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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系列报告之九

摘

要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美国政府从开始就本着“资本第一”的
指导原则，贻误抗击疫情最佳时机，导致疫情在美国全面暴发，美国
现已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疫情扩散不但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且对美国经济、总统选举、中
美关系等产生深刻影响。经济层面，疫情直接冲击美国制造业和服务
业等领域，股市大跌，失业率上升，持续多年的利好经济下行基本成
定局；政治层面，疫情对美国内政，特别是 2020 年总统选举的影响
正逐渐显现，使本来相对清晰选情蒙上阴影；对外政策层面，美国政
府的单边主义选择让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紧张；中美关系上，美国政
府的“甩锅”做法不但污染两国关系，也为两国疫情应对合作设置了
众多障碍。
本报告共分六部分，除引言和结语外，其他四部分着力分析疫情
对美国经济、政治、中美关系等方面影响，指出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大话和谎言无法有效抗击疫情。
报告强调，大疫面前，只有坚持“生命至上”，把百姓生命放在
抗疫的首位才是负责任大国的正确选择。只有强化抗疫合作，两国才
能为最终战胜新冠疫情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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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有两种不同的抗疫方
式：一种是“生命至上”，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暂停社会和经
济运行，在没有有效疫苗用于临床前，果断采取隔离措施，阻断病毒
传播，效果显而易见。另一种方式是“资本第一”，为商业利益和个
人政治而淡化疫情，从而丧失战机，导致疫情大暴发，百姓财产和生
命受到极大侵害。
美国政府的抗疫选择明显是后者。从“资本第一”政策出发，美
国失去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时机。2020 年 1 月 21 日，美国宣布发现首
①

个本土确诊病例。次日，特朗普总统说，政府“完全控制疫情”。 进
入 2 月，特朗普总统强调，疫情“不会在美国流行”、
“流行风险非常
低”、“就是流行性感冒”。2 月 10 日，他告诉各州长，“现在情况还
好，确诊 12 例，他们大都情况不错。”2 月 25 日，特朗普总统在印
度说，疫情“是会消失的”
。
“美国控制得很好，我们只有很少的人有
这种病，那些得病的人正在好转。”28 日，特朗普认为,新冠病毒是
民主党设立的“新骗局”，称民主党人“想利用俄罗斯打败我，没成
②

功。后来他们又试了弹劾骗局，又失败了。”

3 月 6 日，美国 24 小时确诊病例首次过百，恐慌情绪上扬。当
地时间 9 日，美国股市熔断。之后，在 10 天内，美国股市又熔断三
次。熔断由股民恐慌所致，也与美国政府的纾困举措太猛有关，连续
11 年的美股大牛市戛然而止。
①

“剑走偏锋的‘特朗普’式抗疫，不能拯救美国经济”，21 世纪经济报道，2020 年 3 月 19 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0-03-19/doc-iimxyqwa1678085.shtml。
②

“特朗普支持者称新冠病毒根本不存在，新冠病毒就是民主党的骗局”，新浪网，2020 年 3 月 3 日，

http://k.sina.com.cn/article_7054506972_1a47b3bdc00100pbq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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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美国确诊病例超过 600 人，死亡 26 人，特朗普总统
改口。13 日，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引用战时法案，准备征用必需
资源，抗击疫情。此时，美国确诊病例升到 1762 例。特朗普承认，
美国疫情严重，会延续到今年 8 月，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他说，
“早
①

在被定性为‘大流行病’”前，我就知道这点。” 《纽约时报》指出，
特朗普终于承认这是大流行病。截至 5 月 12 日，美国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超过 130 万，死亡已经超了 8 万人。
“资本第一”下的抗疫，美国必然把利益集团和特朗普本人政治
需要当成政策出台的参照系。在问及为何富人和名人可享受优先检测
等医疗保障时，特朗普总统答，
“这就是人生。”信誓旦旦保护人民的
政客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国会议员早知疫情扩散的危险，提前把
股票抛出。2 月 13 日，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伯尔抛售 33 只股
票，折现 234.8 万美元。伯尔等人说，完全是参照媒体报道或是理财
②

顾问建议折现，与政府决策无关。 辩解苍白无力，伯尔等议员 2020
年 2 月就参与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决策，对美国疫情的发展十分清
楚，抛售股票有内幕交易之嫌。让百姓感到政客虚伪的是，公开场合，
伯尔等人异口同声告诉股民，疫情可控，大家不要怕。

①

2020 年 3 月 11 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病”。

②

“美股大跌前，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抛售大量股票”，新浪网，2020 年 3 月 21 日，

http://k.sina.com.cn/article_6072264100_169ef65a400100rbn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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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迟缓，抗疫挑战重重
因政策混乱、行动迟缓、疾控体系漏洞、抗疫物资不足等因素，
美抗疫工作正面临严峻挑战。
（一）疫情迅速在全美蔓延
目前，国会、国防部、国务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国家航空
航天局等部门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特朗普一位侍从官和副总统彭
斯新闻秘书确诊，白宫西翼办公区已要求工作人员在楼内全程佩戴口
罩。海外和本土军人中，以及“罗斯福号”航母和多艘海军舰艇上暴
发疫情，促使国防部部长埃斯珀下达人员流动限制令并暂停多项军事
演习。
因联邦政府未及时发布全国数据和检测不到位，舆论推测美实际
疫情比公布的严重。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承认，一些“流
感”死亡病例可能死于新冠肺炎。3 月 17 日，《纽约时报》指出，疫
情流行和物资短缺将持续 18 个月。

①

3 月 17 日,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主任福奇表示，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5 天后达到峰值，会
有 10 万人死亡。
（二）不断升级抗疫措施
随着疫情加重，联邦政府和各州不得不升级抗疫行动，
“全政府”
应对新冠疫情进一步扩散。
一是成立应对工作组。1 月 29 日，白宫成立工作组，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部长阿扎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安会、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
务院、国土安全部、交通部等多个部门。2 月 26 日，特朗普总统任
①

Peter Baker and Eileen Sullivan, “U.S. Virus Plan Anticipates 18-Month Pandemic and Widespread Shortag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plan.
html?searchResultPositi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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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副总统彭斯全权负责指挥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
二是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3 月 13 日，特朗普总统宣布，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
，启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8 号紧急支援功能”，
①

敦促各州立即建立紧急行动中心。 18 日，特朗普宣布，援引 1950
年《国防生产法案》，扩大国内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生产规模。

