xiang hechuqu?’ (The Prospect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ijiao pinglu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No.2 (2010), pp.2-7. 
17 Wang Jisi, ‘Shijie zhengzhi jinru xinjieduan’(‘The New Era of World Politics’), Guoji zhanlue 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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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副部长傅莹如今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她曾提出，全球

主义和多边主义受到攻击，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重新出现，并与民粹主义和保

护主义相互交织，会削弱过去几十年来各国之间建立的纽带。她在分析中美紧

张关系时强调了这些在国际层面发生的令人困惑的变化。18 

就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问题，中国学者的分析主要有四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具有现实主义的性质，强调中美之间不断缩小的力量差距是影响两

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以实力为中心的思路与“结构性矛盾”这个概念密

切相关，这是中国在分析中美关系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比如，清华大学阎

学通教授认为，由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战略竞争是不可

避免的。中国正在缩小它与美国在综合国家方面的差距，这或许是中美竞争不

断增强的根源。他还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归因于两国的“假朋友”政策。19 

第二种是强调相互认知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路径。南京大学朱锋教授

等人认为，在影响中美关系方面，相互认知具有关键性作用。20很多中国学者

感到，在美国出现了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认知，这加深了美国精英对崛起中

的中国的焦虑感。美国方面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展保持警惕，这种扩展受到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美方还对政府作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强化以及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感到警惕。21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变

得更加分裂和极化，而这会进一步放大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第三种路径重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在中美

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是两国“结构性矛

盾”的重要来源。在讨论中美关系时，中国的分析人士经常使用 “冷战心态”

和“霸权思维”这两个概念，而这两者与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因

素在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

 

jianbao(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No.62 (2018),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p.1-4, 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bulletin/3138.html. 
18 Fu Ying, ‘Can US-China Relations Step Back from the Edge?’, Oct. 31,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10-30/can-china-u-s-relations-step-back-from-the-edge . 
19 Yan Xuetong, ‘Dui zhongmei guanxi buwendingxing de fenxi’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s), No.12 (2010), pp.29-30. 
20 Zhufeng, ‘Zhongmei zhanlue jingzheng yu dongya anquan zhixu de weilai’(‘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Security’), Shijie zhengzhi yu jingji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3(2013), pp.9-

12. 
21 Wang Jisi, ‘America and China: 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0, 2018.  

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bulletin/3138.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10-30/can-china-u-s-relations-step-back-from-the-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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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更加突出。22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把大国竞争作为其

执政的优先事项，中国学者担心冷战时期的那种意识形态争斗可能会重新出

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指出，在美国“反华”话语成为一个新

的“政治正确”，美国针对中国的“新麦卡西主义”是一股的确令人忧心的趋

势，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持久性的负面影响。23 

第四种路径将两国之间的“政策议程冲突”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

因素。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中方的政策目标迎头相撞。

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中美两国的亚太政策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崔立如认为，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美关系变得更

加困难和复杂。美国把自己当成亚太秩序的保护者，把中国视为这一地区秩序

面临的天然挑战者。因此，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竞争变得日益突出。24

美国和中国在政策优先议程上的差异和冲突超出地区政策的范畴。在“美国优

先”原则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国内和对外政策进行深刻调整。它采

取了一种“压制性回缩”的大战略，这不仅会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

响，也会令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25 

 

中美到底在为什么而竞争？ 

很多中国分析人士都意识到，在美国政治中针对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并采取

一种更具竞争性的战略正在形成一种共识，但是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战术层面仍

存在差异。一种支持对中国采取“后接触”政策的情绪不仅仅存在于特朗普政

府的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由极右翼民粹主义、安全鹰派和对华激进强硬派

组成的反华联盟，要求采取一种更好斗的方式应对中国。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

 
22 Zhao Minghao, ‘Telangpu zhizheng yu zhongmei guanxi de zhanlue zhuanxing’(‘The Trump Doctrine an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Meiguo yanjiu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5 (2018), pp.34-37. 
23 Zhao Mei, ‘Jingti Maikaxizhuxi zai meiguo chenzhafanqi’(‘Neo-McCarthyism may be on the 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6 (2018), pp.5-7. 
24 Cui Liru, ‘Guanli zhanlue jingzheng: zhongmei xin guanxi geju de tiaozhan’ (‘Manag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allenges with New Sino-US Relations’), Meiguo yanjiu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2 

(2016), pp.9-12. 
25 Zhao Minghao, ‘Telangpu zhizheng yu zhongmei guanxi de zhanlue zhuanxing’ (‘The Trump Doctrine an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Meiguoyanjiu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5 (2018), pp.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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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渗入到全部的领域。此外，考虑到世界政治中的深刻变化，如地缘经济日

益重要，中美战略竞争将会是全面性的、跨域性的。 

中国学者认为在以下几个重要领域，中美战略竞争正在深化。首先，两国

的经济关系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40多年里，经济合

作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核心支柱，中国学者将之描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

石”。然而，正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攻击性贸易行动所表明的，两国在

经济领域的竞争被大大的激化了。26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它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

之上，所以当美国决意中断而不是管理中国的崛起，美国方面在经济战线上加

大对华施压，就不会令人费解了。 

中国社科院研究中美关系的知名经济学家张宇燕研究员，使用“规锁”这

个概念来描述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和纳粹德国、

帝国时代的日本以及苏联不同的对手。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

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冷战式的“遏制”战略对中国不管用。美国

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爬升从而成为制造业发达国家。27很多

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从本质上讲是针对中国的

“技术战”。28技术不仅对中国追寻实力和财富至关重要，也对中美之间的长期

竞争至关重要。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国际规则和管理全球贸易、投资

和金融的机制。美国、欧洲和日本试图打造新的经济阵营，采取协调一致的举

措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方面。 

第二，在地缘战略层面，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是中

美战略竞争的聚焦区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

这被很多中国的战略界人士视为围堵中国的举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南海争

端上的强势介入，中美在该地区战略竞争中的海上问题变得显著突出。北京大

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分析了海上亚洲的权力均衡。他认为，在第一岛

链的临近水域，中美之间新的战略均衡已经出现，这将在未来10-20年延续。双

 
26 Li Ruogu, ‘Zhongmei guanxi fasheng le shizhixing bianhua’(The Substantive Changes upon China-US 

Relations), Jingji daokan (Economic Herald), No. 1(2019). 
27 Zhang Yuyan and Feng Weijiang, ‘Cong jiechu dao guisuo: meiguo duihua zhanlue yitu ji zhongmei boyi de 

sizhong qianjing’ (‘From Engagement to Confinement: US Strategic Intensions towards China and Four Scenarios 

of Sino-US Competition’), Qinghua jinrong pinglun (Tsinghua Financial Review), No. 7 (2018), pp. 1-2. 
28 Yu Yongding, ‘Dui zhongmei maoyizhan de jidian kanfa’(‘Some Observations on China-US Trade War’), 

Qinghua jinrong pinglun (Tsinghua Financial Review), July 2018,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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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越发采取针锋相对的军事战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其临近海域中的军

事优势，中国则无法削弱美国在第一岛链之外的广大海域的军事领先地位。29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印太战略”之间的互动，

也成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战略竞争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国将“一带一路”视为

以发展为导向的努力，但是美国及其其他地区国家却担心“一带一路”会带来

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中国学者多认为，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

略”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印太战略”体现了海洋国家想要制衡欧亚

大陆上的霸权的出现，欧亚大陆的东缘和西缘分别是太平洋和印度洋。30特朗

普政府竭力推动落实“印太战略”。特别是，以安全事务为基础的美日印澳四

国机制在未来会进一步发展，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四国机制有朝一日可能

会成为亚洲版北约，而这是美国方面希望看到的。31 

第三，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将在国际领导力和国际威望方

面出现新的竞争关系，而这对于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特

朗普政府实施的“退出外交给维护国际合作带来挑战，中国方面有机会通过与

欧盟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32复旦大学教授陈志敏

等中国学者提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力，然而国际领导力确实长期不足

的。特朗普寻求的“美国优先”令国际领导力赤字变得更加突出。中国应当在

国际事务中追求一种协进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同于霸权性的、自私的或胁

迫性的战略。33 

南开大学特聘教授贺凯等学者认为，对更大的国际威望的追求，或是中美

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不仅建立在它所拥有的实力，也系

于它所获得的地位和尊重。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国际威望与“王道”类

 
29 Hu Bo, ‘Zhongmei zai xitaipingyang de junshi jingzheng yu zhanlue pingheng’(‘Sino-US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c Bal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5 

(2014), pp. 78-84. 
30 Zhao Qinghai, ‘Xinping jiujiu: telangpu zhengfu de yintai zhanlue’(‘Old Stuff with a New Labe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Xueshu qianyan(Academic Frontiers), No. 15 (2018), pp. 8-10. 
31 Lin Minwang, “Yintai de jiangou yu yazhou diyuanzhengzhi de zhangli’(‘The Indo-Pacific Narrative and Asia’s 

Geopolitics’), Waijiao pinglun(Foreign Affairs Review), No. 1 (2018), pp. 25-35. 
32 Liu Zhenye, ‘Meiguo quanqiu zhili zhanlue xindongxiang jiqi dongyin’ (‘The New Turn of American Global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Its Motivation’), Xueshu qianyan (Academic Frontiers), No. 11 (2018), p. 25. 
33 Chen Zhiming and Zhou Guorong, ‘Guoji lingdao yu zhongguo xiejinxing lingdao juese de 

goujian’(‘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China as a Facilitative Leader’),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3 (2017), pp.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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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其对立面是“霸道”。34此外，“制度制衡”也成为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

关系的新特征。中国学者非常关注两国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制

的竞争。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全球治理得到强调，这表明中国方面已经

意识到有必要运用其制度性能力对中国的经济和投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中

国对制度性权力的追求遭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抵制和阻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

巍提出了一个理论概念，即“现实制度主义”，用以分析大国之间的竞争，尤

其是中美之争。制度竞争的核心是围绕公共物品供给的竞争。35 

 

管理中美战略竞争 

正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所提出的，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一系列政策宣示和举措，标志着两国之

间全面性、战略性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36的确，大多数中国分析人士认

为，中美战略竞争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变得更加激烈。用国防大学教授唐永胜的

话来说，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37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新冷战的话语，是对中美关系长期发展趋势的一种重

要警示。38新冷战和冷战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大国之间的争斗、意识形态冲

突，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属两个不

同的国际体系，在它们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联系。然而，在所谓的新冷战

之下，大国都是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

其次，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军事力量的形式体现，然而新冷战却主要是

以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为特征。第三，冷战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新冷战更多是关乎不同发展模式之争，而且社交媒体

 
34 He Kai and Feng Huiyun, ‘Zhongmei guoji lingdaoquan de jingzheng he gongxiang’ (‘Competition and Sharing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Zhanlue juece yanjiu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No. 2 (2018), pp. 42-46. 
35 Li Wei, ‘Guoji zhixu zhuanxing yu xianshi zhiduzhuyi lilun de shengche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Theory of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Waijiao pinglu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No. 1 

(2016), pp. 36-39. 
36 Ni Feng, ‘Changgui yinsu yu feichanggui yinsu huihe: meiguo duihua zhengce de zhibian’(‘Qualitative Change 

Caused by Regular and Irregular Factors: US China Policy Adjustment’),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7 (2018), p. 22. 
37 Tang Yongsheng, ‘Zhongmei zhanlue jingzheng jiqi keneng zouxiang’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Its 

Prospects’), Shijie zhishi (World Knowledge), No. 24 (2018), pp. 35-36. 
38 Da Wei, ‘Zhongmei guanxi zouxiang xinlengzhan haishi zhanlue wending’(China-US Relations: Toward New 

Cold War or Strategic Stability), Zhongguo guoji zhanlue pinglun 2015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5), Beijing: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World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2016, pp.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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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技术使大国能够对其对手施加政治影响力。第四，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

营存在清晰的界限，但在新冷战中，对手也可能是朋友，经济上的伙伴则可能

是安全上的对手。此外，新冷战的特征还体现在，大国围绕网络、太空等全球

公域的竞争非常激烈，而这种较量更多是为了掌控联通性而不是占领地盘。39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太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40另外一些专

