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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但高程度的

相互依存并未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相反，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严

峻挑战，双方经贸交往的负面效应和规则对接的利益分歧日益凸显，对

彼此的威胁认知已严重损害相互信任。面对两国出现的波折，中美双方

必须共同致力于构建超越确保相互摧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

和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并通过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确保

相互依存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当前，中美

要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努力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规则

体系和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新型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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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打破了彼此之间长期隔离的状态，并从有限接触

到全面相互依存，两国之间的利益攸关度不断提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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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受到了干扰，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出

对立态势。时值美国政府更替之际，两国关系再次来到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

统时指出，“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

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

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1] 中国的立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而且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为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必须规避冷战期间美苏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恐怖平

衡，通过确保相互依存（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不断夯实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牢固基础。

一、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理论逻辑

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的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

“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

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

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2] 这说

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紧密的全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各国的共

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使人们对世界

和平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大。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能否和平共处

的讨论中，一些认为中美必将走向对抗的论调受到热捧。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将中美关系同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进行类比，指出中美两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6 日，第 1版。

[2]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

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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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1] 作为一种警醒，这种论调从反面

给出了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避免的情形。但作为学术观点，这种论调无疑对全

球相互依存时代世界政治性质的变化缺乏基本的理解。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世界保持了总体和平，

主要大国间也未曾爆发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

军事对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大市场的加速形成，全球相互依存以

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

人们越来越不确定大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是和平共处的稳定器还是引发矛

盾冲突的助推器。关于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关系问题，学界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开始较为系统的研究。库珀（Richard Cooper）较早从国际经济

相互依存的视角建立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并分析

了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外交政策对这些影响的

回应，为系统的相互依存研究奠定了基础。[2]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步形

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双方和平共

处；另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会增加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在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理论流派中，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基础是能给双

方带来收益的较为紧密的贸易联系，而冲突带来的贸易中断必定会使双方“得

自贸易的收益”遭受损失，这一观点拥有深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在斯

密和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看来，一国繁荣发展源于市场规模的

扩大，其政策含义在于推动自由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在日益紧密的贸易联

系中，双方都可以获得福利改进。罗森克兰斯（Richard Rosencrance）基于

历史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相互依存研究指出，一种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

[1]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2]　Richard N.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Richard N. Coop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World Politics, Vol.24, No.2, 1972, pp.15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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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它极大地增加了和平的收益，通过国家间贸易实现和平发展已成为通

往繁荣甚至是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道路。[1] 罗森克兰斯的设想是美国应

从旧的军事力量竞争中重新定位，全力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中去，从而避免

核战争，确保繁荣。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时间与空间

对贸易的限制，并催生了新的贸易类型和贸易规则，世界因此变得更为扁平。[2]

各国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不断夯实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 

但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对相互依存和平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

相比国家繁荣，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才是优先目标。因此，政治考量优先于经

济考量，生存与安全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这也是国家愿意牺牲经济收益而

进行贸易制裁、中断贸易往来的根本原因。即便是经济收益，也会由于相对

收益和分配问题而使贸易双方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由于相互依存的非对

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存作为一种权力来源。[3] 新现实主

义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紧密的相互依

存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如果相互依存的各

国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

互依存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央控制的发展速度，相互依存便会加快战争的来

临。[4] 一些实证研究甚至表明，相互依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曲线型的，

低度到中度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对立争端的可能性，而广泛的经济相互依

存非但没有抑制冲突，反而增加了国家间军事化争端的可能性；尤其是高度

的相互依存，不论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都最有可能增加冲突。[5] 还有研

[1]　Richard N. Rosen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　[美 ]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

[3]　[ 美 ]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4]　[ 美 ] 肯尼思 •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第 167 页。

[5]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1, 1996, pp.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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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由于存在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全球相互依存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

残酷，并且有些领域国家之间的权力极端分化，后来的竞争者难以甚至是不

可能实现赶超。因此，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与后发崛起国之间的矛

盾不可调和，冲突难以避免。[1]