②

三是扩大旅行禁令。1 月 28 日起，美先后从武汉、“钻石公主”
号游轮撤侨，对撤回侨民实施隔离，这是美国 50 年来首次发布联邦
隔离令。美国禁止曾前往中国、伊朗、申根国家、英国、爱尔兰的外
国人入境，关闭美加、美墨边境。3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全球旅行
最高级别第四级警告。特朗普建议，民众避免 10 人以上聚会，避免
随意外出或赴酒吧、餐馆、体育馆等场所。白宫、国会山、最高法院、
国防部等部门对公众关闭。
四是出台多轮救助计划。3 月 6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 83 亿美元
的应急疫情响应资金法案，用于研发疫苗、治疗药物和检测设备、购
买医疗设备，向州和地方发放 4 亿美元。3 月 13 日，国会再释放 500
亿美元政府金，协助各州控制疫情。18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第二轮
救助法案，包括免费开展新冠病毒检测、支持疫情期间带薪病假、扩
大失业保险、扩大食品补助等措施。23 日，美联储宣布出台无限量
量化宽松（QE）政策。27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纾困金额高达 2.2 万
亿美元的第三轮经济刺激计划。4 月 24 日，特朗普签署第四轮救助
法案，将对小企业和医院提供价值 4840 亿美元的救助。
①

White House, “Proclamation on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Concern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March 13,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declar
ing-national-emergency-concerning-novel-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outbreak/.
②
Yelena Dzhanova, “Trump invoked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Here’s how he can use its powers,” CNBC,
March 20,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3/20/trump-invoked-the-defense-production- act-heres-how-hecan-use-its-pow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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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地方政府自救。
全美 50 个州和华盛顿特
区相继进入“灾难状态”，
以调动更多医疗及人力
资源应对疫情。纽约州设
立全美首个隔离区，加州
宣布“封城令”。各州颁
布不同程度的“居家令”，

美国纽约公共场所相继关闭

关闭学校、餐饮设施、文娱场所等。
六是军方介入。美军派遣医院船，修建野战医院，支援抗疫。国
防部长埃斯珀表示，将动员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帮助各州抗疫，调拨
500 万只 N95 口罩及其他防护装备，支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七是与私营部门合作。特朗普总统与各大保险公司总裁会晤，达
成协定，各类医疗保险承担更多检测治疗费。零售商和药店开设免下
车检测站点，汽车厂、酒厂、纺织厂等转向生产呼吸机、洗手液、口
罩等物资，谷歌公司推出筛查网站。白宫和能源部与 IBM、亚马逊、
微软、谷歌、惠普等企业，及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联合设立“COVID-19
①

高能运算联盟”， 动员超级计算机为抗疫提供服务。
（三）联邦政府抗疫不力遭质疑
疫情在美蔓延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应对迟滞、政策混乱和检测能
力不足等，引发各界批评。
一是初期对疫情重视不够。美国政府最早对华发布旅行禁令，对

①

White House, “White House Announces New Partnership to Unleash U.S. Supercomputing Resources to Fight
COVID-19,” March 23,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white-house-announces-new-part
nership-unleash-u-s-supercomputing-resources-fight-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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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病毒传播不以为然。因为对国际机制不信任，美国没接受世卫组
织发放的检测设备，错过“防疫黄金期”。福奇博士直言，美新冠肺
炎检测工作“是一次失败”。

①

世卫组织专家组长艾尔沃德指出，美

国医保体系审批速度慢，救治费高，致使不少民众犹豫而耽误救治。
二是政治考量致政府淡化疫情。2020 年正值美国大选年，特朗
普总统坚称疫情完全可控。白宫还要求政府机构对疫情统一口径，新
冠疫情会议视为“机密”，禁止对媒体扩散。国防部长埃斯珀警告军
队，不要做与总统所传信息相冲突的决定。此举限制信息传播，不利
于及时有效应对疫情。
三是党派斗争阻碍疫情应对。两党就疫情争论不休，相互指责。
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将疫情“政治化”，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制造恐
慌，指责前政府规则掣肘选项，指责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应对 H1N1
流感表现“史上最差”。民主党则指责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参议院
少数党领袖舒默抨击特朗普花很多时间指责媒体和民主党，淡化新冠
肺炎疫情威胁。共和党呼吁给制药企业经济刺激，鼓励药物研发，民
主党要求取消制药企业生产疫苗和药物的知识产权保护，降低药价。
四是抗疫行动缺乏协调。联邦政府只出台指导意见，具体执行取
决于地方政府。特朗普敦促各州自购医疗设备，不要等联邦政府介入，
引发地方政府批评。纽约州长科莫表示，州政府需要联邦政府给予援
②

助，呼吁联邦政府发挥应有作用。 联邦政府领导缺位使各州出台不
同防控措施，各州缺乏政策协调，出现医疗资源竞争现象。美国医疗
①

Noah Higgins-Dunn and William Feuer, “Top US Health Official Says Coronavirus Testing System Is ‘Failing,’
Cases Now Confirmed in 44 States,” CNBC, March 12,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3/12/top-us-health-official-says-coronavirus-testing-system-is-failing.html.
②
Alexa Lardieri, “Cuomo Lashes Out at Feds, Warns Coronavirus Peak is Coming Soon,” US News, March 24,
2020, https://www.usnews.com/news/health-news/articles/2020-03-24/new-york-gov-andrew-cuomo-lashes-outat-federal-government-warns-coronavirus-peak-is-coming-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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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分散，除公立实验室和医院，大学和私营诊疗企业也开实验室，
后者无需向美疾控中心汇报，造成疫情统计漏洞百出。
五是疾控体系长期被忽视。国会预算制定时，疾控及预防和公共
卫生基金常年面临质疑，只有发生疫情后，如埃博拉、寨卡等，才得
到国会重视。特朗普上任后，白宫取消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对流行病的
专门职位。
（四）“美国优先”抗疫政策引发外交摩擦
在“资本第一”的抗疫原则下，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
动，试图将抗疫不力的责任转嫁给他国，引发外交摩擦。
一是对欧发布旅行禁
令。特朗普宣布根据《移民
和国籍法案》
，3 月 13 日起
对过去两周去过申根 26 国
的外国人推出为期 30 天旅
行禁令。 欧盟随即发表声
明，反对美在未经协商情况
下单方对欧实施旅行禁令。
①

美欧旅行禁令生效前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特朗普总统表示，事态紧急，没时间与欧洲讨论此事。3 月 16 日，

七国集团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称，协调各项措施，实现经济强劲增长
并防范下行风险。但美国政府的抗疫政策让七国集团分歧严重，陷入
信任危机，联合抗疫面临重重障碍。
二是阻止伊朗、委内瑞拉等国获得防疫物资。美伊打起“口水仗”。
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伊朗政府抗疫不力、信息不透明。伊朗总统鲁哈尼
①