家则相对悲观，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和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时殷弘

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在变得更加深刻，不排除中美出现重

大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41阎学通强调意识形态之争是一个关键因素，将

决定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他看来，如果意识形态之争得到很好的管

控，中美战略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物质力量的层面，主要通过经济竞争和军备竞

赛。如果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代理人战争也可能

会出现，将会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冲突。42 

因此，中美双方应当充分认识“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风险。两国都需要

避免冲突和对抗，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防止中美关系的脱轨。双方应该通过理

念创新和实际举措管理竞争。2012年，中国高级官员为引导中美关系发展，提

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中国学者认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类倡议

的回应并不积极。然而，中美需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框架，管理未来数十年它们

之间的竞争性共存，即便这注定会非常艰难。43 

首先，中美双方需要调整它们的“战略思维”以及相关的政策。换言之，

建立在重新界定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协调以及为中美互动确立规则是必

需的。44其次，中国和美国应当为战略竞争划定“红线”，并尊重对方的“核

 
39 Zhao Minghao, ‘Cong xinlengzhanlun kan zhongmei guanxi mianlin de zhuyao tiaozhan’ (‘New Cold War 

Narrative and New Challenges Facing China-US Relations’),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6 (2018), pp. 17-19; Xueli, ‘Zhongmei guanxi de xingzhi: lengchandou erfei xinlengzhan’ (‘The 

Na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Cold Rivalry Rather Than Cold War’), Shijie zhishi (World Knowledge), No. 21 

(2018), p. 73. 
40 Zhufeng, ‘Zhongmei zhanlue jingzheng yu dongya anquan zhixu de weilai’(‘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Security’), p. 8, p. 11. 
41 Shi Yinhong, ‘Zhongmei guanxi de shuangchong xingshi”(Two Trends in US-China Relations), Guoji wenti 

yanjiu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3 (2009), p. 3. 
42 Yan Xuetong, ‘Zhongmei liangjihua qushi de sikao’ (‘The Bipolariz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Xiandai 

guoqi yanjiu (Modern SOEs Studies), No. 17 (2018), pp. 84-85. 
43 Richard Fontaine and Ely Ratner,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is Not Another Cold War. It’s Something New,”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 2020. 
44 Yang Jiemian, ‘Zhongmei waijiao hudong moshi de yanbian, jingyan, jiaoxun he qianjing’ (‘The Evolving 

Model of China-US Diplomatic Interaction: Practices, Lessons and Prospects’), Meiguo yanjiu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4 (2018), 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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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利益”。45第三，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将带来两国更严重的对抗，因而双方

应该修复彼此的经济关系。在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46第四，中美应当努力在亚太地区发展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双方需要意识

到，大多数地区国家不愿在中美对峙中选边站队。47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应当就它们对国际秩序的愿景保持沟通，并采取共同

努力应对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在中国政策精英看来，中国和美国有责任建立

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将有助于保障中美关系的

长期、健康发展。48两国可以发挥一种共享的领导力，使国际制度得到改革，

并变得更有效率。美国应当重审它对于中国倡导的新的国际机制如亚投行的不

由分说的负面回应。中国则需要确保这类机制不变成仅仅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

的工具。此外，美国和中国应当在缺乏国际上接受的规范和规则的领域展开共

同努力。尤其是，网络和外太空是中美竞争可能会加剧的重要领域。中美应当

努力培养一种合作的习惯，并探索应对人工智能武器化等挑战的新方式。两国

需要提升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健康等领域的新型合作。49 

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双方需要带着一种紧迫

感行事。中美关系不会仅仅因为拜登就任总统，就能够得到改善。但反过来

讲，也不应任由缓解紧张、推动重启的机会白白流失。考虑到这一挑战的严重

性，以及拜登就职后面临的各种困难，双方需要围绕现实的目标进行努力，为

重新设定双边关系制定路线图。为此，双方需要投入所需的时间、精力和政治

资本。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改变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极端性政策，修复中美关系。中断中美之间

的文化和人文交流将从根本上破坏两国的联系，任何文化“脱钩”都只会强化

 
45 Wang Honggang, ‘Gongtong jinhua: dui zhongmei zai yatai guanximoshi de zaisikao’ (Co-evolution: 

Reconsideration on Sino-US Interaction in Asia-Pacific’),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1 (2013), p. 60. 
46 Zhang Monan and Yang Guang, ‘Zhongmei guanxi xinjieduan jidai kaiqi maoyi xinmoshi’ (‘New Phase of 

China-US Relations Needs New Model of Their Trade Ties’), Hongguan jingji guanli (Macro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 1 (2018), pp. 28-29. 
47 Zhao Qinghai, ‘Xinping jiujiu: telangpu zhengfu de yintai zhanlue’(‘Old Stuff with a New Labe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p. 11. 
48 He Yafei, ‘Zhongmei guanxi liangxing hudong jiang youli tuidong quanqiu zhili tixi de tiaozheng yu wansha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will Strongly Promote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Dongnanya yanjiu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 1 (2018), pp. 10-12. 
49 Meng Honghua, ‘Xinshidai de zhongguo duimei fanglue’ (‘China’s Strateg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New 

Era’), Dangdai shijie yu shehuizhuyi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No. 1 (2019), pp.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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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当前出现的矛盾。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为两国展开对话创造条件，比如

重新开设领事馆、放松签证限制、中止对媒体记者的禁令。 

第二，重启双边对话，加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除了继续就经济和贸易

问题展开谈判，外交领域的战略对话也应当被重新启动，特朗普政府几乎中断

了中美外交沟通。美方希望与中国发展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美方也必须做出妥协，而不是仅仅对中国提要求。双方需要提升双边

对话的质量和专业性，这对于两国的官员来说是一种共同挑战。 

第四，推进务实的双边合作。这需要结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发展议

程。中方已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并表示积极考虑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应对疫情挑战、落实巴黎协

定、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防扩散等方面，中美应当制定具

体的合作方案。此外，双方还可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反

洗钱、反逃税、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五，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避免军事对抗。这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尤为重

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相关交流应得到增强，

中美双方需建立多层级的危机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对的相关程序，强化一线

军事人员的危机管控意识和能力。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曾建立亚太事

务磋商机制。相关机制应当被恢复，以减少中美对彼此的误判，避免两国因

“第三方”因素陷入冲突。 

 

 

题：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历史与未来议程 

作者：赵海 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

研究部主任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经验教训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

30年来我们在构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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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任何进展都需要建立共识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克服集体

行为困境带来的挑战。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和排放控制行动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实基础，

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必

须共同努力，找到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的办法。如果没有2014年11

月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2015年9月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在2015年12月达成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巴黎气候协定》几

乎是不可能的。 

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基础上，中方还与奥巴马政府合作，于2016年10月

完成《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和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

排计划》。前者是197个国家达成的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制冷剂的协议，后者旨

在到2027年将航空排放量限制在2020年的水平。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内，双

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至少为未来提供了五大经

验。 

1. 相互尊重至关重要 

在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戴维·桑德罗(David Sandalow) 12年前发

表的题为《克服美中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Overcoming Obstacles to us - 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报告中，第一条建议是“承认彼此观点的合法

性”。两位作者解释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映

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情况，双方都应该承认对方观点的合法性，避免让这些分

歧成为务实合作的障碍。50 

皮尤中心和亚洲协会的另一份报告也指出，“美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富有

意义的伙伴关系可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各国各自的发展阶段、

能力和责任。”51 这一观点应该继续指导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因为

 
50 Kenneth Lieberthal 和 David Sandalow 的《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

顿中国中心专题丛书，2009 年 1 月第 1 期，载于：https://www.brookings.edu/wp-

content/uploads/2016/06/01_climate_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pdf . 
51 皮尤中心和亚洲协会，“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2009 年 1 月，载

于 https://asiasociety.org/files/pdf/US_China_Roadmap_on_Climate_Change.pdf .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01_climate_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pdf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01_climate_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pdf
https://asiasociety.org/files/pdf/US_China_Roadmap_on_Climate_Chan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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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相互尊重的精神确保了两国从最高领导人到参与这一进程的各方之间

的信任。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之间的分歧经常阻碍就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

成共识的努力。主要争议集中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或者更具体

地说，集中在经济发展与减缓气候变化之间，历史排放责任与当前和预测排放

贡献之间，总排放量与人均排放量之间适当的优先顺序上。 

然而，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尊重对方的观点和需求，在激烈的辩论中保持了

建设性的态度。共同的利益、有效的沟通和决心使双方达成了必要的妥协，最

终达成了气候变化协议。 

2. 设计好工作机制 

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CCWG)成立于2013年4月，是促进中美气候变化建设

性对话与合作的主要机制。这一机制在促进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因为它直接向“战略与经济对话”报告，负责跨国政策协调，包括涵盖

主要经济领域的近12项具体行动倡议。 

中美合作的雄心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

碳捕获、利用和存储；建筑物和工业能效；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气候变

化和林业；工业锅炉能效和燃料转换；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绿色港口和船

舶；零排放车辆。这些以行动为导向的倡议在双方跨部门机构的指导下，以联

合执行计划为指导。气候变化工作组还定期开展强化政策对话，内容涉及国际

气候谈判和各自实现气候目标的国内计划。同时，中美两国在北京建立了清洁

能源研究中心，并达成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52 

3. 国内政治问题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国内观点和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也经

历了国内政治动荡。在联邦层面，奥巴马政府将气候变化视为其政治议程上的

核心问题之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奥巴马政府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计划

 

52 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在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的报告，2015年6月24日，载于

https://2009-2017.state.gov/e/oes/rls/rpts/244467.htm  

 

https://2009-2017.state.gov/e/oes/rls/rpts/244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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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然而，2010年医疗改革的优先使民主党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权，政府

也失去了推动气候变化立法的立法和预算杠杆。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充分运用行政权力来推动气

候议程。2013年夏天，奥巴马更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PCAP），该计划

是在他第一任期开始时制定的。该气候行动计划要求减少美国的温室气体污

染，使美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好准备，并领导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努力。在众多提议中，气候行动计划指示美国环境保护局提高美国电厂的碳排

放标准，加快清洁能源许可，并提高运输部门的燃油经济性标准。53 

与此同时，美国正经历“液压致裂革命”（fracking revolution），在奥巴马

执政期间，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创下了历史新高，直接削弱了对气候变化政策的

政治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放弃了奥巴马的气候行动计

划，称其“有害且没有必要”。特朗普还退出了《巴黎协定》，让包括中国在

内的其他国家非常失望。但是，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充足供应逐渐导致能源价

格暴跌，导致负债累累的液压致裂行业陷入衰退。2021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

总统拜登宣布他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通过签署恢复奥巴马气候行动计

划的行政命令取消特朗普的行政命令。54 八年来,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

化，气候变化政策在美国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 

4. 地方务实合作是持久的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两国人民基于共同利益，积极开

展地方务实交流和项目。10年来，双方在清洁煤、电动汽车技术、可再生能

源、智能电网、碳封存、绿色建筑等领域开展合作，有效提高了两国能源效

率，减少了排放。从两国环境、能源、交通等部门到省、州、市政府，多层次

政策交流，多个产业领域的多个试点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中美地方务实合作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首先是帮助地方政府掌握分析其

环境状况所需的知识、经验、数据和能力，以便更好地制定能源生产计划、环

 
53 《总统气候行动计划》，2013年 6 月，载于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president27sclimateactionplan.pdf. 
54 “关于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以及恢复以科学应对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2021 年 1 月 20 日，载于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protecting-

public-health-and-environment-and-restoring-science-to-tackle-climate-crisi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president27sclimateactionplan.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protecting-public-health-and-environment-and-restoring-science-to-tackle-climate-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protecting-public-health-and-environment-and-restoring-science-to-tackle-climate-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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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标准和排放目标。其次，它动员了社会和商业参与者，如环保非政府组织、