尽管两种观点对相互依存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未否认低政治领域

对高政治领域的影响，都存在以下共同的逻辑：一是贸易对福利有促进作用。

尽管经济收益不一定是国家的优先目标，但相互依存能够给双方带来经济收

益，否则国家不会有对外加强经济交往的动机。二是较高的相互依存会增加

发生冲突的成本。尽管一些国家可能不计成本挑起争端和冲突，但对理性国

家而言，冲突导致的“脱钩”损失将不会被排除在冲突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之外。

三是相互依存是一种影响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工具。尽管在经济等低政治

领域的相互依存可能对国家在军事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关系产生截然相反

的影响，但低政治领域与高政治领域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赋予相互依存更大

的能动性，为避免冲突或降低冲突的烈度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干扰中美

和平共处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双方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造成的，而需要从各

领域相互依存的程度与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二、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挑战

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就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双方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

客观需求，中美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

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2] 然而，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遭受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

[1]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1, 2019, pp.42-79.

[2]　“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9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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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数据显示，2020 年 10 月中美

关系分值为 -8.2，为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也创下 1951 年 7 月开启朝鲜战

争停战谈判以来的最低点。[1] 与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恶化不同的是，当前中

美关系急遽降温是发生在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相互依存不仅没有保障

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还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藉口，并带来两国关系剧

烈的波动，这使人们对两国相互依存的积极意义产生了怀疑。

之所以出现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情势，根源并不在于两国相互依存“过

度”，而是在于对相互依存的治理和管控不足，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相互依存。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中，要考虑器物、制度

和观念三个基本维度。在器物层面上，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商品和

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加快；在

制度层面上，原本具有“地方性”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尊重

或日益具有普遍适应性，同时世界的运转对非中性的国际规则高度敏感依赖；

从观念层面看，借助于传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

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交流与碰撞中呈现出趋同与分化的趋势。[2]

因此，中美相互依存的现实挑战也大体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

在器物层面，中美经贸交往出现负面影响。自 2017 年起，美国政府先后

对华输美产品启动“232 调查”和“301 调查”，不断升级两国经贸摩擦，两

国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干扰。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客声称，美国在中美经贸交往

中吃亏了，中国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中美贸易总体上对美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产生的是积极影响；[3]

[1]　相关数据参见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2012/20120415183809561
499053/20120415183809561499053_.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55 页。

[3]　Germán Gutiérrez and Thomas Philippon, “Declining Competi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3583, July 2017, https://www.nber.
org/papers/w23583; Christian Broda and John Romalis, “Inequality and Prices: Does China Benefit 
the Poor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March 10, 2008, https://www.etsg.org/
ETSG2008/Papers/Romalis.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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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工人甚至普通消费者均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1]但是，

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不同产业和领域、不同社会群体从中美经贸交往中所获

取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一些竞争力不足或下降的部门、产业和群体难免

会受到冲击。这种伴随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而出现的负面效应在中国也是一样，

但问题不在经贸交往本身，根源在国内政府治理能力与效率问题。同样，中

美贸易摩擦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平衡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频繁调整对

华贸易摩擦的范围、力度和节奏的原因，目的在于平衡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

团的利益诉求。

在制度层面，规则对接凸显利益分歧。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是当

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国际规则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甚

至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

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中美之间的经贸规则对接与融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各方利益。但是，

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国际规则体系的主导者占有了更多非中性规则收益。在

面临崛起的新兴大国和国际规则体系的新加入者时，美国仍极力维护国际规

则的垄断权，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与自身实力、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相

匹配的各种权力和权利。这导致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合理诉求被认为

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中国也被一些美国政客指责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多边贸易规则的破坏者，后者声称要对华实行新的“规锁”战略。事实上，

美国批准中国加入 WTO 和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并非导致美国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根本原

因，反而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实在的好处。[2] 同时，中国在遵守 WTO规则、

