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贸问题是唐纳德窑特朗普渊Donald Trump冤就
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尧 最重要的核心

议题遥 特朗普在上台伊始就打着野美国优先冶和野公
平贸易冶的口号誓言解决贸易赤字袁将中国视为重

点打击对象袁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日渐明显遥 特

朗普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国总统半年时间

内袁中美经贸关系曾经历了短暂的野蜜月期冶袁但此

后开始出现重大转折遥 2017 年 7 月首轮中美全面

经济对话机制无果而终后袁 特朗普政府于同年 8
月启动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野301冶调查袁11 月对

进口中国铝材进行了反倾销调查袁2018 年初又先

后宣布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

税袁计划对价值 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遥
最终袁2018 年 3 月 22 日袁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袁
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 500 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袁

美国对华贸易战自此开启遥 7 月 6 日袁美国正式对

从中国进口的 340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的额外关

税曰8 月 23 日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第二批

对价值 16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清单生

效袁 这些都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继续呈严峻化和扩

大化态势遥 9 月 18 日袁 美国白宫发布最新声明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的关税袁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生效袁2019 年 1 月 1 日起袁 关税

税率将提升至 25%遥 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对华经

贸政策野内倾性冶调整到如今单方面执意挑起中美

贸易战袁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极大关注与激烈讨论袁
美国国内批判声音明显遥 如何定义和定位特朗普

政府发起的这场对华贸易战袁 发起贸易战正确与

否袁在未来会对美国国家利益尧中美关系以及全球

经济产生哪些影响等袁在美国国内都存在分歧遥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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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袁 本文尝试梳理近期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发动

对华贸易战的基本立场与观点看法袁 以期把握美

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战研究的风向与趋势袁 为我

国精准应对贸易战提供有益参考遥

一尧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原因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并非偶然袁 对于特朗普

政府执意发起贸易战的原因袁 目前学界主要从 5
个层面进行解释遥 第一袁从国际层面解读袁认为特

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是中美实力对比及经贸

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结果[1]遥 第二袁从双边层面

进行解读袁 认为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源于美国

对华外交战略发生转变尧 根本上是为了扭转对华

贸易逆差尧逼迫中国开放市场袁从而维护美国的全

球霸权地位[2]遥 第三袁从国家层面进行解读袁认为特

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是为了赢得国会中期选举袁
受到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影响[3]遥 第四袁从个人层

面进行解读袁 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由于其商

人出身背景及个人性格使然[4]遥 第五袁从认知角度

进行解读袁认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尧贸易体系

以及所谓贸易逆差的理解存在认知差异是促使特

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5]遥 上述解释虽有

助于从不同层面把握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

的动机及原因袁但依旧属于野外部冶如何看待袁而缺

乏探究美国社会野内部冶如何思考和观察的视角遥
鉴于此袁本文特选取了美国政府官员尧学界和智库

学者等有关观点与看法袁 从美国国内视角来探究

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原因遥
首先袁 特朗普贸易团队对中美贸易现状不满

并主张对华强硬袁 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直接

原因遥 就特朗普个人而言袁迥异的个性及价值观决

定了其对全球化的反感以及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

主义的基本政策立场遥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袁特朗

普就曾在主流媒体批评袁认为野中国在内的一些国

家利用了美国开放的市场袁 进而才产生了巨额的

贸易赤字遥 冶[6] 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窑纳瓦罗

渊Peter Navarro冤是著名鹰派人物袁其 2011 年出版

的叶致命中国曳一书亦明确表达了对中美贸易现状

的不满 遥 贸易代表罗伯特窑莱特希泽 渊Robert

Lighthizer冤 是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袁 谴责中国

野不公平贸易冶做法并呼吁美国采取相应的贸易保

护措施遥 商务部长威尔伯窑罗斯渊Wilbur Ross冤起初

尚能客观看待中美经贸摩擦袁 但加入特朗普贸易

团队后转而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遥 特朗普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袁莱特希泽和纳