研究机构、企业，甚至名人，在具体项目中携手合作。两国社会加强协调和动

员，有助于巩固公众对双边气候变化合作的支持。 

事实上，中美两国在低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地方、商业和社会合作是如此

强大和互惠，以至于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这种合作一直存在，但未能蓬勃发

展。今天，双方的合作已经准备好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5. 一加一大于二 

当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时，其连锁反应是真正全球性的。在

《巴黎气候协定》、《基加利修正案》和《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

（CORSIA）的基础上，两国共同努力，大大加强了在气候变化规则制定方面的

领导地位，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绿色金融、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中美之间的绿色技术转让和联合开发也降低了成本，加快了替代能源解决

方案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广泛应用。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认识到动员气候资金以支持财力有限国家实现低碳、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作为2015年中美元首联合声明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拿出200亿元人民币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美

国做出同等的承诺，将向绿色气候基金（GCF）捐资30亿美元，占基金总额的

29%。55 中国继续履行这一承诺，并按照计划在发展中国家资助10个低碳示范

项目、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

目(“十百千”项目)。56当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特朗普表示，美国不

会兑现尚有待支付给绿色气候基金的20亿美元。现在拜登已经重新加入该协

议，希望美国将重新致力于绿色气候基金，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更多资金，并

帮助减少巨大的适应气候变化资金缺口。 

此外，随着美国终止对除最贫穷国家外的新传统燃煤电厂的公共融资，中

国也更新了低碳政策和法规，限制公共投资流入国内外高污染和高碳排放项

 
55 “绿色气候基金捐资承诺情况”，2020 年 7 月 31 日，载于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atus-pledges-irm_1.pdf. 
56 王彬彬：“中国后机构改革时代将给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带来什么变化”，中外对话，2018年 6 月 19

日，载于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10685-after-china-s-ministerial-shake-up-what-s-next-

for-south-south-climate-cooperation.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atus-pledges-irm_1.pdf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10685-after-china-s-ministerial-shake-up-what-s-next-for-south-south-climate-cooperation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10685-after-china-s-ministerial-shake-up-what-s-next-for-south-south-climate-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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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因此，绿色理念被采纳并融入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中

国为联合国国家气候变化倡议做出了额外的资金和物资贡献。 

总而言之，尽管起步不顺，但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的合作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这证明了在共同利益和真正的政治领导的基础

上，双方就紧迫的全球挑战进行真正的双边合作是可行的。中美两国在气候变

化谈判以及钓鱼岛、南中国海和网络安全等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不乏争议。

然而，双边战略关系中的不信任、紧张和摩擦并没有阻碍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深化合作。相反，他们突出表明，迫切需要一个支点来建立信任和寻求合

作，以防止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零和博弈。 

 

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使数千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种前所未有的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中国

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201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98亿吨，占全球

总排放量的28%。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90%的碳排放来自于

发电、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然而，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在变化，政府正在引

领经济转型。 

中国的碳中和承诺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环

境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他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来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在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

年之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不仅为碳减排制

定了明确目标，也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碳中和承诺保持一致，向世界发出了中

国将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强烈信号。57 现在，这些宏

伟目标将被纳入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发展愿景。 

 
57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7222.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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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的减排门槛，需要对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进行彻底改革。除了从化

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一目标驱动的能源革命还必须依靠电力系统的数字

化转型。研究表明，实现碳中和目标在技术上、经济上和财政上都是可行的，

其对2050年中国人均 GDP 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58 如果中国在未来40年实现

碳中和，预计中国将减少215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即使其他国家不增加

碳减排承诺，全球气温估计将上升2.59℃，比目前预计的水平低0.25℃。59 

解决煤炭问题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对煤炭的依赖。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中

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将继续增加。工业和运输部门的脱碳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和

成本挑战，但也为新的行业和新的市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十三五”期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7.6%，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

量年均增长13.1%。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比重从2015年底的34.8%提高到2020年

底的44.8%。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3.7%，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由2015年

底的59%下降到2020年底的49.1%。尽管如此，仅仅减少燃煤发电不太可能使中

国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来改变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控制，特

别是通过交通电气化、向高层次循环经济转变、重工业脱碳、碳捕获和封存、

最先进的保温建筑材料以及其他技术创新。 

在《巴黎气候协定》中，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承诺坚持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60%至65%，将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

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到2030年，太阳能和风能发

电能力将达到2019年水平的三倍。60 新技术的应用和更大规模的部署正在平衡

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能源成本。过去10年，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分别

 
58 能源转型委员会，《中国 2050：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零碳图景》，2019 年 11 月，载于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publications/china-2050-a-fully-developed-rich-zero-carbon-

economy/. 
59 赫克托·波利特（Hector Pollitt），“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将使中国变得更加富裕”，2020年 9 月 29

日，载于 https://www.carbonbrief.org/https-www-carbonbrief-org-2060-tan-zhong-he-ke-shi-zhong-

guo-geng-fu-zu. 
6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2/12/c_1126853600.htm.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publications/china-2050-a-fully-developed-rich-zero-carbon-economy/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publications/china-2050-a-fully-developed-rich-zero-carbon-economy/
https://www.carbonbrief.org/https-www-carbonbrief-org-2060-tan-zhong-he-ke-shi-zhong-guo-geng-fu-zu
https://www.carbonbrief.org/https-www-carbonbrief-org-2060-tan-zhong-he-ke-shi-zhong-guo-geng-fu-zu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2/12/c_11268536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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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下降了82%和39%，而新部署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成本中，56%低于传统化

石燃料能源的。61 

新的国家气候变化指导方针 

2021年1月11日，中国生态环境部（MEE）发布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

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继习近平的碳峰值和碳中和承

诺之后,该指导意见明确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部分。

碳减排必须贯穿整个经济体系，统一谋划、统一布置、统一实施、统一检查。

该指导意见指出，中国将加快制定碳排放峰值行动方案，包括能源、工业、交

通和建筑等领域的专项方案。推动钢铁、建材、有色金属、化工、石化、电

力、煤炭等重点行业制定目标和行动方案。推进气候变化相关立法，特别是碳

排放交易管理条例，修订气候变化标准，更好地评估碳减排。62 

此外，2020年10月21日，中国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PCCIF）。旨在利用社会资本对

能源结构变化、产业优化、生产和消费方式等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领域进行投

资，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和创建低碳社会的目标。《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指

导意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进

一步发展碳排放交易机制，便利外资持有绿色金融资产。也欢迎在气候变化投

融资领域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63 

为响应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呼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已承诺

停止为任何燃煤电厂或煤炭相关项目提供融资。到2025年，亚投行计划将其

50%的贷款用于清洁能源、能源效率以及气候变化项目。也可利用民间资本参

与绿色项目。64 

 

拜登的气候变化计划和中国 

 
61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2019 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2020 年，载于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Costs_2019_CH.PDF. 
62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1/t20210113_817221.html 

63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0/t20201026_804792.html 
64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67302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Costs_2019_CH.PDF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Costs_2019_CH.PDF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1/t20210113_81722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0/t20201026_804792.html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6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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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1月托马斯·弗里德曼首次使用“绿色新政”（GND）一词来描

述美国政府为避免气候灾难所必须做的大量而全面的工作以来,联合国、奥巴马

总统、绿党候选人都借用这一概念来总结他们自己旨在进行系统变化的气候政

策。特朗普政府对气候政策的忽视和阻挠促使以美国众议员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为代表的民主党左派推动了一项空前的“绿色新

政”，以彻底改革美国经济。65 尽管拜登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期间并不支持该计

划，但他和他的气候变化团队同意国家自主贡献中的目标和原则。 

在竞选期间，拜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清洁能源革命”也采取了大胆的

立场，只是时间框架不那么雄心勃勃，成本也低于国家自主贡献。它承诺在交

通、电力、建筑和农业行业采取详细的气候行动，并为创造就业机会和环境正

义投资2万亿美元。拜登的计划承诺美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到2035年实现

100%的清洁能源发电，对车辆采用严格的温室气体和燃油经济性标准,设立建筑

和建设能效和清洁用电标准,成立一个新的专注于气候问题的高级研究机构，支

持低碳技术,封堵废弃的石油和天然气井，回收废弃的矿山,使美国农业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创建一个气候和经济正义筛选工具以确定弱势

地区，并在司法部内部建立一个环境和气候正义部门。66 

在国际上，拜登的计划涉及了美中关系的一些细节，但该计划的基调是竞

争，而不是合作。它明确地将贸易和气候政策联系起来，提出了碳调节税或碳

密集型产品配额的概念。它甚至建议，未来的贸易协定应以中国实现《巴黎气

候协定》目标的承诺为条件。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新任命的总统气候问

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9年12月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绿色

竞赛”，如果中国在创新和绿色技术方面超过美国，那将是地缘政治上的失

败。67 拜登的计划延长并强化了“购买美国货”政策，旨在建立一个更具弹性

的国内供应链，包括电动汽车供应链。拜登的计划还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

了强硬立场，建议取代中国为“一带一路”项目中的低碳投资提供替代融资。

 
65 《认识到联邦政府创造一个绿色新政的责任》，2019 年 2 月 7 日，载于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109. 
66 “拜登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正义计划”，《纽约时报》，2019 年 12 月 9 日，载于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9/opinion/china-renewable-energy.html. 
67 约翰·克里和罗·卡纳,“别让中国赢了绿色竞赛”，美国《纽约时报》，2019 年 12 月 9 日，载于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9/opinion/china-renewable-energy.html.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10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9/opinion/china-renewable-energ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9/opinion/china-renewable-ener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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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旨在使中国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遵守高标准的环境标准，并

阻止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或补贴燃煤发电厂。 

拜登议程中缺乏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合作计划，这显示了“对

华强硬”心态对美国政治的普遍影响。但在专业界，关于气候变化双边合作的

讨论非常广泛，希望在于拜登团队中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自奥巴马政府，而

过去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合作问题上颇具建设性。拜登长期的政治生涯和经验以

及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可能在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障碍方面至关重要。此

外，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都在等待和呼吁两国恢复气候合作，给两国

政府带来压力，迫使其尽快采取行动。 

 

关于气候变化合作的建议 

2020年8月7日，在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杨洁篪把能源、执

法、禁毒,地方交流、人文等列为双边合作的潜在领域，把朝鲜半岛,阿富汗、中

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列为全球合作的潜在议题。68 由于气

候变化和公共卫生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中国已将气候变化确定为双边合作

的首要问题。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年12月18日的一次视频

会议上所说，中国不仅将坚定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而且将寻求与美

国共同努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69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四年中毁掉了气候合作的桥梁。《中美能源环境

十年合作框架》(2008-2017年)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被取消，中美清洁

能源研究中心被冻结。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对中国加征关税和实施

制裁的范围如此之广，成为阻碍气候合作进展的壁垒。在冰冷的外交关系和有

毒的政治环境下，美国国内任何有关与中国合作的谈话，都会遭遇长长的中国

不当行为清单，以及有关过去的美中接触政策是一场惨败的说法。因此，中美

两国如何以及何时能够恢复双边气候行动仍不确定。 

 
6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8/07/c_1126339837.htm. 
69 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t1841285.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8/07/c_1126339837.htm
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t18412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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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气候变化并不会等待人类的分歧消失。2020年与2016年并列成为全

球范围内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也使过去十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

北极和西伯利亚北部的气温飙升幅度最大，比平均气温高出6摄氏度以上，导致

全球各地出现天气异常。70 不作为或应对不力的代价是人类无法承受的，面对

这样的全球紧急情况，需要全球果断应对，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协调合作。 

 

推荐的双边行动 

拜登政府为美中两国恢复和提高气候变化合作开启了一扇窗户，带来了机

会。一方面，拜登毫不迟疑地推进他的气候议程，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

两项行政命令，一项是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另一项是撤销 Keystone XL 输

油管道的许可。另一方面，拜登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美国碳中和的目标，使美

国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重新站在了一起，中国的目标是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逆转，加上中国追求高质量和可持续

发展，这可能为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持久合作关系奠定基础。从双边关系的现

状来看，气候合作取得扎实进展有助于重建互信，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典

范。总结过去合作的经验教训，中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重建外交关系，确认合作意向 