Silvia Amaro, “EU condemns Trump’s coronavirus travel ban, imposed ‘unilaterally and without consultation’,”
CNBC, March 12, 202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oronavirus-covid-19-eu-donald-trump-us-condemnseuropean-travel-ban-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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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新冠疫情成为各国共同威胁之际，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不
仅非法和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且不人道，是对全人类的集体惩
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要求美国取消对委“不公正和非法的制裁”。
三是借疫情对中国“污名化”。一些美国政客抛出“中国不透明
论”、
“中国道歉论”、
“中国耽误论”
、
“世卫组织渗透论”等论调，以
及“生化战计划”
“实验室泄露”等“阴谋论”。特朗普总统无视世卫
组织要求，在推特上提及“中国病毒”，煽动国内仇华反华情绪。国
务卿蓬佩奥也用疫情抹黑中国，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四是借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美国聚焦疫情对中国经济运行
和产业冲击，重提中国“经济崩溃”论，炒作“中国供应链安全威胁”，
呼吁对华谨慎投资，敦促美企移出中国。商务部长罗斯断言，此疫有
助于美就业回流，反映出美政客的心态。白宫准备促使医疗供应链从
中国等国转回美国，降低对外国药物依赖。
五是借疫情推动“台独”以达到“以疫遏华”的目的。美国借疫
情大打“台湾牌”。1 月 31 日，联邦众议院“共和党医师连线”16
位众议员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就世卫组织至今仍将台湾排除在外
“深表关切”
，让台湾出席 5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卫组织大会。3 月
18 日，美台发布“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布将开展快筛检验试
剂、疫苗和药品研发，在专家交流及防疫用品生产等方面展开合作。
3 月 26 号,特朗普签署所谓的“台北法案”,要求美行政部门以实际
行动协助台湾巩固所谓“邦交”，并支持台湾以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参
与国际组织等。国会以支持台湾抗疫为由，推动一系列涉台立法。例
如，国会众参两院分别提请“台湾主权象征法案”，要求美政府允许
台官员在美从事活动时可展示或佩带“国旗”标志或穿军服。

10

美国式抗疫：“资本第一”还是“生命至上”？

二、疫情将导致美国经济下行
“资本第一”下的抗疫出发点是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政治领导
人的“羽毛”
。美国政府在竭力把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现在看，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有不少困难。
2019 年美国经济总体温和增长，全年增长率达 2.3%，市场对美
国经济在大选年表现的预期普遍乐观。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扭转
对美国经济全年表现的预期。2020 年全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概率不
小，制造业空心化、就业结构性问题、债务高企、金融资产估值过高
等内生矛盾进一步暴露。所谓“特朗普繁荣”会在 2020 大选年结束。
（一）疫情对美国经济的整体影响
第一，经济衰退概率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4 月发布的报告认
为，2020 年世界经济年增长率将由 1 月预测的 3.3%下降至萎缩 3%，
较 1 月份 3.3%的增速预测大幅下调 6.3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将萎缩
①

5.9% 。经合组织 3 月将
2020 年世界经济全年增长
率由 2019 年 11 月预测的
2.9%下调至 2.4%、将美国
经济全年经济增长率由
2019 年 11 月预测的 2.0%
下调至 1.9%。

②

特朗普总

统承认，疫情会持续到七八

美智库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将下滑 8%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s, April 6,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②
OECD Interim Economic Assessment, “Coronavirus: 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 March 2, 2020,
http://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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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美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第一季度经
济收缩 4.8%，创十年来最差表现。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第二季度
和全年美经济增速分别为-38.9%、-5.6%。
随着疫情加剧和金融市场波动，3 月上旬，美国 10 年期和 30 年
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跌破 0.9%、1.5%，双创历史新低，预示市场对经
济衰退预期不断上升。
第二，引发失业率上升。2 月美失业率为 3.5%、创 50 多年来的
①

最低水平。随着疫情加剧，未来三个月失业率将升至 8%以上， 3 月
17 日，财长姆努钦与共和党参议员会面时称，美经济将比 2008 年金
②

融危机更糟糕，若政府不干预，失业率可能推高至 20%。

近期，各

州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攀升，出现因申请过多网站崩溃情况。3 月 9 日
-15 日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 28.1 万人（超过预期的 22 万
③

人）， 创 2017 年 9 月以来新高。出于对失业率飙升和对选情影响担
忧，3 月 19 日特朗普要求州官员推迟公布就业和失业救济申请数据。
4 月，美国失业率飙升至 14.7%,创大萧条以来最高值。
第三，冲击美制造业和美企供应链。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已出现。
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数据，2 月全国工厂活动指数从 1 月份的 50.9
④

降至 50.1。 3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大幅弱于预期（4.4）跌至-21.5
（前值 12.9），创 2009 年 3 月以来新低。3 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骤
降至-12.7，创最大降幅记录。2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0.7%，低
①

“As jobless claims surge, unemployment rate could reach 8 percent,” Newsweek, March 19, 2020,
https://www.newsweek.com/jobless-claims-surge-unemployment-rate-could-reach-8-percent-1493212.
②
“Mnuchin warns senators of 20% US unemployment without coronavirus rescue, source says,” CNBC, March
18,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3/18/mnuchin-warns-senators-of-20percent-us-unemployment-withoutcoronavirus-rescue-source-says.html.
③

“美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大超纪录”，新华网，2020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1/c_1210523495.htm。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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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值和预期值，创去年 8 月来新低。4 月美国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降至 36.1,创 2009 年 3 月以来新低,连续第二个月萎缩。
疫情打击中国及东亚生产和出口能力，中日韩共占美进口超四分
之一，占美国电脑和电子产品进口的一半以上，对美科技、电子产品、
机械制造、服装等多个行业企业的供应链都产生影响。供应管理协会
（ISM）前瞻性新订单分项指数从 1 月的 52.0 跌至 2 月的 49.8，进
口订单跌至 2009 年 5 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时，供应商交付投入的时
①

间大幅增加突显原材料短缺。 根据摩根士丹利 2 月对 857 家美国企
②

业的调查， 76％受访企业表示，其公司终端需求链或供应链在中国
或两者都在中国。43％的受访企业表示，其公司面临从中国采购的困
难。若中国生产中断持续 4-6 周，则该比率将上升至 86％。供应管
理协会（ISM）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针对 628 家美国企业的调查显示，
③

疫情导致超半美企供应链中断，超过 44%的受访企业表示没有解决

中国供应中断的计划，62%的受访企业称在接收来自中国的订单时遇
到延迟。美国中国商会、美国上海商会和普华永道在 2019 年 10 月和
2020 年 3 月针对近百家在华经营的大型美企调查显示，超过 70%的受
访者没有计划将生产和供应链业务或采购转移出中国，约 40%的受访
者表示无论新冠疫情影响如何其中国的长期供应链战略将保持不变。
疫情对美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冲击效应带来“重置产业链”的讨论。
工商界、智库呈现出对重置供应链的讨论。根据摩根士丹利对 857 家
美企调查，57%的受访企业表示除中国以外将能获得产品或来自其他
①

“U.S. manufacturing sector stalls as coronavirus hits supply chains,” Reuters, March 2,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conomy-manufacturing/u-s-manufacturing-sector-stalls-as-coronavirus-hit
s-supply-chains-idUSKBN20P29T.
②
“Covid-19 Impact: What is the spillover impact on the US corporate sector?” Morgan Stanley, February 20,
2020.
③
“COVID-19 Survey: Impacts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March 11, 2020,
https://www.instituteforsupplymanagement.org/news/NewsRoomDetail.cfm?ItemNumber=31171&SS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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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部件，多数面临从中国采购困难的行业已将订单转移到他国。
第四，消费信心回落，服务业受冲击明显。疫情波及和停滞绝大
多数领域日常消费活动，旅游、餐饮、零售等领域受打击明显。3 月
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5.9，大幅低于 2 月（100.9），降至 2019
年 11 月以来低点。2 月美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0.5%，创 2019 年 1
月以来新低。