瓦罗等强硬派人物在白宫的影响力逐渐占上风袁
主张强硬对抗中国袁中美经贸关系明显恶化袁是促

使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直接推手遥
其次袁 美国两党以及国内民众中越来越多的

人反对自由贸易和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袁 是美国

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深层原因遥 就美国两党而言袁据
美国芝加哥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袁2006 年袁美国两

党均有 38%的人认为自由贸易有助于增加美国就

业袁但到了 2016 年出现明显反转院47%的民主党仍

坚持自由贸易有助于增加美国就业袁 但 34%的共

和党对该观点表示怀疑[7]遥 与民主党相比袁美国共

和党开始越来越倾向贸易保护主义袁认为自由贸易

导致美国就业岗位流失袁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8]遥 就

美国民众而言袁数据显示袁美国民众也越来越认为

自由贸易造成了就业岗位流失院1996 年 42%的美

国民众认为自由贸易导致自身失业袁 到了 2003 年

该数据上升至 53%袁2016年 60%的人持此种观点[7]遥
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下层白人认为袁 共和党和民主

党以及经济精英们为争夺全球化利益而将美国工

厂和资本向海外转移并合谋欺骗民众遥 这致使美

国中下层民众越来越多地遭受失业尧疾病尧收入降

低以及社会地位下降等问题的困扰遥 据皮尤研究

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袁 美国失落的中下层白人数

量之多袁已达到社会变迁的临界点[9]遥
最后袁 美国政府和安全界认为应遏制中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袁 是特朗普政

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遥 中美贸易战的核

心在于两国间的科技竞争遥 美国政府抱怨中国在

各个领域实施产业政策袁提供政府引导尧资源及监

管支持袁 并给外国制造业和服务供应商设置市场

准入门槛袁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极为致命遥 在野中
国贸易壁垒清单冶和野301 调查报告冶中袁莱特希泽

就声称袁中国野扭曲冶的产业政策不利于市场公平

竞争袁这是特朗普要求进行野公平冶贸易的重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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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遥 此外袁美国政府认为中国高科技技术产业的发

展将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遥 在美国安全界看来袁中
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越来越攀升到高端位置袁
这极大地削弱了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的竞争

力袁甚至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遥 为此袁需要对中国

的产业政策设限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10]遥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贸易问题专家甘思德

渊Scott Kennedy冤 就认为美国应以制约产业政策为

目标袁使中国受到相应的惩罚遥 他同时还建议美国

不要低估对手袁应确保国内团结并联合盟友袁以制

约中国产业政策为谈判目标[11]遥

二尧美国国内围绕对华贸易战论争
的主要问题及焦点

尽管美国国内各界就对华强硬方面形成了一

定共识袁 但在对华贸易战问题上依旧存在不同程

度的争论甚至严重分歧遥 美国国内争论的主要问

题有如下三个院其一袁美国是否应该发起贸易战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是院美国究竟能

否从对华贸易战中获益袁 以及美国发动对华贸易

战究竟能否有助于扭转对华贸易逆差遥 其二袁美国

如何开展贸易战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争论的焦

点是院美国应采取何种方式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钥 其

三袁美国能否打赢贸易战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

争论的焦点是院 美国坚持打贸易战最终的结局如

何钥 具体分述如下遥

渊一冤美国是否应该发起贸易战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袁美

国究竟能否从对华贸易战中获益钥 支持者认为对

华发动贸易战能够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袁 有助于

恢复贸易平衡袁防止美国经济遭受损失袁这将给美

国带来收益遥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称袁 自 1976
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出现贸易逆差袁 特朗普推动贸