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几天，两国之间几乎所有富有意义的沟通都被切

断或停滞：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关闭，外交官的活动受到

严格限制，记者被驱逐，官员和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并受到制裁。在没有任何形

式的合作之前，重开沟通渠道，重建中美之间的基本工作关系是极为迫切的。 

同时，中美双方应安排气候变化高层官员举行电话或网络会议，并在可能

的情况下举行面对面会晤。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

代表解振华应讨论并确认双方的合作意向、合作范围、谈判协调机制以及建立

信任的短期目标。 

2. 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 

 
70 艾玛·纽伯格，“2020 年与 2016 年并列成为全球范围内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CNBC，2021 年 1 月

8 日，载于 https://www.cnbc.com/2021/01/08/climate-change-2020-one-of-the-hottest-years-on-record-

tied-with-2016.html. 

https://www.cnbc.com/2021/01/08/climate-change-2020-one-of-the-hottest-years-on-record-tied-with-2016.html
https://www.cnbc.com/2021/01/08/climate-change-2020-one-of-the-hottest-years-on-record-tied-with-2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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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既可以恢复奥巴马时代的气候变化工作组，并授予

该工作组更广的权限，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跨机构综合平台，以涵盖日益广泛

的气候变化问题。无论哪种方式，重要的是，领导这两个团队的高级别官员必

须直接向各国的最高领导层汇报。 

气候变化工作组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下成立的，但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

期间将建立什么样的高层框架。气候变化工作组或新平台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机

制。如果两国团队都能有由两国顶尖科学家、商界领袖和专业公务员组成的咨

询机构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条件。其他气候变化协议，

如《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和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都应该得到恢复

并向其提供全额资助。 

3. 专注规则制定和全球标准制定 

以往的美中气候变化合作侧重于详细的行动计划和环境项目。多年来，两

国都制订并更新了国内环境法规和气候变化相关标准。随着气候变化政策进入

新阶段，重点制定绿色建筑、交通运输排放、发电排放、工业污染等国际标准

显得尤为重要。碳中和革命的核心是碳定价和碳排放交易问题。如果没有就定

价和交易规则制定问题进行全球谈判和合作，要建立一个大型而有效的全球市

场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为鼓励绿色投资而专门设计的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规则，

对于市场在向低碳社会转型中发挥适当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美第一阶段贸

易协定的关键内容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相应地修改了国内法律以加强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两国可以保留和改进第一阶段协议的条款，使其与绿色技术更加

相关。中国和美国还可以在其他国际论坛和机构中，比如 G20、世界银行、各

类区域开发银行、亚太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挥带头作用。 

4. 授权地方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 

在2019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中美地方一级(省/州、市)的交流非常活跃，

地方气候变化合作是整个气候行动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两国不仅要恢复和扩

大对话渠道，支持继续开展地方政府合作，而且还要加强智库对话、民间交流

和公私绿色项目。早在2015年和2016年,通过共同的气候目标将两国主要州/省、

市联系起来的美中气候领导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解答了地方和非国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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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在国家的支持下如何积极地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方法。应加强会议、

展览、绿色科技考察、培训等活动，密切两国社会联系，为两国气候变化合作

提供更高、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5. 推动新一代绿色科技的联合研究 

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是过去几年来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为了应对来自中

国的真实或想象中的威胁，特朗普政府发起了一场反对双边科技关系的运动。

科学家们被起诉、联邦政府对合成作品的资助被削减、中国学生的签证受到限

制、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并购受到严格审查。许多人认为，高科技领域的所

谓“脱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和技术的流动，绿色创新将会

被推迟或中断，绿色技术的传播将是缓慢而昂贵的。如果两国都希望加速《巴

黎气候协定》的实施，就必须将大多数新一代绿色科技研究人员从过度的国家

安全或军事管制名单中豁免出来。两国应就某些类型的技术公布一份经过谈判

的负面清单，其余的则应恢复正常的研究合作。除了现有的项目外，还应该有

一个联合项目，以资助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部署新的绿色技术。 

中美之间的持久合作将在绿色科技创新、电网脱碳、绿色融资标准化、绿

色贸易监管等方面带来广泛变化，使私营部门、研发机构、全球金融机构、多

边组织有更多动力共同投资于一个新的领域，实现向低碳未来的转变。为了防

止更多的气候灾难，中美两国必须密切合作，超越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竞争造

成的短期政治波动。最终，我们共享着同一个脆弱的栖息地，没有什么比为后

代保护它更重要的了。 

 

 

题：如何恢复中美对话？ 

作者：刘瑛 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引言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中美关系逐渐恶化。2018年，特朗普政府

率先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应对，中国也对此采取了报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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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随后，中美贸易战开始，并在之后几年不断升级。712020年，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又称“《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贸易战暂时得到缓解。最近几年，中美两国在民主人权72、

技术交流73、人员流动74等方面也频频发生冲突。2020年7月，两国甚至关闭了

对方的领事馆，矛盾进一步升级。 

尽管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美国却基本切断了各个层面的双边对话。然

而，在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解决其他全球性问

题方面， 中美亟需对话与合作。752021年1月20日，乔·拜登就任新一任美国总

统，他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启中美对话。中美之间应当建立起常态化的对话机

制，及时对话，频繁对话。2021年2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总统之

间的通话，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76 

本报告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议题： 

1. 如何开展对话。中美双方需要以历史上的对话机制为蓝本，在各个层面

建立起对话机制。 

2. 对话的具体内容。对话内容不仅要涉及中美两国的双边关切，还要涉及

全球治理问题。两国虽然有很多分歧和冲突点，但也有共同的利益，两国应在

共同利益方面多加讨论，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对话机制 

 
7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https://www.cfr.org/timeline/us-relations-china, 

visited Feb. 22, 2021. 
72 2019 年 11 月 27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此前经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该法授权美国制裁在香港侵犯人权的责任人。2020 年 7 月 1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中国香港制定新的《国

家安全法》两周后，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终止香港与美国的优惠贸易地位。脚注同上。 
73 2020 年 8 月 6 日，特朗普签署第 13942 号行政命令《应对 TikTok 构成的威胁》和第 13943 号行政命

令《应对微信构成的威胁》。2020 年 9 月 18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与移动应用（App）微信和 TikTok 相

关的交易，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9/commerce-

department-prohibits-wechat-and-tiktok-transactions-protect，2021 年 2 月 22 日访问。 
74 在美国政府决定将中国驻美 5 家国营媒体的记者人数从 160 人限制到 100 人，并将这些媒体指定为

驻外使团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将驱逐美国 3 家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

—的至少 13 名记者，这些记者的记者证将于 2020 年到期。https://www.cfr.org/timeline/us-relations-china，

2021 年 2 月 22 日访问。 
75 《王毅敦促美方做到三个“放弃”》，http://news.china.com.cn/2021-02/22/content_77235460.htm，2021

年 2 月 23 日访问。 
76  Reuters, “China calls for a reset, but U.S. says Beijing trying to ‘avert blam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wang-yi-idUSKBN2AM018, visited on Feb. 23, 2021. 



 

26 

 

正常情况下，通过双方基于对共同利益深刻认知的沟通即可化解分歧。77

然而，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官方高层对话几乎停止，中美关系出现误判的风

险加大。 

对话的目的是澄清事实，消除误解，避免误判，减少误传，为将来中美关

系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空间。78如果对话及时有效，可能会影响拜登政府在某

些领域的政策和态度。只有沟通才能消除假象，只有对话才能防止误判。所

以，及时安排和调整对话内容和策略很有必要。 

“中美双方应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理解对方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

误判。”2月12日，习近平在与拜登通电话时如是说道。 

在建立或重新建立任何对话机制之前，应考虑到三个事项： 

1. 何时进行对话。理论上，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对话需要持续不断地进

行。中美两国的智库、行业协会、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与到对话中来。 

2. 和谁对话。对话不应局限于中国和美国。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

中，与美国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西方国家也应该参与进来。 

3. 如何进行对话。对话的主体应该是广泛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内容应

该是全面的。 

两国可以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两种： 

一方面，中美可以恢复此前建立的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并在必要时增加其

他机制。 

中美间建立的最著名的对话机制是2006年乔治·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发

起的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SED），在2006年至2008年间

共举行了5次会议。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宣布建立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取代战略

经济对话。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全面经济对话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CED），以处理和解决众多经济问题，在特

朗普总统发起对华贸易战后，这一高级别双边经济论坛随之被抛弃。79 

 
77 安刚：《沟通的力量》，《中美聚焦文摘》2020 年第 13 期，第 29-30 页。 
78 安刚：《沟通的力量》，《中美聚焦文摘》2020 年第 13 期，第 31 页。 
79  Reuters, “U.S., China agree to semi-annual talks aimed at reforms, resolving disputes,”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instant-article/idUSKBN1ZA0HY, visited Feb. 20,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_Bus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_Jinta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ack_Obama


 

27 

 

此外，中美还曾通过商贸联委会会议和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等进行对话。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也为中美提供了新的对话渠道，如贸易框架小

组、宏观经济会议、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等80都应继续保留。而为了进

一步完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中美双方可以考虑允许将

争端提交专家组或独立第三方进行裁决。 

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可以充分利用民间社会建立的对话平台和对话渠道，

包括： 

智库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由于其非官方性和专业性，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能够有效地沟通和传达意图。 

由昆明南亚和东南亚国际物流研究院与美国史汀生中心共同设立的中美大

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对话论坛，探讨了交通物流、水资源开发与国际合

作、能源与基础设施项目、环境保护、区域外交政策与区域安全等涉及国际区

域治理的议题。 

此外，还应建立更多的青年交流机制，为中美关系注入活力。青年人特别

是青年领袖应在中美交流中发挥更多作用。81 

总之，通过建立多层次、点对点的沟通对话机制，并使之成为常态，可以

更好地减少两国具体分歧，实现共同目标，避免潜在冲突。 

 

通过对话可以解决的问题 

WTO 改革 

美国、日本和欧盟一致认为需要对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进行改革。8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已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优先事项。中国一贯支持

WTO 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支持确保 WTO 存续的必要改革。83但是，美国和

 
80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第 7.2 条。 
81 《王辉耀：中美重启合作有四个突破口》，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1PmXGrqWYu，2021 年

2 月 21 日访问。 
82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

meeting, visited on Nov. 30, 2020. 
83  《 中 国 与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 白 皮 书 ， 第 4 页 。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32334/1632334.htm，2020 年 11 月 3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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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员却将太多有争议的问题直接定性为“中国问题”，如强制技术转让、

非市场经济做法等。 

建议：中国可以从推动 WTO 改革的共同意愿出发，通过对话建议美国正

确区分中国因素和非中国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84在讨论中，应通过双

边对话机制优先解决“非中国问题”，在 WTO 框架外调和分歧，暂时搁置目

前因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差异而无法调和的“中国问题”。 

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 

在2019年1月25日举行的电子商务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包括中美在内的76

个 WTO 成员签署了《电子商务联合声明》，确认有意就与贸易相关的电子商

务问题展开诸边谈判。854月24日，中国、美国等8个成员，通过 WTO 发布首轮

提案。86此后又进行了共7轮谈判，在提高电子商务的便利化和透明度、保护网

络消费者、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等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87作为数字贸易和电子

商务大国，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征收数字税）、

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等方面有一定共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电子商务的

定义和范围88、网络设备和产品的待遇89等方面仍存在分歧。 

建议：两国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都有动力达成新的协议，因此，双方的

共识可以作为对话的基础，以弥合分歧，共同推动建立规范、便捷、安全、可

信的电子商务交易和市场环境。90中国可以对扩大数字贸易内涵外延、加强数

字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给予积极回应。91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中国对

 
84 《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与 WTO 改革圆桌会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微信平台，2020 年 12 月 25

日。 
85  WTO 成 员 签 署 电 子 商 务 联 合 声 明 ，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o/201901/20190102831485.shtml，2020 年 12 月 6 日访问。 
86  商 务 部 2019 年 5 月 9 日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问 答 ，

http://wss.mofcom.gov.cn/article/sy/201908/20190802894099.shtml，2020 年 12 月 6 日访问。 
87 柯静：《WTO 电子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走向》，《国际展望》2020 年第 3 期，第 47 页。 
88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数字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在其国际文件中也没有使用数字贸易的概念。美国