①

3 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8.7%,创 1992 年以

来最大环比降幅。美航空业受打击严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估计全球
②

客运航司今年损失高达 1130 亿美元， 美近 10 家客货运航空公司正
寻求政府约 500 亿美元援助，波音公司股价今年以来暴跌超 70%。梅
西百货、苹果公司等零售巨头皆宣布关闭在美门店。
（二）触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最集中体现在 3 月以来金融市场剧
烈动荡。此外，美债收益率和黄金价格走低。对本轮美国和全球金融
市场动荡是否已形成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是各方讨论焦点。此次动
荡体现为金融资产遭大幅抛售和流动性危机，是否会发展演变形成以
大金融机构倒闭、个人家庭企业部门乃至主权国家出现债务偿付危
机，蔓延成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危机尚待观察。
第一，美股历史性剧烈暴跌。疫情恐慌情绪，叠加对美股估值过
高（如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未来一年预期市盈率超 19，创 2002 年以
来最高）
、企业负债规模极重（企业债首次超过 10 万亿美元）、企业
债收益极低等因素担忧，美股三大指数在 3 月 9 日、3 月 12 日、3
月 16 日、3 月 18 日分别熔断四次，道琼斯指数跌幅分别达到 7.8%、

①
②

本段上述相关数据来自 Wind。

“IATA Updates COVID-19 Financial Impacts -Relief Measures Needed,”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March 15, 2020, https://www.iata.org/en/pressroom/pr/2020-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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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9%、6.3%。此轮美股暴跌结束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
股超 10 年大牛市，抹平特朗普当选以来所有涨幅。一个月内，美股
跌去三分之一，并在 10 天内触发四次熔断，市场恐慌情绪飙升，VIX
恐慌指数超过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峰值。
第二，全球金融市场遭遇海啸。除美股外，欧洲、亚太、大洋洲、
中东等主要国家股市同期暴跌。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一月来走出 V
型，体现市场对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担忧，体现美元作为避险资产作
用和对近期刺激政策的反应。受经济衰退和国际油价重挫影响，截至
3 月 18 日 NYMEX 原油价格跌至 23 美元，创 2002 年以来新低。此外，
黄金、白银、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跌。黄金作为传统避险
资产遭减持，体现市场流动性紧张的严重担忧。
（三）美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及评价
面对疫情带来经济冲击，美国政府推出系列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
政策。单就金融市场短期表现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美股流动性
依然紧张。
第一，推出财政刺激计划。3 月 6 日，特朗普签署 83 亿美元紧
急支出法案，用于医疗设备发放和疫苗研发等支出。3 月 13 日，特
朗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释放额外 500 亿美元资金应对疫情。随
后美国政府提出 8500 亿一揽子刺激计划，包括 500 多亿美元用于支
持航空业；2500 亿美元用于支持小企业；5000 亿美元用于通过直接
支付或削减工资税以向个人派现等。民主党议员也在制定一揽子计
划，包括对医院提供更多援助；扩大失业保险；为小企业注资；加大
儿童护理帮助和对老年人的食品援助等。围绕法案，两党博弈，双方
都支持行业救济，但在救济哪些行业、工人带薪休假等问题上存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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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3 月 18 日，第二项法案已获众参两院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
内容包括免费开展新冠病毒检测；支持疫情期间带薪病假；扩大失业
保险；扩大食品补助等。3 月 25 日，两党在国会就 2 万亿刺激计划
达成一致，参议院通过该方案。4 月 23 日，特朗普签署 4840 亿美元
经济援助法案，着力援助小企业、医疗体系及扩大病毒检测。
第二，美联储降息和推出量化宽松计划。2019 年美联储三次降
息，市场普遍预测 2020 年初不会继续降息。一月议息会议也是维持
现有利率不变。由于疫
情发展迅速，美联储认
为，经济预期发生重大
变化，鲍威尔表态将针
对疫情发展采取适当措
施。美联储 3 月 3 日降
息 50 个基点，3 月 15
3 月 26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 2 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

日又降息 100 个基点，
启动 7000 亿美元量化宽

松计划（回购 5000 亿美元美国国债和 2000 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
，宣布 3 月 26 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零。两次降息皆在非
议息会议时宣布，下调幅度超预期，联邦基金利率已下降至 0-0.25%
的历史最低水平，趋近“零利率”。
除降息外，还向市场注入流动性。3 月 3 日，美财长姆努钦和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开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电话会，各方表示加强财政
和货币政策合作。13 日，财政部和美联储宣布，争取提供“不设限
的流动性”
。美联储 15 日宣布与加拿大、英国、日本、瑞士的央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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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央银行建立美元互换安排，19 日宣布另与澳大利亚、巴西、
墨西哥、丹麦、韩国、挪威、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典的央行建立互换
安排，以期缓解全球流动性压力。3 月 17 日，美联储启动商业票据
融资机制，上一次使用该措施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财政部宣
布通过外汇稳定基金将为该机制提供 100 亿美元的信用保护，此举旨
在缓解商业票据市场的流动性。美联储还宣布启动一级交易商信贷机
制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为相关机构提供流动性。
3 月 23 日，美联储召开紧急会议，推出不设上限额度、开放式
的量化宽松计划，内容包括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建立新项目提供共达 3000 亿美元的新融资，支持雇主、消费者和企
业的信贷流动；建立两个贷款机制来支持对大型雇主的信贷；建立第
三个贷款机制以支持对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流动等；扩大货币市场共
同基金流动性工具和商业票据融资机制等，以期注入更大的流动性，
进而稳定市场。
美国在考虑程度更大的市场救济措施。3 月 19 日，特朗普表示，
支持政府收购寻求救助的企业股权，如航空业、邮轮业、酒店业等。
这是一项非常规政策，通常美国企业出于对控制权的担忧不欢迎政府
收购。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为救济汽车业入股通用汽车。
第二，市场对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反应低于预期。美联储两
次降息未能缓解金融市场恐慌，降息落地后美股加速暴跌。市场普遍
认为，降息已致利率达历史最低，标志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不大。降息旨在扩大需求，在疫情蔓延情况下不能刺激需求，收效不
大。货币政策能缓解流动性紧张，但难以解决实体经济衰退风险。美
联储现阶段推出诸项融资机制，短期可缓解非金融企业、交易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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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金等机构的流动性紧张问题，但难从根本上解决股票市场、债权
市场等流动性问题。财政刺激政策亦然，宽泛地刺激需求无法解决问
题，有效控制住疫情才能扭转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和预期。3 月 23
日，美联储推出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当天美股市场表现低迷，市场对
这项规模和程度都几乎史无前例措施的有效性存疑，效果尚待检验。
（四）疫情影响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
疫情暴发以来，美方一直关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问
题，认为就现有及未来疫情发展看，两国很难按照预期落实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疫情会影响下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达成。
第一，疫情冲击中国经济，需求放缓。美方担忧中美第一阶段中
方扩大采购美方产品的落实面临困难。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表
①