易战是修改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积极尝试袁 有助

于回归平衡的国际贸易体系遥 美国经济长期被贸

易赤字拖累袁2017 年美国经济整体下降了 3%袁如
果贸易回归平衡袁 那么美国经济则会增长 3%袁这
将使美国获益[12]遥 前华尔街分析师利兹窑皮克渊Liz

Peek冤 认为袁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已使中国股市

遭受打击袁人民币汇率下滑近 7%遥 与此同时袁中国

经济增长放缓袁2018 年 6 月中国工业生产和投资

同比增长为 6%袁低于预计的 6.5%遥相比之下袁美国

经济增速仍在上升袁预计 2018 年美国工业生产将

增长 3.8%袁远高于去年的预测率 2.3%遥 这表明对

华发动贸易战会使中国经济受损袁 而使美国经济

获益遥 冶[13]

反对者认为发动对华贸易战不能使美国获

益袁反而有可能会危及全球经济袁损害美国本土经

济和消费者利益遥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

长亚当窑波森渊Adam S. Posenm冤认为袁特朗普对中

国发起贸易战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 野非常危险

的举动冶袁它将导致美国滑向经济上的野阿富汗冶遥
他强调袁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发动贸易战存在 3
个错误院首先袁将刺激中国采取同样的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拒绝美国商品曰其次袁将引发全球范围的贸

易冲突曰最后袁即便中国在贸易战中妥协让步袁美
国也不会获得任何实质性利益[14]遥美国卡托研究所

研究报告也认为袁特朗普政府的野贸易挑衅行为冶
很容易使中国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冶遥 一旦

中国限制外国贸易和投资袁 美国商业制造成本就

会剧增袁 生产力会快速下降袁 美国民众的家庭收

入尧 农业及其他出口依赖型产业的收入也会大幅

缩小袁这种打击是致命性的[15]遥此外袁布鲁金斯学会

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袁 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

实际上也牵动着美国本土经济链袁 如果中国全力

反击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袁美国农业以及 2742 个县

的汽车尧轻机械尧发动机生产尧猪肉尧屠宰业尧大豆尧
水果尧 坚果等 40 个行业共计超过 210 万个工作岗

位将遭受重创[16]遥 对于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中国2000
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最新举措袁 美国商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窑多诺霍渊Thomas J. Donohue冤
认为美国现在正处于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中袁 特朗

普坚持对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的

做法袁会导致美国消费者承担的价格成本更高袁失
去的经济机会更多遥 随着外国市场接近美国制造

的商品和国内价格的上涨袁 关税对美国企业尧工
人尧农民和消费者造成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17]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袁

第 6 期 邢瑞利袁谭树林院美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战论争的焦点与实质 窑85窑



发动对华贸易战究竟能否有助于扭转对华贸易逆

差遥 支持者认为袁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面

减少而受损度增强袁 对华贸易逆差已到了不能容

忍的地步袁必须通过发动贸易战来解决该问题遥 美

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早在 2010 年美中经济

安全审查委员会上的证词中就曾表示袁野在过去袁
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认

为能够通过此种关系打开中国市场遥 但是中美贸

易逆差却不断加大袁两国不仅没建立起互惠关系袁
反而中国单方面从中受益袁而美国一无所获遥冶[18]美
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更为激进袁 认为美国长

期对华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已影响到美国经济发展

甚至威胁国家安全袁 立法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才

能解决中美两国贸易赤字袁 确保美国经济的长期

繁荣袁从而保护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19]遥由此可见袁
支持者认为对华贸易逆差过大袁 冲击了美国的国

内就业和制造业袁 甚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

繁荣袁唯有发动贸易战才能扭转贸易逆差遥
反对者则认为袁 发动对华贸易战无助于从根

本上解决贸易逆差袁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

美国财政赤字遥 美国加州大学学者格雷格窑林登

渊Greg Linden冤尧肯尼斯窑克拉莫渊Kenneth L. Kraem-
er冤和雪城大学学者杰森窑德瑞克渊Jason Dedrick冤合
作完成的叶抓住苹果全球网络中的价值曳研究报告