更注重贸易的数字化，其核心是跨境数据流，没有专门区分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倾向于用“数字贸易”

取代“电子商务”，参见 WTO, INF/ECOM/5。中国将电子商务定义为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跨境货物贸易

以及支付、物流等相关服务，其核心仍在于货物贸易，重点在于减少边境贸易壁垒，参见WTO, INF/ECOM/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对电子商务的定义与中国在 WTO 提案中的定义相同。 
89 2019 年 9 月，中国在第二份电子商务提案中提出，禁止成员方在没有合法公共政策目标和正当程序

的情况下使用歧视性做法，不得对网络设备和产品采取断网等限制性措施，不得干涉对这些设备、产品和

技术的选择，参见 WTO, INF/ECOM/40. 
90 商务部 2019 年 5 月 9 日例行新闻发布会。 
91 宋瑞琛：《美国关于 WTO 改革的主张、措施及中国的策略选择》，《国际贸易》2020 年第 8 期，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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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无差别待遇和发展导向的坚持。92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底线，两国可以

设置国家安全例外，同时建立高标准的数字贸易救济制度。93 

数字税的协调 

USTR2019年12月发布的贸易壁垒专项调查报告认为，法国的数字服务税收

措施歧视美国企业，94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第2条和第17条。95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数字企业也

面临着数字税的征收问题。96越来越多的数字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会对外国

数字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所以中美两国在数字服务税的国际协调方面有着广

泛的共识和利益。 

建议：中美两国应积极参加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和 WTO 有关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会议和论坛，反对滥用数字税和歧视性地实施单边数字税

措施，维护消费者和数字企业的利益。 

 

对话可以带来的改革：WTO 改革 

特殊和差别待遇 

美国和中国都认识到，WTO 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规则已不符合当前现实，不发达成员的 SDT 问题是一个亟待

通过谈判改善的问题。美国认为，SDT 的适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97中国、印

度和其他较为发达经济体也应该遵循约束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同规则。98美

国将发展中国家定义及相关的 SDT 问题作为推动 WTO 改革的重要优先事项，

 
92 商务部 2019 年 5 月 9 日例行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93 田丰，李计广，桑百川：《WTO 改革相关议题：各方立场及中国的谈判策略》，《财经智库》2020 年

第 4 期，第 99 页。 
94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eport on Fr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 Prepared in the Investig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France%27s_Digital_Services_Tax.pdf, visited on Dec. 6, 2020. 
95 由于数字服务税针对 GATS 所管辖的第一种服务提供模式——跨境提供服务——的收入课税，因此

不得违反 GATS 第 2 条和第 17 条的义务。张智勇：《数字服务税：正当的课税抑或是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际税收》2020 年第 4 期，第 33 页。 
96 欧盟委员会在其报告“数字经济的公平税收”中提到的规模较大的数字公司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

爱奇艺、滴滴出行、Qzone 等，即至少这些公司已经被纳入了欧盟数字服务税的考虑范围。 
97 WTO, WT/GC/W/757． 
98  Robert E. Lighthizer, How to Set World Trade Straight, (8)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20,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set-world-trade-straight-1159796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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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四项标准，99认为 SDT 不应自动适用。100美国的建议引起了发展中成

员的强烈反对。中国、印度、南非等国提出了相反提案，认为南北差距并没有

实质性缩小，发展中成员仍然面临艰巨的发展问题。101中国认为，关于发展中

成员区分标准的争论毫无意义，WTO 应持续支持发展中成员更好地融入全球价

值链，继续保障发展中成员应享有的 SDT。102 

建议 

⚫ 对美国来说，发展中成员地位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美国想打破目

前的僵局，就需要在未来谈判中将发展中成员地位和 SDT 两个问题有所区

分，103暂时维持原来的“自我声明”方式。正如挪威等成员所提出的，目

前分歧的关键是平衡164个不同发展程度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讨论

应朝向这个方向。104 

⚫ 对中国而言，将发展中成员和 SDT 分割成两个问题，更有利于在

WTO 框架内缓解目前的南北胶着状态。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考虑接受调

整 SDT 内容和适用范围的改革建议，如缩小 SDT 的适用范围，引入毕业机

制等。105中国在坚持发展中成员地位、倡导 SDT 的同时，也需要回应美国

的关切，承担更多符合其发展水平的国际义务。106同时，中国应认识到，

对发展中成员的明确界定是不可避免的。 

通报和透明度 

 
99 一是 OECD 成员国家；二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三是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四是占全球货物

贸易进口比重超过 0.5%的国家。一旦符合上述标准之一，就不能自我认定为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再享有 SDT。 
100 WTO, WT/GC/W/757． 
101 WTO, WT/GC/W/765/Rev.1; WT/GC/W/765/Rev.2. 
102  《 王 毅 谈 国 际 贸 易 体 系 改 革 ： 应 坚 持 三 个 “ 不 能 丢 ” 》 ，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594907.shtml，2020 年 12 月 1 日访问。 
103 王中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争议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6 期，第

96 页。 
104 Norway, together with Canada, Iceland, Mexico,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Switzerland, submitted to 

the WTO Council on May 7, 2019: “Pursuing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in WTO rule-making efforts,” 

https://www.norway.no/en/missions/wto-un/our-priorities/trade/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pursuing-the-

development-dimension-in-wto-rule-making-efforts/ , visited on Nov. 21, 2020. 
105  Graduation Clause proposed by EU. EU Concept Paper,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er/tradoc_157331.pdf , visited on Dec. 1, 2020. 
106 刘晓彤：《中美贸易摩擦下美国对 WTO 改革的态度》，《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 年第 7 期，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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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报要求的可操作性和效力具有重要意义，所有

成员都应为此做出贡献。但是，美国建议对未能按要求及时履行通报义务的成

员实施惩罚措施，107并主张反通报制度，中国对此表示反对。 

建议 

⚫ 制定更加具体的反通报规则。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反通报的滥

用，提高通报质量。中美双方应该进行沟通，制定更具体的规则。例如，

让事先沟通、讨论或其他试图在双边层面解决问题的方式作为反通报的前

提条件；108要求进行反通报的成员提供充分的实质性证据。109 

⚫ 放弃惩罚机制。由于目前障碍重重，制定新的惩罚机制并不可行，

110惩罚机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透明度和通报实践中的问题。因此，更佳

的做法是，美国放弃建立惩罚机制，与中国共同寻求更切实可行的方法，

如反通报之后的双多边磋商和被申报措施审议程序等。 

⚫ 简化程序。由于现行通报规则的复杂性，简化程序、破除部分严苛

规定，或许会令 WTO 通报义务履行情况有所好转，111中国和美国应在这方

面进行合作。 

⚫ 建立独立机构。如美国在提案中提及的，两国可共同提议设立“通

报义务和程序工作组”，负责管理透明度和通报事务。112 

国有企业 

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公平和自由竞争环境的重要性。国有企业应在商业基

础上以非歧视原则参与国际贸易。2017年美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认为国有企业通过不公平贸易获得了经济优势。2017年以来，在美国推动

下，美日欧举行了七次三边部长级会议，就应对他国所谓的市场扭曲行为达成

共识，目标直指中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到《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107 美国在提案中将此种惩罚措施称为“行政措施”。WTO, JOB/GC/204/Rev.2, JOB/CTG/14/Rev.2. 
108 Aileen Kwa & Peter Lunenborg, “Notif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Issues in the WTO and the US,” November 

2018 Communication, South Centre Research Papers 92, March 2019, p.17. 
109 WTO, G/C/M/134, para.9.89. 
110 有一些问题亟需解决：（1）惩罚措施的实施涉及剥夺成员权利，谁有权决定这些措施？（2）决定后，

谁来实施这些措施？（3）措施实施的具体程序是什么？ 
111 WTO, G/C/M/134, para.9.64. 
112 WTO, JOB/GC/204/Rev.2, JOB/CTG/14/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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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MCA），美国在国际层面上逐步严格国有企业规则，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约

束。中国认为，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商业实体，不能接受对国有企业设立额外

规则，不应存在基于所有制差异而施加的歧视或额外限制。113对国有企业的补

贴则是中美两国争议的另一个焦点。 

建议 

中美两国在国有企业问题上的冲突无法调和，但是在 WTO 改革的背景

下，中美两国有必要多加对话和探讨，以防止因中美两国的天然分歧而延宕整

个 WTO 改革的进程。 

⚫ 美国有权针对国有企业提出一些新的规则，但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

并不是 WTO 中唯一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成员。美国的改革建议应该考虑到

拥有国有企业的其他成员方的利益。美国可以尝试通过与中国签订双边协

议来解决部分关切。 

⚫ 中国宜同意在 WTO 框架下开展国有企业规则谈判，充分行使话语

权，避免陷入被动接受的不利局面。中国也应考虑在具体的规则领域采取

不同的谈判立场。中国可对与本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相一致的义务逐步作

出承诺，如“竞争中立”。114同时，中国应该倡导所有制中立，反对量身

定做一套规则来限制国有企业的发展。115就国有企业补贴方面，中国应逐

步实现产业补贴的公平配置，而不是对国有企业倾斜。中国可以将主业涉

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区分开

来，后者不应给予补贴，而前者则宜继续采取传统措施，为其提供优惠政

策。116 

补贴 

 
113 贺小勇，陈瑶：《“求同存异”：WTO 改革方案评析与中国对策建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第 35 页。 
114 贺小勇，陈瑶：《“求同存异”：WTO 改革方案评析与中国对策建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第 34 页。 
115 田丰，李计广，桑百川：《WTO 改革相关议题：各方立场及中国的谈判策略》，《财经智库》2020 年

第 4 期，第 88 页。 
116 余莹：《大国产业竞争视阙下美欧推动的国际产业补贴新规则——中国的立场与对策》，《中国流通经

济》2020 年第 1 期，第 27 页。另见杨瑞龙：《国企改革的逻辑、困境与未来改革思路》，

https://new.qq.com/omn/20190719/20190719A047LS00.html，2020 年 11 月 2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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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所有成员都需要逐步减少补贴。补贴种

类方面，美国试图扩大禁止性补贴和可诉补贴的范围，而中国则要求恢复不可

诉补贴，并且扩大其覆盖面。产能过剩方面，美国认为中国的补贴导致产能过

剩，甚至扭曲市场，应直接纳入《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6.3条提到的“严

重侵害”范围。但在中国看来，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产能过剩问题

完全归咎于补贴是错误的、片面的。117 

建议 

⚫ 每个国家都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补贴行为，逐步取消不符合 WTO

规则的补贴。中国需要制定更加系统的补贴规定，特别是健全次级中央实

体补贴的统计和通报，次级中央实体补贴通报不足深受美国诟病。美国也

存在通报不完整以及过度通报的情况。118同时，美国有些补贴仍属于可诉

补贴，甚至可能属于禁止性补贴，美国的巨额农业补贴也可能扭曲市场。

美国需调整自身的补贴规模和补贴结构。119 

⚫ 重点推进 WTO 下的补贴改革。中美双方应重点合作推进 WTO 下

的补贴改革，合作推动建立更为细致、更为具体的补贴规则，在防止滥用

贸易救济措施和维护正常贸易秩序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例外是 WTO 协定预留的必要安全阀，应该尊重成员方的援引权

利。然而，近年来，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呼吁美国秉

承善意和克制原则援引安全例外条款，120并认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类问题

 
117 陈曦：《WTO 补贴改革背景下中国贸易救济应对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

第 4 期，第 39 页。 
118 通报不完整：如有部分补贴项目并未被通报。对比美国预算公布网站（https://www.usaspending.gov/）

公布的补贴项目与美国向 WTO 提供的补贴通报（G/SCM/N/343/USA），在联邦层面，小型企业管理机构主

管的认证开发贷款项目、能源部主管的科学办公室经济援助项目等未在通报中列出；过度通报：如地方通

报中，路易斯安那州的“录音者税收优惠”项目属于根据 WTO 规则不需要进行通报的补贴项目，但仍予通

报。参见杨荣珍，石晓婧：《国补贴政策的主要特征及其合规性——基于 2019 年美国补贴政策通报的分析》，

《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149-150 页。 
119 陈曦：《WTO 补贴改革背景下中国贸易救济应对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