示，第一阶段协议受到疫情影响，特别是对中方采购量产生影响。 白
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由于疫情，第一阶段协议对美国带来出口繁
荣将需要更长的时间。

②

第二，有观点认为，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国向中国出口 2000 亿美
元额度商品，特别是农产品和能源产品，本身存在困难。美国农业部
长珀杜表示，如果疫情影响中国大规模购买能力，美国应宽容对待。
③

④

国际能源署 3 月对于全球石油市场的预测显示， 疫情将打击全球石

油需求，2020 年第一季度需求将比去年同期每天下降 43.5 万桶。中
①

“Robert O'Brien suggests Phase One trade deal with China will be impacted by coronavirus,” CBS News,
February 12, 2020,
https://www.cbsnews.com/news/coronavirus-news-robert-obrien-suggests-phase-one-trade-deal-with-china-will-be
-impacted-by-coronavirus/.
②
“Coronavirus likely to affect timing of phase one trade deal,” Marketplace, Feb 14, 2020,
https://www.marketplace.org/2020/02/14/coronavirus-phase-1-china-us-tariffs/.
③

“China announces tariff cuts as part of phase 1 deal despite coronavirus outbrea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6,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2/06/china-announces-tariff-cuts-as-part-of-phase-1-deal-de
spite-coronavirus-outbreak-111323.
④
“Oil demand set for first fall in a decade as virus takes toll: IEA,” Reu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
reuters.com/article/us-iea-oil/iea-says-virus-outbreak-to-shrink-first-quarter-oil-demand-idUSKBN207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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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占 2019 年全球石油需
求增长四分之三，受疫情
影响石油进口量将随之
下降。
第二，面临疫情，中
美仍努力落实第一阶段
协议。1 月以来，中美如
约履行协议相关条款。美

中美工商界人士期待两国经贸关系改善带来更多机遇

方宣布，对中国 3000 亿
美元商品清单中第一部分约 12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 15%降至
7.5%，并先后公布多批涉 3000 亿美元、2000 亿美元和 340 亿美元加
征关税商品清单项下的产品排除公告，其中包括手套等防疫医疗产
品。中方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约 75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的税率分别
由 10%调整为 5%和由 5%调整为 2.5%，对美加征关税 600 亿美元商品
开展排除措施，宣布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对原产于
美国物资不加征关税，已加征税款予以退还。此外，中方还解除对美
禽类和禽类产品进口限制，执行协议其他相关涉农业条款。

①

①

根据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官方网站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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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给 2020 年大选蒙上阴影
进入 2020 年，特朗普全力争取连任，拜登有望获得民主党提名。
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大选博弈将更激烈，呈现不确定前景。特朗普总
统之前获胜机会较大的选情会随着疫情变化而变化。
（一）疫情加剧政党极化和美国政治危机
疫情暴发前，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成为压倒性趋势。凭借超高
党内支持率与稳固的基本盘，特朗普以极具争议的执政方式有效塑造
了共和党的政治议程与风向。经过 2018 年中期选举的洗牌，共和党
内右翼民粹力量继续壮大。同时，共和党内涌现“退休潮”，反对特
朗普的老建制派纷纷退场，被“迷你特朗普”们取代。
共和党人在投票行为上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在几乎所有议
题上都与特朗普站在一起，这是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与特朗普本人深
度捆绑的直接产物，如在几次纾困法案讨论上，党派界限分明。有关
民调显示，选民对特朗普应对新冠肺炎的评价呈现鲜明的党派立场划
线，8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认可，而 83%的民主党选民则表示反对。 短
期看，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存在稳定的选民基础，不太可能受特朗
普连任结果的影响而轻易终结。
民主党遭遇“民主社会主义”浪潮冲击，党内撕裂在所难免。拜
登有可能利用应对疫情不力来攻击特朗普总统。过去三年多来，以桑
德斯、沃伦、科尔特斯等人为代表的左翼民粹力量得到长足发展，正
以十分强劲的势头争夺民主党内的主导权。年轻民主党选民对“民主
社会主义”政策议程的广泛支持，推动民主党大幅向左转，“全民医
保”、
“免费大学教育”、
“绿色新政”等左翼主张登上民主党主流政治
舞台，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话语中脱敏。随着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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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桑德斯退选，拜登已成为民主党唯一总统参选人。尽管前总统奥巴
马、桑德斯、沃伦等人均为拜登背书，但党内左翼选民会否全力支持
拜登还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民主党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弥合
或管控党内分歧，可能葬送大选前景。
疫情成为影响当前政治危机的最大不确定因素。疫情的暴发及其
应对凸显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治理困境，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正成为特朗
普政府应急处理的灾难性事件。两党均十分重视疫情走向对大选的可
能冲击，推出于己有利的解决方案。民主党人侧重支持工薪阶层，反
对给予大企业巨额救助，共和党人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向美国人发
放现金，还考虑为奥巴马医保设立特别登记周期以便民众加入，显示
出与自身理念并不相衬的大政府倾向。由此，特朗普被民主党人、科
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指责是“社会主义者”。 由于疫情仍在
继续发酵，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程度尚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这
一事件成为政党恶斗新的延续。
（二）疫情影响特朗普执政和竞选团队整合
至少在疫情全面暴发前，特朗普的选举安排应是有条不紊地推
进。2019 年下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有两项重要的人事调整：一是
擢升马克·埃斯珀为国防部长，填补马蒂斯离职后半年多的权力真空。
此举正值美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快速变化，如美国与伊朗的摩擦、与
中俄战略博弈加剧、叙利亚局势和阿富汗战争久拖难决、美土新矛盾
以及委内瑞拉事态发展等，特朗普亟需理念相近的埃斯珀来稳定局
面，避免应对不力引发更大危机。
二是解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特朗普上台以来，国
安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特朗普更信赖侧近人士的意
见，而博尔顿行事高调、理念激进的作风越发成为白宫内部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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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特朗普将其替换为更加忠诚的罗伯特·奥布莱恩，显然是为大
选铺路。这两项任命是特朗普针对内阁团队的重要洗牌，旨在挑选符
合自己理念且绝对忠诚的人，为竞选连任服务。弹劾调查启动以来，
特朗普不断充实竞选团队，清理白宫和国务院内部被认为不忠的官
员，重新启用前白宫通讯主管霍普·希克斯和前私人助理约翰尼·麦
肯蒂等亲信，任命关系甚密的国会众议员马克·梅多斯为白宫幕僚长，
相关调整仍在继续。
自 2019 年 6 月正式启动连任选战以来，特朗普较早布局大选，
在人员、经费、广告等方面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尽管初选并无有力
竞争对手，特朗普仍开展大量竞选活动，多次亲临现场进行拉票。这
首先在于吸引关注度，伺机打击民主党的主要对手，更重要的是与选
民建立先期联系，动员更多支持者出来投票。在弹劾案的催票效应下，
特朗普的选战活动收到积极效果，选民投票热情高涨。但随着疫情的
加重，特朗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应对之中，连任选战将不可避免受到
影响，未来竞选活动如何开展，仍是未知数。
（三）疫情成为重要竞选议题
盖洛普 1 月民调显示，医保、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枪支政策、
教育、经济是选民认为最重要的五个议题。49%的民主党选民将医保
视为最为重要的议题，第二、三位分别是枪支政策（46%）和气候变
化（44%）
，而 38%的共和党选民将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视为最重要的
议题，经济和移民（均为 30%）紧随其后。疫情发展使之成为重要的
竞选议题。
首先，疫情令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大幅上升，危及选情。特朗普上
台以来，美国经济延续增长周期，失业率达到五十年来最低水平，工
资收入缓慢增长，民众对个人经济前景的信心明显增强，对特朗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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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经济表现的满意度远超
其他议题。盖洛普 2 月民
调显示，59%民众认为经济
状况比上一年好，是自
1976 年以来的最高值，而
共和党人显然比民主党人
乐观得多。
但疫情的全球性蔓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的记者会上讲话