指出袁在审视中美贸易关系时袁不能以中国对美国

的商品出口总额来计算两国贸易逆差袁 以苹果手

机为例袁 中国处于苹果手机全球化生产链条的最

底端袁 一台完成组装运往美国的出厂价为 240 美

元的苹果手机中大头利润其实被美国苹果公司等

提供专利核心技术的企业所赚取袁 而中国赚取的

利润仅为 8.46 美元遥基于此袁特朗普试图通过与中

国打贸易战来扭转贸易逆差根本毫无意义[20]遥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渊David Dollar冤也
认为袁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重点是打击中国的高

科技产业袁 然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约 37%
属于野中间产品冶袁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品附加值

实际上很低袁 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则赚取了多

数利润袁 因而这种打击手段只会伤及美国自身及

其盟友的企业[21]遥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窑库德洛

渊Larry Kudlow冤事实上就倡导自由贸易袁认为美国

的贸易赤字并非源于野不公平冶贸易袁对华加征关

税或许可以降低贸易逆差袁 但不会扭转美国的整

体贸易逆差袁 解决贸易逆差的关键是减少财政赤

字[22]遥

渊二冤美国如何开展贸易战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是袁美国应

采取何种方式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钥 支持者认为袁美
国要在关键议题上通过持续性的惩罚和制裁等方

式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袁从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遥
第一袁 主张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增

加对华关税和限制出口来制约中国遥 特朗普政府

多次指责中国及其他国家倾销尧政府补贴尧违反知

识产权尧操纵汇率等诸多野不公平冶做法扭曲了全

球市场袁对美国不公平[23]遥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

希泽就威胁称袁 如若中国经济不进行真正的结构

性改革袁 美国仍会诉诸关税及投资和出口限制等

工具袁来迫使中国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尧网络窃取及

知识产权保护等野不公平贸易冶的做法[24]遥 2018 年 6
月 16 日袁中国被迫反击美国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袁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

罗也强硬表态袁野中国不要低估了特朗普的决心袁
不改变耶掠夺式爷贸易方式的后果是美国将会对华

征收更多关税遥 冶[25]第二袁主张对华采取持续性尧强
势的和坚决的施压手段遥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 6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后袁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窑安德鲁窑刘易斯渊James
Andrew Lewis冤 指出 600 亿美元的商品数量太小袁
不继续给中国施压袁 就不可能迫使中国停止 野盗
窃冶美国技术[26]遥 第三袁主张对华采取制裁措施遥 新

美国国家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丹尼

尔窑克里曼 渊Daniel Kliman冤 力挺特朗普的对华制

裁袁并为特朗普政府打赢贸易战支招院即便中国妥

协袁美国也不应立即将注意力转至国内曰防止美国

经济活力的开放性受到损害曰 与盟友共同限制中

国的日常投资以避免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7]遥
反对者则主张通过谈判和建立磋商机制的方

式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遥 对于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中

国 2 000 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做法袁美国众议院

筹款委员会主席凯文窑布拉迪渊Kevin Brady冤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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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袁 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有让全球逐步陷入持续

争斗的危险袁 强烈呼吁特朗普与中国尽快重启谈

判以达成共识袁避免代价高昂的贸易战[28]遥 在呼吁

重新建立两国间沟通机制的同时袁 美国多位共和

党议员屡次提出议案限制总统的增税权袁 以防止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损害美国自身利益遥 2018 年 7
月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窑柯克渊Bob Corker冤和
杰夫窑弗莱克渊Jeff Flake冤等人正式提出反对特朗

普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权力加征关税的动议袁
最终袁参议院以 88院11 的压倒性票数通过该动议[29]遥
尽管该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袁 但它表明国会对特