第 4 期，第 39 页。 
120 WTO, WT/GC/W/773, para.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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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辖权，121但美国对此种管辖权表示反对。122中国认为，美国如此利用国家

安全条款是对 WTO 规则的破坏。123 

建议：中国应继续支持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家安全例外的管辖权和善意援引

原则，并努力推动其观点得到成员更广泛的认可。美国应审慎适用国家安全例

外，特别是在其采取的措施不符合 WTO 协定时。任何时候，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都与世界形势背道而驰。对话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即使对话失败，两

国也应通过现有规则解决争端，例如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而不是单边制

裁。124 

市场经济 

美国欲在 WTO 多边场合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推动设立相关诸边规则和

标准，以阻止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扭曲，并要求在《中国入世议定

书》第15条规定的替代国制度到期后仍继续援用。125美国、日本、欧盟不仅不

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三方协调立场，设定了全新的7条市场经济标

准。126中国认为“市场导向这样的常识问题无需在总理事会上讨论”，127反对

一些成员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歧视，主张“最好采取具

体行动解决上述破坏公平竞争和市场导向条件的不法行为”，并欢迎磋商和对

话，而不是喊出“市场导向条件”的空洞口号。128 

 
121 WTO, 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512/R, para. 7.41. 
122 WTO, 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512/R, para. 7.51. 
123 《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三大危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125354，2020

年 11 月 26 日访问。 
124 龚柏华：《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单边经贸制裁及其法律应对》，《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6 期，

第 6 页。 
125 Robert E. Lighthizer, How to Set World Trade Straight, (8)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 
126 （1）企业的价格、成本、投入、采购、销售决策是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的；（2）企业的投

资决策是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的；（3）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4）影响企

业的资本配置决策，是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作出的；（5）企业实行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包括独立核

算；（6）企业适用公司法、破产法和私有财产法；（7）在上述企业业务决策中，没有明显的政府干预。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visited on Nov. 19, 2020. 
127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举行的 WTO 总理事会上，中国大使张向晨与美国大使谢伊围绕发展中国家待遇

和市场导向条件展开激烈的辩论，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xwfb/202010/20201003007643.shtml，2020

年 10 月 10 日访问。 
128  商 务 部 召 开 WTO 改 革 有 关 问 题 新 闻 吹 风 会 ，http://www.gov.cn/xinwen/2018-

11/23/content_5342934.htm，2020 年 12 月 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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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 从未要求成员是市场经济体系，甚至从来没有定

义过什么是市场经济。 

建议 

⚫ 中国可以在国际层面提请 WTO 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对《中国入

世议定书》相关条款129进行澄清。此外，中国还可以联合一些成员共同关

注美国制定的严格标准。中国也应深入研究美国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立法和措施，做出正面回应，同时努力获得其他成员对中国市场经济国

家地位的官方承认。130 

⚫ 美国应放弃其在 WTO 框架下提出的7项标准，因为 WTO 规则中没

有“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也与履行 WTO 项

下义务并无直接联系。中美经济模式和制度以及观点的分歧始终都是巨大

的，且短期内难以有效弥合。两国不应在这一问题上继续争执，应更多地

关注两国具有较多共同利益的那些紧迫性问题，如上诉机构改革。 

上诉机构改革 

中美两国在上诉机构改革的意愿上存在较高共识，具体而言，双方都希望

解决上诉机构超出审理时限问题。它们和其他成员可以通过就这一问题进行成

功对话，从而对其他问题，特别是饱受美国批评的如国内法审查、事实上的依

循先例、贸易救济中的司法越权等问题交换意见和关切。 

⚫ 超期审理的后果 

美国主张一旦延期则改由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上诉机构报告。但是，该建

议将导致报告通过更加迟延和复杂，甚至改变争端解决机构的运行机制。中国

和其他多数成员方提案强调“争端解决机构应按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

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第17.14条的规则通过报告”。 

建议：建议美国放弃改变通过方式的提议，与其他成员一起寻求确保报告

按时通过的方法。事实上，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129 如《议定书》第 15 条。 
130 宋瑞琛：《美国关于 WTO 改革的主张、措施及中国的策略选择》，《国际贸易》2020 年第 8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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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 MPIA）引入了两个创新条款：一是允许争端各方根据仲裁庭的建

议，同意延长90天的审理期限；131二是允许仲裁庭采取适当措施简化程序，包

括限制争端方提交书面文件的页数、有效控制仲裁审理各环节的时间、限制庭

审次数和时间等。132 

⚫ 国内法 

美国认为，上诉机构无权审查 WTO 成员国内法的含义，133国内法的含义

是事实问题，不属于上诉机构职权范围。134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印度等成员

对此表示同意。135 

建议：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建议更加明确地澄清 DSU 第17.6条的专家组报告

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136并明确上诉机构的管辖范围应包

括专家组依据 DSU 第11条对争议措施所作的客观审查，但不应包括国内措施

（国内法）本身的含义。137 

⚫ 事实上的遵循先例 

美国对上诉机构要求遵循先例提出质疑，认为其报告不应与 WTO 规则地

位相同。中国认为，事实上的遵循先例可以保证 WTO 规则的适用和解释的统

一性，满足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以及保护其成员合理预期的目

的。美国否认上诉机构报告的价值，本质上是想从法律层面为专家组背离上诉

机构裁决找寻理由。138 

 
131  MPIA, Annex 1, Agreed Procedures for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DSU in Dispute DS X, 

JOB/DSB/1/Add.12, April 30, 2020. para. 14. 征得争端方同意的要求，既尊重了当事方的意思自治，也表明上

诉仲裁应在尽可能不影响案件实质裁决的前提下提高裁决效率。石静霞：《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法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80 页。 
132  MPIA, Annex 1, Agreed Procedures for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DSU in Dispute DS X , 

JOB/DSB/1/Add.12, April 30, 2020. para. 12. 
133  WTO, Minutes of the DSB Meeting,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9-

DP.aspx?language=E&CatalogueIdList=233206,233115,232524,232330,231963,231754,231034,231002,230905,2

30808&CurrentCatalogueIdIndex=1&FullTextHash=&HasEnglishRecord=True&HasFrenchRecord=True&HasSp

anishRecord=True , visited on Dec. 1, 2020. 
134 李晓玲：《WTO 上诉机构改革的谈判进程与岔路口选择》，《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135 彭德雷：《十字路口的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改革观察与最新实践》，《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9 期，

第 91 页。 
136 Marc Lynedjian, Reform of the WTO Appeal Process, (6)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809 (2005). 
137 郑伟，管健：《WTO 改革的形势、焦点与对策》，《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80 页。 
138 宋瑞琛：《美国关于 WTO 改革的主张、措施及中国的策略选择》，《国际贸易》2020 年第 8 期，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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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其他成员都同意事实上遵循先例的做法。139建

议中美两国充分借鉴国际法院适用先例的经验，140不仅要注意规则本身，也要

注意案件的差异性，坚持在个案中进行解释。 

⚫ 贸易救济问题中的司法越权 

美国强烈批评了上诉机构在贸易救济案件中的所谓“越权”解释，并明确

提出修改 DSU 以加强 WTO 成员控制权。141然而，美国的提议并未得到其他

WTO 成员的积极回应。中国没有就此问题表态。 

建议：中美两国应提议专门设计一个审查机制，对反映的越权问题提出指

导性意见。142另外，建议删除 DSU 第3.2条关于上诉机构的义务在于“澄清”

WTO 涵盖协定的规定，或将其改为上诉机构只能以解决当前争议为目的澄清相

关规定。143 

 

中美贸易和投资协定 

虽然中美两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代表 WTO 所有成员的立场，但两国意见对

促进就改革问题达成共识具有重要影响。国有企业、补贴、市场经济、技术转

让、国家安全等众多问题，既涉及中美双边关系，也涉及 WTO 改革。这些问

题的磋商并不局限于在 WTO 的框架内，双边对话机制也可以为涉及全球治理

的事务提供谈判场所。 

继续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中美双方对继续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存有共识。144但美国认为，中

国距完全履行购买承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冠疫情和不当计量标准给中国的

 
139 WTO, WT/DSB/M/250; WT/DSB/M/265. 
140 只要相关争端存在清晰的先例，国际法院通常不会启动新的法律研究，除非现案中存在应与先例区

别的有效理由，或先例存在明显错误，或先例已不再适应国际社会的新形势，参见王涛：《国际法院司法裁

决的先例效力》，《人民法院报》2020 年 9 月 4 日。 
141 WTO, TN/DS/W82/Add.1. 
142 杨国华：《WTO 上诉机构危机中的法律问题》，《国际法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75 页。 
143 WTO, WT/CG/W/760. 
144 东艳：《第一阶段协议促进中美经贸走向动态平衡 中美经贸将进入动态平衡发展阶段》，《进出口经

理人》，2020 年第 3 期，第 14-16 页。另见周密：《第一阶段协议开启中美经贸合作新阶段》，《世界知识》

2020 年第 4 期，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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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履行造成了障碍。145美国将维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并将

在全面审查后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146 

建议：在对话的基础上，中国将继续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希望美

国进一步考虑降税问题。 

考虑谈判《第二阶段经贸协议》 

由于拜登在担任总统的前几周将把国内经济复苏放在首位，147因此他对是

否签署新协议的态度并不确定。中国也尚未就《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作出

明确表态。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确表示，中美应加强对话和经贸合作。148然

而，《第二阶段经贸协定》的前景一片黑暗。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CEP）构建的

独立亚太产业链，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的妥协意愿。149拜登曾表示，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能解决争端的核心问题，包括工业补贴、对国有企业

的支持、网络盗窃以及贸易和技术掠夺”。150由此可以推断，这些问题是拜登

希望谈判的内容，目前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 

建议：可以预期，中美经贸对话将在2021年逐步恢复，《第二阶段经贸协

议》谈判也可能有机会启动。中美双方应该为可能的谈判做好准备，提前列出

要讨论的问题，在正式谈判前积极在各个层面开展双边对话。 

 

推动签署《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是驱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美

BIT》”）的主要动力。随着《中美 BIT》的签署，双方可以互相利用彼此的优

势，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中美双方在负面清单、透明度、信息公开、国

 
145  如购买承诺是以金额而非数量来承诺（如油的桶数），油价下跌大幅增加了中国所要进口的原油数

量，中国履约难度加大。 
146  Reuters news, “Yellen says U.S. will keep tariffs on China in place for now,”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idUSKBN2AI34D, visited on Feb. 20, 2021. 
147 Simon Lester, “Biden Responds to Steelworkers on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Policy Blog,  

https://ielp.worldtradelaw.net/2020/07/biden-responds-to-steelworkers-on-trade.html, visited on Nov. 28 2020. 
148  《 王 毅 ： 重 建 中 美 关 系 健 康 稳 定 发 展 的 战 略 框 架 》 ，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39415.shtml，2020 年 12 月 13 日访问。 
149 方晓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商品及服务进口的具体要求与现实挑战》，《对外经贸实务》2020 年

第 11 期，第 29-30 页。 
150  Jennifer Epstein, Biden Slams Trump-China Trade Deal as Lacking on Key Dispute, Bloomberg New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1-15/biden-slams-trump-china-trade-deal-as-lacking-on-key-

disputes , visited on Nov.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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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审查等方面存在分歧。另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压迫外国企业并要求他们

通过转让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美国也一直试图扩大《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下的禁止业

绩要求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实施“准入负面清单”，

把“透明度”确立为基本原则，并且明确提出平等对待外资企业、技术转让以

自愿为前提。与2019年负面清单相比，2020年负面清单将限制性措施数量从40

项削减到33项，削减了17.5%；2020年自贸区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从37项削减到

30项，降幅达18.9%。151过去，中国很少提及业绩要求，在业绩要求问题上已经

做出了很大的让步，152因此，中国几乎不可能再承担美国所要求的更多的禁止

业绩要求。153美国主张在劳工和环境方面需有明确的条款，并不断完善其标

准。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通过损害环境来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已更加重

视在劳工和环境方面作出改善。 

建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谈判已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而《中美 BIT》谈判于2008年

就已开始，至今仍未完成。中美双方应努力消除投资方面的分歧。在上述问题

上，中国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在国

有企业问题上。美国主张“确保国有企业在商业基础上与民营企业竞争”，154

希望未来《中美 BIT》中的所有义务都能切实适用于国有企业。需要强调的

是，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特点之一，中国高度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

重要作用，但也允许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集中国家优势资

源，借助国有企业解决战略性创新项目，正是体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效率

和活力。155 

 
151 Qian Zhou, “China’s 2020 New Negative Lists Signal Further Opening-Up”, China Briefing, July 1, 2020,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s-2020-new-negative-lists-signals-further-opening-up/, visited on Oct. 