[1]　Zhi Wang et al., “R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rading with China on Local Labor 
Markets: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886, August 2018, revised on October 2018,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
w24886/w24886.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2]　Scott Lincicome, “Testing the ‘China Shock’: Was Normalizing Trade with China a Mistake?,” 
Cato Institute, July 8, 2020,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testing-china-shock-
was-normalizing-trade-china-mistake.（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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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贸易争端仲裁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并不比美国和欧盟等其他 WTO 成员

的表现差。[1]

在观念层面，威胁认知损害相互信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基于对中国

威胁的错误认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调整。2017 年 12 月，美国

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

力和利益提出了挑战，这将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2018 年 1 月，美国

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3]2020 年 5月，

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为了应对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

全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方针（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保护美

国利益并推进美国的影响力。[4] 在区域战略上，美国拉拢日、印、澳在印度

洋—太平洋区域加紧推进“印太战略”，旨在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综合

手段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并围堵中国战略空间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

美国还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中国涉海

主权和权益。美国的这些战略举措与行动，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

从而严重侵蚀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治基础。

[1]　Weihuan Zhou,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ing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9; James Bacchus et al., “Disciplining China’s Trade Practices at the 
WTO: How WTO Complaints Can Help Make China More Market-Oriented,”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5, 2018,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disciplining-chinas-trade-practices-wto-
how-wto-complaints-can-help.（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
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3]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4]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
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49

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的时代要求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发展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中美《上海公报》《建

交公报》《八一七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的关系准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通过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

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

增进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给我们的根

本启示是，“双方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

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1] 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

景下，无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基础都在经历新的重大变化。

面对中美关系的时代之变，唯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才能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

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具体而言，新型中美关系要实现以下

四个方面的超越。

一是超越确保相互摧毁的大国关系。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对

抗并未导致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全面战争，从而维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

长期和平。但是，这是一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核恐怖平衡，它使整个世界

时刻处于战争边缘的不安之中。自从核武器诞生后，有核国家都在考虑“拥

有多少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时任国防

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提出了“确保摧毁”标准并指出，

如果想制止对美国或其盟友的核攻击，美国必须拥有切实可靠的确保摧毁能

力。[2] 由此，确保相互摧毁便成为美苏相互威慑战略的核心内容。除了美苏

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冷战期间美苏长期和平的政策和条件还包括意

识形态的长期对立、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分化对手、忍受战略不透明、不

[1]　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第2版。

[2]　[ 美 ]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22 页。



50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完全但高度的经济隔绝等。[1] 毫无疑问，这些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基础上的

各种政策都与当今时代环境格格不入，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世界和平。

二是超越冷战思维的大国关系。冷战思维主要指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处理国家间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思维模式，其本质是一味追

求自身狭隘利益的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过去百余年来，国际秩序演变的主

要线索是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利用其相对实

力优势，开始谋求为其主导地位提供机制保障，推动建立了维护和拓展其霸

权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国际机构。同时，美国积极实施联盟战略，倾

力打造为其霸权服务的美西方联盟体系，推动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政府债务水平急遽攀升，

霸权体系的庞大支出难以为继。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大力推行“美国优先”

的外交政策，不仅要求贸易伙伴调节贸易顺差，实现所谓“公平贸易”，还

威胁退出多边制度体系，企图以遏制和讹诈的方式维持其霸权地位。事实证明，

在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时代，美国崇尚对抗和强权的冷战思维不仅

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得不到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在 2020 年美国总统选

举中，美国选民用选票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三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关系。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

必定会存在利益的分歧甚至是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零和

的。相反，只要围绕利益分歧和冲突展开谈判，所有各方能够实现非零和的

收益。根据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研究，谈判都是非零和的。这是

因为，任何基于冲突的谈判如果失败，则双方都会受损；任何通过谈判达到

的协议对双方来说都会比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要好。[2] 由此可见，不管多么严