朗普的关税政策强烈不满袁 一旦特朗普在对华贸

易战问题上过于极端袁 国会的制衡作用就会愈加

凸显遥

渊三冤美国能否打赢贸易战钥
围绕该问题袁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是袁美国坚

持打贸易战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钥 支持者认为美

国胜券在握且能够打赢贸易战遥 特朗普就多次发

布推文宣称袁美国正在打赢对华贸易战袁对华关税

政策成效明显袁中国经济正在遭受真正的打击遥 美

国独立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窑布朗渊David
Brown冤认为袁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是美国对

中国市场依赖度的五倍袁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

计袁由于美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大袁全面爆发贸易战

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 1%-1.5%袁 而对美

国的影响则相对有限袁 削弱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0.1%-0.3%袁这是特朗普打赢贸易战的关键遥 冶[30]斯坦

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窑弗格森渊Niall
Ferguson冤 表示袁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据中国

GDP 总量的 4%袁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占据美国

GDP 不到 1%袁中国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报复能力

有限遥 尽管中国可以对美国农业州及农场主施加

压力袁 但美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财政支持计划已经

启动遥 然而中国如果因此失去购买美国波音飞机

的订单袁将面临无处购买飞机的困境遥 因此袁特朗

普手里握有必胜王牌袁美国将赢得这场贸易战遥冶[31]

然而袁这种言论遭到反对者的激烈批判遥 反对

者认为美国不仅会输掉贸易战袁 而且会造成诸多

负面影响遥 第一袁反对者认为对华发动贸易战无助

于特朗普政策目标的实现遥 特朗普单方面对华发

起贸易战目的在于实现 4 个目标院减少贸易逆差曰
赢得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曰增加美国各行业的就业曰
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遥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经

济学者道格拉斯窑欧文渊Douglas A. Irwin冤指出袁由
于当前国际贸易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全球供应链袁
特朗普政府仍实施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时

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后果反而更具破坏性遥
特朗普声称通过向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加征关税

会促进美国基础制造业复苏袁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并最终减少贸易逆差等袁 但事实上更高的贸易壁

垒决定了上述目标注定无法实现[32]遥
第二袁 反对者认为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策略

很糟糕袁代价太大且无实质收获遥 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窑鲍恩渊Chad P. Bown冤
撰文指出袁 特朗普采取出其不意的贸易战策略并

升级贸易战袁 这导致美国企业缺乏紧急应对的时

间遥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中袁中间投入品和

资本设备占据近 85%袁 对其征税无疑会削弱美国

企业的全球竞争力[33]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玛丽窑洛夫利渊Mary E. Lovely冤认为袁特
朗普政府的野301 关税条款冶无助于报复中国的高

科技产业遥即使特朗普想要打击叶中国制造 2025曳袁
但其当前仅是一项倡议尚未实质性落地[34]遥特朗普

的关税政策旨在惠及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袁 但在许

多经济学家看来不仅无助于让美国公司在新兴的

全球化高科技行业中站得住脚袁 反而可能还会起

反作用遥 曾任比尔窑克林顿渊Bill Clinton冤总统高级

经济顾问的劳拉窑泰森渊Laura Tyson冤表示袁未来美

国的高科技行业能否茁壮成长 野并不取决于美国

能否成功遏制中国的发展进步袁 关键在于美国自

身保持和支持美国公司的创新能力冶[35]遥
第三袁 反对者认为发动对华贸易战会带来一

系列消极影响遥 从全球层面看袁发动贸易战违背了

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精神袁 也会削弱美国在全

球的领导力遥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认为袁美
国在 21 世纪的今天选择发起贸易战已不合时宜袁
特朗普的做法不仅威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袁 削弱

了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袁 而且反而有利于中国扩

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袁 使其占据支持多边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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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制高点[36]遥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相关研究人