15, 2020. 
152 最近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都包含了关于禁止业绩要求的修

订版 TRIMs 条款。 
153 陈辉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共识、分歧与展望》，《国际经济法学刊》2020 年第 4 期，第 107-

117 页。 
154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Policy Consideration for Negotiating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155 《孙立鹏：美国学者揭穿特朗普：为何逼我国企改革？》，http://www.kunlunce.com/myfk/fl1111/2019-

05-31/133827.html，2021 年 2 月 19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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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制 

限制技术管制范围 

中美两国在技术管制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美国认为其国内法的域外管辖效

力是由属人原则授权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中国认为美国过分扩大了属人原

则，过分界定国家安全，对中国实施长臂管辖。限制技术管制的应用，减少产

品出口的限制，有利于国内企业获得更大的国外市场。扩大市场对企业克服疫

情打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外资、提高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也有利于恢复供应链的正常运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更

重要的是，发展美国的技术优势和中国的生产能力，有利于处理有关全球治理

的问题。156在技术管制问题上，中美需要通过对话找到一个平衡点。 

建议：双方应划定国家安全范围，提高国家安全审查过程的透明度，包括

审查依据和详细程序的披露。双方可努力达成共识，采用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

的做法，重申 TRIMs 中的义务，并将业绩要求限制在某些特定投资上。双方应

审慎实施限制性技术管制。美国不应扩大国家安全概念，过度扩大国内法的适

用范围。中国应坚持审慎、适当、非歧视、透明的原则，努力在维护国家安全

和实现全球合作共赢中取得平衡。 

 

资本市场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的同时，美国资本市场也需要中国上

市企业。美国监管部门近期频频指责中国企业财务报告造假、审计底稿未充分

披露，并提出了针对中国企业的透明度和披露法案。2020年12月18日，美国国

会通过了《外国控股公司责任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并使之成为正式法律。作为《外国控股公司责任法》

姊妹法案的《确保交易所外国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法案》（Bill of 

Ensuring Quality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 for Abroad-Based Listings on our 

Exchanges Equitable Act, 以下简称“《公平法案》”）也在国会程序中。两个法

 
156 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网络安全形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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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分别从上市后和新股发行两个阶段直接影响已经在美国上市和拟赴美上市的

中国公司，不能达到法案要求则会遭到停止交易的禁令处罚或不予接受上市与

发新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应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就中国公

司上市的透明度标准、联合现场检查和不当行为处理等问题进行真诚对话。 

建议：中国应积极与美国监管当局磋商，通过联合检查达到法律要求，敦

促美国当局响应中国当局提出的联合检查方案，同时寻求延缓法案的实施与通

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均指出，两部法案打击中国企业在

美上市，可能会导致大量中国公司流失，削弱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

心及美国全球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认为以市场驱动的方式，包括对会计师事

务所的美国分支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是更可行的选项。在新冠疫情重创下，美

国政府应该也不希望在经济衰退的风口浪尖，驱赶2.2万亿美元的投资和潜在的

优质拟赴美上市中国企业。多家美国投资基金也表示了对失去了中国企业的美

国证券市场的担忧。中美在对话基础上，可能达到《外国控股公司责任法》下

禁令不实际落地和延缓《公平法案》通过的效果。 

 

 

题：风险管控的两个案例：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恢复克制和信任 

作者：金凯 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案例一：台湾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进而导致北

京和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峙也愈发激烈。通过将台湾视为其全球和地区战

略中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 ，华盛顿采取了更加鹰派的做法，以显示其在广泛

涉及亚太及其它地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

争对手的政治决心。 

在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中获胜后，蔡英文领导的台湾民进党当局紧随华盛

顿的步伐，对中国大陆采取了更加对立的应对方式，从而将两岸关系拖入更具

对抗性和不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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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的台湾政策特别是寻求台湾与中国大陆最终统一的原则立场并

未改变，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共同认清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变化及其后续影

响。双方应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1972年、1978年、1982年）原有的双边共识

基础上，建立高层对话机制，防止台湾问题成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的矛盾点或催化剂。 

 

恢复克制和信任：风险管控的共同目标 

台湾问题为什么重要？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最终统

一。中国一直坚称台湾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是只能在两岸人民之间解决的国

内事务。对美国而言，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则大不相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CSIS）2020年10月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台关系的政策建议报告解释称，

台湾对美国而言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台湾的未来对美国的价值观而言十分重要； 

2. 台湾的未来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十分关键； 

3. 台湾的未来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繁荣而言十分重要。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北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与台湾的最终统一是否注定要

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所寻求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繁荣发生冲

突？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关于台湾地位的共识和原则已经明确表明台湾问题

的和平解决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最终统一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但是，一些美

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涉台政策阐述中所表现出的美国立场上的“变异”往往通

过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传递出混乱的信息。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布鲁金斯学会东

亚政策研究中心非驻院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kard Bush）认为美台关系是“一

种独特的关系”，即在“经济、部门和人员之间的领域”显得“非常正常”，

但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却“不那么正常”。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京的对台政策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其整体性和一贯

性。而近年来北京对台湾地区采取了相对更为强硬的态度，更多的是对台湾岛

内愈发明显的独立倾向所做出的必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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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京和华盛顿必须恢复全面、共同的克制，并且在台湾问题上建立

互信。对北京而言，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仍然是最好的选项。而

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尤其需要重新评估此前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和外

交方针。在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和原则基础上恢复并保持克制，是北京和华盛

顿双方的当务之急。 

 

最近局势的变化和相应的影响 

在过去40年中，台湾的地位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包括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内的一系列官方文件都明确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

美国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台海两岸和中美之间却仍是风云密布，

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更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当然，引起这些变

化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台湾内部政治风向的转变。 

关键变化 

近期华盛顿所采取的最值得关注的行动之一，是在2018年2月底通过了《台

湾旅行法》，而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国发出了强烈的贸易战信号。该法案

在2018年3月经特朗普签署成为美国国内法律，从而让美台双方高官互访变得更

加公开和便利。随着该法案成为美国国内法，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于2019年7

月对美国进行了一次“过境访问”，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和美国

副国务卿克拉奇（Keith Krach）两位美国高官分别于2020年8月和9月高调访

台。为回报美方所给予的“善意”，蔡英文当局决定取消美国牛肉和猪肉进口

限制，作为台美经济合作的“重要开端”。  

美国国会近期支持台湾的其它立法工作（包括已被签署成为法律或有待通

过的）包括：《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防止台湾遭侵略

法》、《台湾奖学金法》、《2019年台湾保证法》、《台湾特使法》和《2020

年台湾关系强化法》等。此外，2020年9月初白宫公开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

根（Ronald Reagan）在上世纪80年代对台湾秘密作出的“六项保证”的细节。 

美国国会议员最近在提出包括上述文件在内的多项涉台法案和决议案时，都提

到了这些被公开的电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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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出的最为激进的一个举动，是美国大幅增加

了对台军售的规模。到2020年10月底，特朗普政府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批准了9

项对台军售方案，总额超过174亿美元。相比之下，奥巴马总统在两届任期内

（8年）仅批准了3项对台军售方案，总金额约为140亿美元。  

另一个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变化源于美国民主党在2020年党纲中所透露出

的对台态度和政策方针的“修正”。 该民主党战略指导文件在有关台湾的措辞

中放弃了“一个中国”的表述，从而使得民主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看起来更

接近共和党，而这便在未来几年形势发展这个问题上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

空间。 

有一点也颇具意味。拜登团队宣布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当选总统

拜登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特朗普则在2016年胜选后

接到了蔡英文的直线电话，而这也使他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一位直接与台湾地

区领导人通话的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团队可能传达的一个暗含的信息是：“拜

登的目标不会是威胁中国的利益，而是维持两岸的现状。”  

主要影响 

遗憾的是，特朗普任内华盛顿对美台关系所做出的一些几乎是实质性的改

变，使台湾问题较以往大大地复杂化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破坏北

京和华盛顿在过去40年里就两岸局势所达成的某种“微妙的平衡”。在许多方

面，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最终的后果可能会对任何“重申”或“重建”哪怕是最

起码的互信和理解的努力都产生破坏性影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不能恢复并保

持克制，这些持久的影响可能在战略和政策层面上都将弥久不散。 

首先，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现有共识和相互理解将受到严重影响。无

论是从“质”还是“量”上看，特朗普政府批准的对台军售都远远超过了上届

政府的水平，这几乎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放弃了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

中中美双方商定的对台军售减量路线图。当北京开始评估华盛顿是否真正愿意

维护三个联合公报中双方共同确定的基本原则时，这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深切关

注。有一点很清楚，即无论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局势如何变化，没有人能指

望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政治默许和外交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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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华盛顿继续直接或间接鼓励台独，蔡英文当局便可能会采取更

危险的举动，进而继续渐进并实质性地追求台湾的最终独立。这是否真正符合

美国的最大利益？ 华盛顿是否应该回到中美之间寻求维护两岸和平的最初共

识？还是继续采取更加激进的举动，将台湾作为全面反击中国的“武器”和政

策工具，甚至以所谓的“道义责任”为名，鼓励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进

而使自身最终陷入与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之中？在重新评估美中关系的背景

下，华盛顿似乎正在重新定义美国在台湾的最终利益，这无疑会给华盛顿带来

许多难题。简单地说，近期华盛顿对台湾所发出的信息，无论经过怎样的包装

和表述，都有可能在各种政治目的的驱使下，被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幅重新诠

释。 

第三，美国方面有关台湾地位之政策事实上的“战略模糊性”显然被特朗

普政府近期的政策变化所削弱。该“模糊性”主要源于美国原有的政策设计，

即不仅承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而且坚持《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 ”以

及其它一些涉台法案、决议和美国国内法。然而，华盛顿所采取的多重政策设

计路线，往往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相抵触，同时也未必能为华盛顿提供最佳

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台湾民进党当局追求独立的倾向愈发明显的情况下。 

 

政策建议 

尽管北京仍决心寻求与台湾的最终统一，但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尤其是在

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两年，美台关系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而当误判持续抵

消哪怕最低水平的互信之时，不受控制的、螺旋上升式的角力将可能带来最糟

糕的境况。 

一个理想的愿景是：双方携手共同维持一个可行的沟通机制，通过现有的

双边对话渠道就有关台湾问题的各项议题进行坦诚沟通。尽管中美之间在台湾

问题上仍有许多问题、争议和障碍，但恢复克制应该是首要的第一步。 

1. 传递并相互确认明确的信息 

为保持台海两岸局势的稳定，中美双方亟需相互发出并相互确认明确的信

息。双方还需停止出台可能使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并持续造成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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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不稳的新的政策措施。如果正确的信息能够被明确地传达，那么拜登总统

及其外交团队可能会发现北京仍愿意就涉台问题进行广泛的对话。 

2. 重新评估并最终停止对台军售 

华盛顿应当重新评估其对台军售政策，特别是过去四年当中特朗普政府所

批准的军售项目。客观而言，美国大幅增加对台军售，对台湾地区的所谓“自

卫能力”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但却助长了台湾岛内不切实际和不必要的政治

冒险主义倾向。 

3. 警惕任何实质性改变美台关系的意图或举动 

对于台湾当局（以及一些美国人士）有关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的意图和举

动，中美双方都要慎重处理。如果固执地坚称台湾地位未定，进而对美台关系

作出实质性的改变，那将只会进一步破坏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并不十分

牢固的共识基础。 

4. 在中美安全共识下重新评估美台安全合作关系 

北京理解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安全关切。但是，华盛顿必须审慎地重新评估

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北京则可以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