尤其是美国疫情的加重，
令市场信心大幅受挫，股市几度触发熔断机制，跌回特朗普就任之初
的水平。特朗普将经济及股市视为其首个任期的最大政绩和连任战的
主要法宝，近期的动荡使其大为紧张。由于美国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
制，居家令和社会隔离政策尚未完全取消，国内经济的短期停滞已经
出现，经济衰退风险大幅上升，这将持续冲击特朗普的选情，可能成
为本年度的“黑天鹅”事件。
其次，医保成为本次大选最为重要的议题。从民主党初选民调看，
选民普遍将医保视为最为关心的议题。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引发
公众不满，特别是早期医保未覆盖病毒检测治疗等相关费用，导致许
多民众需自费支付相关费用，医保正成为本次大选的关键战场。为此，
特朗普政府推动医保公司覆盖新冠肺炎相关治疗费用，以及全民免费
检测，但临时应对措施难解民众心中忧虑。疫情为民主党选情提供助
力，桑德斯主张的“全民医保”大受欢迎，拜登拥护的奥巴马医保方
案也得到不少支持，特朗普将面临来自民主党的巨大挑战。
最后，特朗普对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双重打击，目的在于缓解部分
白人群体的文化和经济焦虑，为连任增添筹码。针对近期疫情应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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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不满情绪，特朗普政府继续炒作移民议题，一方面鼓吹边境墙可
有效阻隔疫情蔓延，指称民主党需对此负责，另一方面炒作“中国病
毒论”，试图挑起种族仇恨。这些行为符合特朗普一贯的竞选策略，
但疫情已严重到难以简单甩锅了事，在选情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
下，特朗普冒险举动可能起到反作用。
（四）疫情对 2020 年总统选举的影响正在彰显
此次新冠疫情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竞争为疫情增添
政治色彩，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的应对效率。美政府如何应对疫情迅
速成为选民关心的议题，使寻求连任的特朗普面临巨大挑战，也给后
续竞选活动造成阻碍。
1.新冠疫情冲击特朗普选情。虽然已经历过“通俄门”和弹劾案，
许多美国学者和媒体都认为，新冠疫情才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遇到
的最大挑战。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管控不力，引发美公众对政府的
信任危机。疫情严重冲击美国经济，或使特朗普失去其最大竞选筹码。
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国内疫情反应迟缓，问题层出不穷。特政府
早在 1 月下旬就成立了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通过卫生部下属
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支持莫德纳治疗公司开发疫苗，通过媒体和
新闻发布会表达特朗普总统对疫情的关注，提出针对中国的旅行禁
令。在此期间，许多媒体、专家都认为美国应该警惕疫情带来的风险，
呼吁美政府提早准备，但特朗普从 2 月底才开始真正关注新冠疫情。
一些学者认为美政府贻误了中国为世界争取的短暂“窗口期”。
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席斯蒂芬·莫里森曾发表文章认可中国政
府在建设武汉紧急医疗设施方面取得的非凡进展，认为中国政府强大
的全国动员能力和控制措施为中国境内其他地区及包括美国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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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 美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提到，中国采取严厉
措施对抗新冠疫情为美国争取了时间，但美没有利用好这个时间。

②

特朗普政府淡化疫情影响，信息透明度和真实性遭质疑。特朗普
不断释放与卫生领域专家、学者相矛盾的信息。2 月下旬以来，特朗
普多次公开发表对疫情看
法，认为美面临风险较低、
感染病例正在下降、政府有
信心应对疫情等，还将新冠
肺炎与流感混为一谈，而这
些说法与疾控中心官员及卫
生领域专家意见相左。特朗
普在讲话中否认世界卫生组

美国纽约一家医院外，医护人员在救护车旁待命

织官员所发布 3.4%的死亡
率，称那是错误的。
在对抗疫情的过程中，特朗普继续表现出不专业和不认真的态
度。3 月 2 日，特在与制药公司负责人举行的报告会上敦促各公司在
几个月内开发新冠病毒疫苗，美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福奇反驳称，研
③

发疫苗至少要一年时间。 3 月 7 日，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任何想
要得到病毒检测的人都可以得到检测”，

④

而美卫生及公众服务部部

①

J. Stephen Morrison et al., “Coronavirus Update: Rapid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Facilities,” February 20,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ronavirus-update-rapid-construction-medical-facilities.
②
Walter Russell Mead, “Transcript: Dialogue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Affairs: A Conversation
with Kurt Campbell,” March 5, 2020,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5786-transcript-dialogues-on-americanforeign-policy-and-world-affairs-a-conversation-with-kurt-campbell.
③
Brett Samuels, “Trump Urges Pharmaceutical Executives to Accelerate Coronavirus Vaccine Efforts,” March 2,
2020, The Hill,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485454-trump-urges-pharmaceutical-executives-to-accelerate-corona
virus.
④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fter Tou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arch 7,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tour-centers-disease-control-preventio
n-atlant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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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主席阿扎表示，只有通过医生或医学专
①

家批准才可获得检测。 上述矛盾观点引发媒体关注，造成公众恐慌，
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民调显示，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不满情绪上升，6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来自总统的信息不太相信或根本不信，对特政
②

府应对举措的满意度从 2 月初的 61%降低至 2 月底的 46%, 对政府应
对疫情的能力有一些信心或非常自信的人数降低了 16 个百分点。

③

2.疫情政治化降低抗疫效率。两党围绕疫情的政治化炒作成为新
的党争热点。民主党在应对疫情方面对特朗普政府批评不断。众议院
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谴
责特政府制造不必要的混乱，敦促政府采取迅速和认真的行动，将美
④