员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忧虑袁 认为特朗普发动对

华贸易战将导致全球经济进入 野非常危险的时

刻冶袁因此呼吁美国尽快恢复与中国的谈判袁而不

是全面的经济对抗[37]遥 从双边层面看袁发动贸易战

会损害与贸易伙伴国的关系袁 同时也会恶化中美

关系遥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

克尔窑史文渊Michael Swaine冤警告称袁美国越来越过

度批评中国袁出台具有明显敌意的战略文件袁突然

进行经济政策调整并不断增加对华关税等错误做

法都严重导致中美双方延续已久的建设性接触正

以惊人速度瓦解袁美国出现了野妖魔化冶中国的新

常态袁这亟需进行重大修正[38]遥

三尧美国国内关于对华贸易战
论争的实质

基于美国国内在对华贸易战问题上的争论袁
可以看出美国国内对于对华贸易战各方面的研判

和政策建议形成了某些共识袁 尽管存在差异甚至

分歧袁但都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遥 具

体而言袁美国国内争论的实质有以下 4 个方面遥
第一袁美国国内历来就存在野自由主义还是贸

易保护主义冶的分歧袁此次围绕对华贸易战的争论

本质上延续和传承了这种分歧遥 从美国对外贸易

历史来看袁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始终是美国

贸易政策的两条核心主线遥 美国政府对这两种政

策的倾向度与国家实力变化密切相关遥 正如罗伯

特窑吉尔平 渊Robert Gilpin冤 的霸权稳定论所认为

的袁自由贸易需要霸权国家的维持袁霸权衰落将导

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遥 美国实力相对衰落

和贸易保护主义显著增加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袁一
旦实力相对衰落袁 其结果是现实主义的美国将远

离开放袁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39]遥二战结束以来袁
美国致力于主导构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规

则袁 冷战后更是建立起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的全球经贸体系遥 可以说袁美国依托其霸权国的实

力袁 有力地维持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平稳并推动了

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遥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袁在
共同利益诉求的驱使下袁 其也致力于推动国际经

贸体系调整及经贸规则的完善遥 然而目前袁多边自

由贸易在美国国内愈来愈受到抨击袁 美国政府把

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与经济持续低迷归咎于自由

贸易袁 许多选民似乎都同意并支持美国采取贸易

保护主义遥 不过袁美国对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

的倾向始终是相互交织的遥 美国国内有观点就认

为袁 被选民视为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仍然

坚持自由贸易袁 发动对华贸易战只是一种谈判策

略袁目的是寻求新的贸易协议[32]遥 特朗普政府能否

承受与中国经贸全面野脱钩冶或接受中美各自为首

形成两种完全分隔开的经济体钥 美国想要中国进

行所谓的野结构改变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所期望

的新全球自由贸易体制钥 由此可见袁未来有关美国

贸易政策采取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的争论仍将

继续遥
第二袁 无论美国国内就对华贸易战产生何种

分歧与争论袁 他们在根本上都服务于美国的国家

利益遥 尽管美国国内对华贸易战的看法立场存在

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分歧袁 但他们立论的出发点

都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遥 一方面袁无论是否赞成

发动贸易战袁美国国内各界一致认为袁美国传统的

对华经贸政策必须作出调整遥 由于长期以来美国

国内已积累了大量的对华负面情绪和诉求袁 所以

特朗普政府突然转变对华态度并发动对华贸易战

并未受到国内过多地非议遥 事实上袁美国国内社会

各界的不少人士都对此表示推崇袁 并且愈来愈认

可特朗普对中美经贸问题的处理方式[40]遥这意味着

美国国内各界的对华态度已发生巨大转变袁 对华

强硬的国内力量已基本成形遥 另一方面袁美国国内

争论更多是在对华贸易战采取何种方式上存在分

歧袁根本出发点都是担忧美国国家利益受到损害遥
例如袁美国卡托研究所尧外交关系理事会尧布鲁金

斯学会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尧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尧美国企业研究所尧美国加州大学尧雪城大

学等一大批主流智库及高校学者在中美贸易战问

题上相对较为理性袁 他们认为中美贸易赤字问题

需要解决袁 但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可能损害美

国国家利益袁 不会产生实质收益反而会将中美关

系引向危险边缘袁也会损害美国及盟友间关系袁最
终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遥 整体上袁智库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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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者会通过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尧 出席国会听