合作提供更多的选项。事实上，北京和华盛顿完全有能力在打击海盗、海上执

法与救助、海洋资源保护等问题上开展务实的合作。 

5. 在“一个中国原则”框架下谨慎处理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问题 

双方可以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精神的前提

下，就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如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等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 

6. 为促进两岸经贸、民心相通营造良好的氛围 

针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技术研发与经济合作，华盛顿不应对从事此类

经贸活动的公司或个人施加任何（或进一步）限制。海峡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

不应受到中美经贸关系近期变化的影响。 

 

结论 

台湾问题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成为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政治累赘甚至是障

碍。对于台海局势，华盛顿过去所采取的“战略模糊”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抑

制作用”，比如在危机时刻延阻冒险主义政策举动的突现。但是，美方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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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也被台湾当局在寻求更多的国际自主权、台北与华盛顿政治外交关系

实质性提升以及渐进式台独的过程中不断地重新阐释和放大。 

此外，特朗普政府最近涉台政策的变化和相应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

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可能不会轻易被消除，但恢复克制是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不仅需要政治智慧和

实操技巧，还需要双方兢兢业业、灵活务实的外交实践。 

 

案例二：南海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在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

下，各方继续就南海地区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提出并实践各自的主张，使得中美

双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在南海地区越来越高调

地显示其实力的存在，包括派出大量的飞机与舰船执行侦查与巡航任务。但与

华盛顿的预期相反，这些行动所产生的效果可能相对有限。 

中国则采取了更加克制但也更为全面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主权立场，并针

对南海问题不同的当事方采取军事、民事和执法等方面的反制措施，使北京在

应对与华盛顿等各方之间的分歧时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决定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美国海岸警卫队。作为新

的政策措施，部署海岸警卫队既是发出美国在南海地区仍保持强大实力的信

号，也是美方在争议海域将采取更加多样化政策措施的例证之一。同时，华盛

顿也在寻求来自其传统盟友更多的关注和实质性的参与，并鼓励各方在南海问

题上共同对中国施加坚实的、多边的政治和外交的压力。 

除了在南海争端上强化各自的立场外，东南亚国家中的各声索国也在密切

关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强正陷入一场战略对决当

中，而在目前的气氛下，双方都不会轻易做出让步。 

因此，在战略层面上，南海问题可以理解为中美矛盾具体化的一个方面，

尤其是华盛顿已经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建设和军事力量的增长视为对其在

西太平洋地区绝对优势地位的威胁。可见，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的争端

相对容易协商乃至解决，但在一定层面上，解决南海困局的关键还是掌握在北

京和华盛顿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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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克制和信任：风险管控的共同目标 

美国虽然不是南海争端的直接声索国，但拥有在该地区施加实质性影响的

各种战略资源、政策手段和现实能力。因此，在战略和地缘政治层面，南海问

题事关中美之间的角力。在现实层面，南海问题则是中国与东南亚其他直接声

索国之间的事务。这可理解为南海问题或矛盾的“双重结构”（two-tier 

structure）。 

然而，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非驻院高级研究员

董云裳（Susan Thornton）所言，美国目前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是“挑衅性的、

升级性的，而且鉴于该地区军事平衡的变化，不太可能奏效。” 同时，中美之

间缺乏明确而坚实的共同目标，可能会使事态呈现螺旋式升级，进而将双方卷

入一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冲突。 

因此，建议的共同目标是首先要放弃“试探底线”这种无休止、无意义的

举动。实际上，北京和华盛顿都相当清楚在南海问题上对方究竟想要得到什

么。假设中美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军事冲突甚至全面战争的爆发，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立即恢复克制无疑是双方的首要任务。只有在充分保持自我克制的前

提下，矛盾的双方才能构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信任。 

 

最近局势的变化和相应的影响 

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从2019年延续到2021年，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并

未消减。随着双边关系的迅速恶化，中美双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陷入争端当

中，而双方也似乎都抱着绝不妥协的决心在南海持续显示各自实力的存在。不

过，中美双方所采取的策略方式有所不同。而一些新的变化可能会为南海局势

的发展带来一些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变化 

中国派出多艘测量船和大批渔船，举行多次军事演习，并在南海部署了海

上巡逻机。2020年4月，中国政府批准在三沙市设立两个新的行政区，而这也标

志着中国又一次采取行动证明其对该地区所实施的有效控制和治理。 当然，这

些都符合中国所坚持的对南海争议地区拥有主权的一贯立场和政策举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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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从包括其他声索国在内的更大范围来审视，特别是从历史沿革的角度

来看，北京所采取的政策举动基本上是反应式的（reactive）。  

美国则宣称其在南海有争议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但美国

关注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盟友责任，并且近年来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抵近侦查、

航行自由行动（FONOPs）、军机飞越和军事演习，以凸显并维持自身实力的

存在。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问题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高

级研究员、《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共同编辑伊恩·斯

托里（Ian Storey）整理的数据，2020年前7个月，美国海军在南海地区共实施

了7次航行自由行动，而2019年为8次，2018年为5次，2017年为4次。 同时，美

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多次高调穿越中国邻近海域后，特朗普政府决定将美国海

岸警卫队的舰艇部署到西太平洋区域以进行定期巡逻。  

与此同时，最近美国方面的一些官方声明、战略文件和立法议案都印证了

南海问题在华盛顿的全球和地区战略中所具备的“战略分量”。特朗普政府于

2020年5月发布的对华政策指导性文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明

确指出，“美国军队将继续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行使航行

和行动的权利”。 白宫和国会的其他战略报告、政策声明、立法提案等对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都进行了相应的描述。这些文件包括《国家安全战

略》、《国防战略》、《国家情报战略》、《中国军力报告》、《国防授权

法》、《2019年南海和东海制裁法案》（提议）、《南海航行自由法案》（提

议），等等。 

在政策层面，美国政府高官对中国有关南海争端的立场更是不断地发出批

评与指责的声音。2020年7月1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并针对南海问题声

称中国“没有法律依据将其意志单方面强加于该地区。”如以往一样，蓬佩奥

在他的发言中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批评中国的主张，但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该公约仍未得到美国的批准。 

与此同时，引入更多美国传统盟友对南海问题的多边干预是特朗普政府的

重要政策目标之一。2020年8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呼吁各国与美

国合作，在印太地区更有效地抗衡中国，并称“该地区已成为与北京角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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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正如《亚洲时报》2020年9月的一篇报道所描述的那样，“欧洲主要大

国正在权衡如何加强在包括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在内中国邻近海域的军事存

在。”  

遗憾的是，正是上述战略和政策层面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特别是中美之间

在南海问题上的持续对峙。 

主要影响 

作为非声索方，美国插手南海问题有着深刻的动机。华盛顿可能并不十分

在意南海争议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但华盛顿确确实实因中国在西太平洋不断

扩大的影响力而担忧，因为这可能会极大地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可

见，这仍是关于守成大国对一个迅速崛起的挑战者感到担忧的叙事逻辑，而守

成大国往往会寻求先发制人的手段措施来维护其主导地位。 

然而，这个逻辑却也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陷入了一个怪圈。华盛顿

倾向于不断试探北京的底线，而不是站在真正中立的立场来维护南海局势的稳

定。这种偏颇的做法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南海问题上一度出现的“以小欺大”

的荒唐效应，即认为中国的主张很自然地是完全不合法的，同时其他弱小声索

国的主张则顺理成章地合理合法，而美国有责任帮助弱小者。于是，在美国直

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其他相对弱小的声索国可能更会有恃无恐地针对中国采取

强硬立场。 

首先，虽然美军飞机和舰艇在南海地区更加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未必会直

接导致军事冲突，但却大大降低了发生意外的相遇、对峙甚至低烈度冲突的门

槛。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会受制于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相反，中国人民解

放军实际上采取了更为积极（或者说在未来有可能会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方式

来应对美国在南海地区不断强化的军事活动。由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已经降到了

历史新低，因而仅仅依靠现有的危机预防和管制机制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可能比

较困难，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互动机制甚至可能还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其次，美国正试图鼓励同时也在期待更多远离南海地区的国家介入到争端

中来，这说明南海问题长期延宕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但问题是，无论南海

局势如何发展，中国的基本立场都无法改变。相反，其他非声索国的介入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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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 其它就算尚未失败也是久拖未决的案例包括处理伊朗和

朝鲜核问题的国际多边努力和一系列相关机制。 

第三，美方通过更加频繁的军事侦察与巡航行动反复试探北京的底线，并

不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在协商谈判的基础上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如全面有

效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等。显然，

战略问题不解决，战术和实际层面问题的解决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南海问题

上，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弊大于利”。  

 

政策建议 

在利益不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暂时寻求最大的利益共同点，是矛盾双方

的明智选择。全面的和平与稳定对于自由开放的海上通道、资源与环境的保

护、海上安全与救助的合作等议题而言都至关重要。但如果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以上这些事项都不可能得以实现。 

鉴于长期的局势紧张和实质性互信的缺失，实现基于双方自我克制的局势

稳定应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这必须通过一系列可核查的缓解进程来实

现。 

1. 寻求理性务实的克制 

在承认双方缺乏坚实互信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在南海

问题上保持全面的自我克制，不仅要降低在该地区相关行动的强度和频率，而

且要在针对对方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攻势方面保持相应的克制。 

2. 放松肌肉，而不是让肌肉过度紧张 

华盛顿尤其应减少其在南海地区大幅加强的相关军事行动，包括抵近侦

察、军机飞越和航行自由行动等。作为回应，北京可以在南海大规模岛礁建设

方面保持相应的克制。 

3. 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有效，同时最重要的是，要反应迅速 

尽管新冠疫情和其他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可能会带来一些的影响，但双方

应保持两国军方之间通信渠道的畅通、有效和反应迅速。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双方指定的人员应知道谁将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接听电话。当然，除此以外，还

应当有一系列预案措施作为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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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止南海问题出现进一步国际化的趋势 

华盛顿应重新评估“印太战略”和“四边安全对话”等其它多边安全合作

机制可能给南海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南海问题的进一步国际化只会使该问题

现有的“双重结构”更加复杂化，并带来更多的变数，从而大大降低建立实质

性互信的机会。 

5. 欢迎北京在保护环境、南海共同开发等方面发挥领导力 

本着多边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北京可率先提出对南海地区的海洋资源

和环境进行长期的区域性调查，而调查的结果可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保护

南海海域环境、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实用性参考。这将有助于北京和华盛顿找

到更多的“约束性规则”，并有助于在双方处于竞争的状况下共同维护南海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  

6. 华盛顿应重申在南海问题上真正中立的立场  

务实主义符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最大利益。仅仅因为一些声索国相对弱

小就盲目支持，只会使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更加强硬甚至加剧各方之间的对抗。

在局势相对缓和的前提下，中美甚至可以讨论在新的共识基础上共同就南海问

题发表立场声明的可能性。 

 

结论 

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有关海洋主权、自然资源、航行通道的争

端，而更是关乎战略层面的大国竞争。美国发现，当中国利用其庞大的民间资

源和地理上的接近等比较优势而持续实施“反应式的自信”时，想要把中国海

军限制在中国邻近海域会越来越难。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方针是首先恢复局势的

稳定。这主要需要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南海争端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保持自我克

制。 

然而，南海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结束大国之间的竞争。南海问题还关系到

海洋环境、自然资源、海上安全、救灾救助等诸多方面的事务。如果没有相关

各方的自我克制，这些都无法得以实现。北京和华盛顿更应主动采取行动。虽

然具有挑战性，但其中道理简单而明确：如果当前中美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一场持久的对决当中，那么一个可能甚至更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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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危险的对抗，共同关注南海自然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维护和共同开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