国人民的健康与安全放在企业利益之上。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多
次表示特朗普未认真应对疫情，桑德斯也指责特贬低努力帮助民众的
医生和科学家，用不符合事实的信息扰乱民众。
面对质疑声，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和媒体夸大疫情影响，认为这是
民主党又一次抹黑行动，希降低公众对疫情的担忧。他在新闻发布会
上斥责佩洛西和舒默制造恐慌，称民主党人利用新冠疫情损害他和他
的政府，认为这是一场新骗局。在美境内出现首例死亡病例后，特朗
普回应称，请媒体、政治家和相关人员不要制造恐慌。
两党选民对新冠疫情看法也存在差异。根据民调，68%的民主党
①

Noah Weiland, “Anyone Who Wants a Coronavirus Test Can Have One, Trump Says. Not Quite, Says His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7/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messaging.html.
②
Marina Pitofsky, “Poll: 37 Percent of Americans Trust Trump on Coronavirus,” The Hill, March 17, 2020,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487956-poll-37-of-americans-trust-trump-on-coronavirus.
③
Justin Maccarthy, “U.S. Coronavirus Concerns Surge, Government Trust Slides,” Gallup, March 16,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295505/coronavirus-worries-surge.aspx.
④
“Pelosi, Schumer to President Trump on Coronavirus Response: Put Health and Safety of American People
Before Corporate Needs,” March 8, 2020, https://www.speaker.gov/newsroom/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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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担心其亲属会感染新冠病毒，40%的共和党选民存在这一担忧。
56%的民主党选民相信日常生活会发生巨大变化，而赞同这一观点的
共和党选民只有 26%。另外，79%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最坏的情况还未
到来，只有 40%的共和党选民持相同看法。民意调查官认为，这表明
①

党派关系已经影响了公众对新冠疫情的看法。 两党之间的相互指责
和观点分歧使民众感到困惑，这也是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
目前，双方都在针对新冠疫情提出长期性解决方案，但仍以赢得
选民支持为目标，对推进疫情防控意义不大。特朗普宣布减免工资税，
为大企业和个人减免税赋，以完成其税改政绩，与财政部长姆努钦表
态相反。特还借疫情渲染民主党开放边界的措施是对美民众生命健康
的直接威胁，要求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控。民主党借机推进自由主义
议程。拜登和桑德斯都认同当前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混乱，表示将推动
医保改革，支持弱势群体。
3.疫情限制竞选活动，改变竞选议题。新冠疫情将影响竞选活动。
受疫情影响，两党竞选活动受到限制，投票率或将下滑。目前，佐治
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宣布将初选推迟至 5 月 19 日和 6 月 20 日。
取消集会活动意味着候选人与选民建立联系的机会变少。
疫情改变竞选议题。政府如何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已成为
美总统竞选中的重要议题。在拜登和桑德斯 3 月 15 日的首场电视辩
论中，新冠疫情成为讨论重点，双方就医疗体系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
法。因此，特朗普能否胜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带领政府处理
好这次危机。特政府前期应对不力，招致民众不满，尽管后期已拿出
应对方案，包括向国会申请更多拨款、与保险公司商定覆盖新冠肺炎

①

Steve Benen, “A ‘Glaring Partisan Divide’ in Public Attitudes on Coronavirus,” March 16, 2020, https://www.
msnbc.com/rachel-maddow-show/glaring-partisan-divide-public-attitudes-coronavirus-n116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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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相关费用等，但方案还未见成效。民主党对医保体系的讨论可能
引发民众对特朗普更多的不满情绪，因为他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鼓
励购买商业保险解决个人医疗问题的主张在此次疫情中已见弊端。
目前，特朗普面临的最紧要问题是如何获得公众信任，更有效率
地对抗新冠疫情。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的凯瑟
琳·西贝利厄斯认为，如果大家都相信特朗普说的是真话，那么他有
消除恐惧和平息局势的机会，她认为这才是目前应对疫情中真正出现
严重脱节的地方。

①

（五）疫情下大选走向预测
年初，美国经济形势大好，民主党正陷入内乱，特朗普连任的可
能性较高；随着美国新冠疫情快速恶化和经济衰退风险迅速上升，特
朗普的连任遇到很大不确定性。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形势是向好还是恶化。从历史经验看，
经济在总统选举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如果经济不发生衰退，寻求连
②

任的总统几乎总能成功。 原本特朗普连任的最大优势是经济形势良
好，但目前受到了新冠疫情和与之相关的经济衰退风险的严重冲击。
民调显示，选民对特朗普应对疫情措施的支持度在下降：3 月初的支
持度为 44%，比 2 月初下降 17 个百分点。

③

选民通常会把坏的经济形势归咎于在任总统，从选举年第二季度
④

开始的经济指标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最大。 3 月 18 日，特朗普最在意
的股市跌回他就任时的水平。美国前两个季度的 GDP 将大概率出现负
①

Annie Karni et al., “Trump Has a Problem as the Coronavirus Threatens the U.S.: His Credibility,”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26/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credibility.html.
②
Mark Andreas Kayser and Arndt Leininger, “Vintage Errors: Do Real-time Economic Data Improve Election
Forecasts? ,” Research & Politics Vol. 2, No. 3 (2015), p.1.
③
Yusra Murad, “Voter Approval of Trump’s Handling of COVID-19 Remains Steady,” Morning Consult,
https://morningconsult.com/2020/03/16/voter-approval-of-trumps-handling-of-covid-19-remains-steady/.
④
Jonathan Bernstein, “Two Reasons for Trump to Worry About November,” Bloomberg, March 3,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3-03/coronavirus-low-approval-ratings-should-worry-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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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J.P. Morgan 公司预测美国前两个季度将分别出现 4%和 14%的
衰退，后两个季度将出现 8%到 4%的增长；全年的增长率为-1.5%，失
业率将从年初的 3.5%上升至年中的 6.25%以及年末的 5.25%。摩根士
丹利、高盛、美国银行、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的预测与之相
当或更严重。一般认为，出现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就意味着经济衰退。
①

如果这些预测比较准确，特朗普的连任将面临很大困难。特朗普的

平均支持率一直在 43%左右徘徊。这仅高于老布什的同期支持率，比
②

卡特的略低，而这两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经济衰退而连任失败。 虽
然政党极化能保证特朗普得到基本盘的支持，但仅靠基本盘无法赢得
大选。特朗普需要拉住最在乎经济的中间选民。
第二，摇摆州的倾向。目前看民主党和共和党比较牢固掌握的选
举人票都可能高达 248 张，离胜选只差 22 张。这次大选的关键摇摆
州可能是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亚利桑那州，其次是佛罗里达、北
③

卡罗来纳州和密歇根州。 目前看民主党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略占优势，在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跟共和党持平，在佛罗里达和北卡
罗莱纳略落后于共和党。如果民主党未能赢得后两个州，则必须赢得
前三个州才能获胜。如果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失利，则大选很难获胜。
明尼苏达州、佐治亚州、缅因州的第二选区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第二选
区也可能成为两党争夺的对象。目前看，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州基本
上都是偏向民主党的蓝州，而偏向特朗普的红州由于人口分散、跟外
界联系较少而受疫情的影响较小。随着疫情导致经济严重恶化，可能

①

Simon Kennedy And Bloomberg，“Morgan Stanley Joins Goldman Sachs in Upping Estimates of Coronavirus