重的冲突，都内在地包含促使冲突双方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即是双方都

[1]　[ 美 ]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9 年。

[2]　[ 美 ]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 年，第 19-

20 页。



51

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试图避免因谈判失败而受损，同时希望实现双赢。这为国家超越零和博弈、

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双边交往中，中美两国合

作领域日益拓展，合作基础日益牢固，共同利益日益广泛，并且在很多方面

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

实都表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四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美各自选择

了不同的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

要背景和前提。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美国政客鼓吹中国威胁，

将国内不断累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归咎于自身制度面临的外部挑战，甚至声

称对华接触政策未能实现改变中国的目标而全面失败，渲染双方意识形态对

立和制度之争。这些言论与主张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与

矛盾，还会损伤自身的制度自信。作为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中美

社会制度各有特色，也都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美完全可以相互尊重、

相互借鉴，实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针对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

波折，两国要重开对话、重启合作、重建互信，只要双方秉持客观理性态度，

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利益交融，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

化背景国家的和平共处之道。[1]

四、确保相互依存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中美关系尽管当前遇到各种困难，但终将要回到

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出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学习时

报》2020 年 12 月 14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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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些困难甚至波折不足为怪。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

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1]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奠定未来稳定发展

新基础的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基础绝不是要将两国关系退回到相互孤

立和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而是需要在

重要领域确保相互依存。

首先，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相互依存。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最

完整的产业链条，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

的国家。在全球 500 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 220 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一些产业的领先优势逐步确立，但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

链中低端，部分产业对外依赖度很高。据统计，在 26 类产业中，与世界差距

大和巨大的产业分别有 10 类和 5 类，占比 57.7%；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和极高

的产业分别有 2 类和 8 类，占比 38.5%。[2] 当前，中国的很多“卡脖子”技

术主要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对华进行科技打压的中高端芯片，80% 以上依

靠国外，其中都涉及美国技术。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是美国科技产品的重要

出口和消费市场。在贸易方面，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外汇来源国之

一，中国则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

相互依存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使两国不可能实现全面“脱钩”。在

美国政府推行“脱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要着力夯实中美产业链和价值链

中确保相互依存的国内基础，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

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推动形成中美更加对称和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要防范出现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脱钩悖论”。[3]

其次，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确保相互依存。贸易的迅速增长与国际贸易规

则的发展与完善相辅相成。当前，国际自由贸易发展之路已步入“基于规则

[1]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0 日，第 2版。

[2]　“中国产业链安全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60%安全可控”，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2019年10月21日，http://www.cinic.org.cn/xw/cjxw/641727.html。（上网时间：2020年10月9日）

[3]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4期，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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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修改或设立新规则来保障自

身利益并制约新兴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1]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和规则在

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种“退群”

行动，不是要放弃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而是企图有针对性地改造现有国际规则，

并主导国际体系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纪念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

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2] 这是有效应对各国之间矛盾与分

歧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原则。制度型开放是

对接现有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

放。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协调中美关系的

必要手段。当前，美国试图用新的所谓高标准国际规则抬升中国对接国际规

则的门槛与代价，阻碍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此背景下，中国要

不断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在加快对接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

则体系的同时，不断推动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新规则的

制定。

最后，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在一个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

高度的时代，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将实现自身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之上。在责任义

务上，要以公平为导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

成员都必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贡献，但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

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

差异。对中美两个大国来说，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全

球治理行动取得务实成果。美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强大的经济、金融、

[1]　张宇燕、牛贺：“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

2017 年第 2期，第 14 页。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2日，

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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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成员众多的联盟体系支撑；中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全球发展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

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

和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手承担责任，不断做大人类共同利益的蛋糕，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五、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赋予中美大国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在两国共同利

益不断拓展的同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也日益凸显，并因此给两国关系带

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

改变的情况下。为避免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

除了要摒弃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思维、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和制度

竞争思维，更要通过确保相互依存为其提供有力保障。

在新的历史时代，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

各国的民心所望。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需要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

确保相互依存，共同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

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

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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