Economic Pain, Fortune, ” March 23, 2020,
https://fortune.com/2020/03/23/morgan-stanley-goldman-sachs-estimate-coronavirus-economic-pain/.
②
“How unpopular is Donald Trump?,” Five Thirty Eight,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trump-approval-ratings/?cid=rrpromo.
③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ecasts,” https://www.270towin.com/2020-election-forecast-pre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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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更多的州倾向于民主党，特别是威斯康星、亚利桑那、佛罗里达、
北卡罗来纳这几个摇摆州。这将严重威胁特朗普的选情。
第三，选民最关心的议题。特朗普原来的竞选策略是主打经济、
反移民和反社会主义这三个议题，但现在经济牌已被削弱甚至可能起
反作用。特朗普可能转而大打排外和种族牌，特别是以新冠肺炎疫情
为契机挑起对外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敌视，进而增强基本盘的凝聚
力。特朗普还试图用“战时总统”的名号来激发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和社会凝聚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曝光度和支持率，掩盖竞争对手的
曝光度和反衬其无能为力。民主党原来的策略是回避经济议题，而聚
焦医保、教育、外交、反腐败、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议题，但随着
形势的发展，他们可能会突出经济和医保议题，并批评特朗普对新冠
肺炎疫情应对不力。
特朗普和民主党对疫情议题的操作效果还需观察。两党民众对疫
情的反应有显著差异。民主党人一开始就极为关心疫情，毫不关心的
比例一直在 5%以下；共和党人一直淡化疫情，3 月初 40%以上毫不关
心。但随着疫情的扩散，到 3 月下旬只有 20%的共和党人毫不关心疫
①

情。 这意味着，疫情越严重，两党将越难操作疫情议题。到 3 月中
下旬，民众对特朗普应对疫情措施的支持度有明显上升，从上旬的
②

43%上升到 55%。 这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面对危机时的正常反应，关
键要看后续的经济走向。拜登的选情也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他的受
关注度和筹款活动都被严重限制。他也在力图展示在应对疫情上的政
策建议和领导能力。
①

Elimy Badger, “American Partisanship May Find Its Limits in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1/upshot/coronovirus-public-opinion.html.
②
Quint Forgey, “Poll: Majority of Americans Now Approve of Trump’s Coronavirus Management,” Politico,
March 20,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3/20/poll-majority-of-americans-now-approve-of-trumps
-coronavirus-management-13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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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下美国未停对华战略竞争
中国疫情暴发后，美方表现出冷漠与复杂的对华态度，继续对华
施以全面战略竞争，从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多个层面展开博弈。
当本国疫情呈暴发趋势后，美国政府开始“甩锅”
。3 月 16 日，特朗
普抛出“中国病毒”说，政府将对航空及其他受“中国病毒”影响的
行业给予支持。和蓬佩奥直接用“武汉病毒”不同，特朗普总统用
“CHINESE VIRUS”不仅是指中国大陆，而且指向全球华人。特朗普
把贻误抗疫的责任转移到全球华人身上，把美国华裔推到其他族裔对
立面，通过拉仇恨，增加支持率。“CHINESE VIRUS”包藏不可告人的
①

政治祸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认为，这是种族歧视。 美国有
线电视台主持人科莫指出，什么“中国病毒”？中美两国面临的病毒
只有一个，那就是新冠病毒。
政治层面，美国口头上对中国遭受的疫情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对
中国攻击态势并没有减弱，继续在意识形态、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领
域施压和限制，借疫情对华战略竞争布局。副总统彭斯、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和国务卿蓬佩奥等政客近期恶毒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美国官员和学者虽然承认中国举国动员应对疫情的体制优势，但
对武汉封城和大规模限制措施表示质疑，强调此举违反人权和自由，
断言疫情暴露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卡顿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对中国所发布的信息准确性表示怀疑，并利用李
文亮医生事件抨击中国言论自由。
①

“借新冠病毒污名化中国，违背公理不得人心”，国际在线，2020 年 3 月 24 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62037567801106730&wfr=spider&for=pc。

31

“中国与世界”系列报告之九
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夫威茨直接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认为中国政府控制信息、压制社交媒体，导致信息不
透明。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对疫情的政治影响发表极端
观点，称新冠病毒成为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传统议题上，美国更是利用疫情向中国发难。在多个涉华议题
上展开对中国攻击，这些议题包括：南海问题、涉藏法案、台湾问题
等。国务卿蓬佩奥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分别把中
国带来的挑战比作是“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官员和学者同时还发出加强两国合作的倡议，主要涉及：
（1）
从中国抗击疫情中得到启发，增强民众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度。
（2）美
国应对中国采取柔和路线，可在气候变化、流行病防治等问题上合作。
（3）中美两国应该继续奉行全球卫生外交，不但可根治病毒，而且
还能降低民众的恐惧心理。
经济层面，美方普遍认为，疫情将对中美经贸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疫情会给
中国带来经济衰退，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
定的落实，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中国暴发新冠疫情必然会推迟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预期出口增
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承认，疫情将对中方承
诺的采购量产生影响。《外交政策》撰稿人基斯·约翰逊直言，疫情
可能直接毁掉中美能源贸易协定。他认为，疫情使双方都难以执行原
定的协议内容。
在防疫层面，随着疫情大暴发，特朗普政府对内采取安抚态度，
对外开始“甩锅”。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应对疫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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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延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的最佳时机，时间长达两个
月之久。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现出全力抗击疫情的姿态，另
一方面，有目的地把中国当成“替罪羊”，不顾事实，对中国进行歧
视性攻击。
同时，在中国集中全力抗击疫情之际，美军派出军舰和飞机抵近
中国相关海（空）域挑衅。与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相互呼应，向中国施
加压力，保持挑衅姿态。可以预见，未来疫情好转后，美国不会放软
身段与中国进行全方位合作，美国会继续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
意识形态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打
碎部分美国人企图转嫁国内危机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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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不同国家对生命的态度。当
政者是真为天下民众，还只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在过去的几个月世界
范围内的抗疫过程中已显得十分的清晰。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应承担起大国义务，而不是一味退缩。
在“资本第一”的主导思想下，生命会被置于次要地位，民众生
死左右不了决策者的行动方向，他们眼中只有商业利益。
在“资本第一”的主导思想下，抗疫政策和行动都会从保护商业
利益为出发点，行动迟缓、躲避问题，就成了美国决策者首选。
在“资本第一”的主导思想下，在国内推卸政府责任，顾左右而
言它就成所谓的“人生”。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就成了美国抗
疫的基本哲学。
在“资本第一”的主导思想下，在国际上“甩锅”，挑动族群对
立成为美国决策者的惯用手法，那怕是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他们
也会在所不辞。
但是，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用大话和谎言
罩住病毒流行。在生命和资本面前，国家更应选择前者，因为世上最
宝贵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生命。

（执笔人：滕建群 龚婷 张腾军 付随鑫 袁莎 王玙璠）

您可访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www.ciis.org.cn 获取报告电子版。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