证会尧在智库和政府部门间流转任职尧召开研讨会

等渠道将观点及建议传递给美国政界甚至特朗普

本人袁从而影响政府相关决策[41]遥 美国国内对华强

硬共识以及各界相关研究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

易战中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尧趋利避害的重要参考遥
第三袁 美国国内围绕对华贸易战的论争实质

上也反映了美国两党掣肘与社会矛盾的深化遥 从

发动贸易战至今袁 美国国内获益或遭受损失的利

益集团已经发生了相对变化袁 尤其是遭受损失的

利益团体逐渐加入到对贸易战的反思与反对中遥
特朗普如何安抚因贸易战升级而利益受损的群

体袁 利益矛盾与冲突使得特朗普政府平衡诸多利

益集团的难度增大遥 具体而言袁其一袁民主党和共

和党就是否升级贸易战的对抗加剧遥 通常美国两

党的意识形态处于两个极端院 共和党议员主要位

于政治光谱右侧袁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袁倡导自由贸

易曰民主党议员则位于政治光谱左侧袁反对贸易及

投资自由[9]遥 然而 2018 年 4 月袁伦茨全球合作伙伴

所做的一份民调结果则显示袁 美国两党之间在中

美贸易战问题上的态度主张呈现尖锐分歧袁65%的

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最终会获得回报袁59%
的民主党人担心贸易战升级[42]遥特朗普究竟在何种

程度上可以不顾忌两党分裂而强力推行贸易战升

级目前还不确定遥 其二袁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升级贸

易战的支持度下降了遥 在 2017 年 2 月袁盖洛普的

一项民调显示袁72%的受访民众认为推进对美国有

利的贸易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袁 这将为美

国经济增长提供机遇[43]遥然而到了 2018 年 4 月袁哈
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和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

为叶国会山报曳进行的民调结果表明美国民众的态

度已发生较大转变遥71%的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政

府应该采取措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

题袁 但 53%的选民不赞成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

关税袁38%的选民认为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的就

业机会袁18%的选民认为关税政策不会有任何影

响袁超过 2/3 的选民表示担心他国报复美国袁从而

引发全球性贸易战[44]遥 同年 5 月袁美国政治新闻网

站对注册的 2000 名选民进行民意调查发现袁70%
的选民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通过谈判新的贸易协

定而非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方式来减少贸

易逆差袁 只有 14%的选民支持发动对华贸易战[45]遥
显然袁 当前美国国内关于对华贸易战的争论反映

了各方利益博弈态势的微妙变化袁 本质上是美国

国内利益矛盾与冲突的显现与爆发遥
第四袁 从更深层次看美国国内围绕对华贸易

战论争的实质还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进攻性及其

对中国的野文化偏见冶遥 美国国内争论表面上体现

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利益权衡袁 但背后还掩藏着

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袁具体主要有如下 3 个表现院
其一袁美国文化中具有强势压人的野进攻性冶遥 正如

美国叶国际政策文摘曳所刊发的叶文化院国家间差异

背后的隐藏因素曳 一文所认为的袁野美国文化强调

个人主义和自我独立袁 在商业交往中明显注重实

质利益且强调目的和结果袁 这在某种程度上压抑

了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尧人情关系和信任袁成为

了中美贸易战的催化剂遥冶[46]其二袁美国文化深受西

方野物竞天择尧适者生存冶丛林法则的影响遥 美国认

为现有的自由贸易制度需要不断地变革和进化袁
也即要野破旧立新冶构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体系

才更加符合自身的利益袁 并且一再误解和否认中

国提出贸易制度虽不尽完善但有其合理成分或相

信经过修缮会趋于完善的合理诉求遥 其三袁美国对

中国还存在典型的野文化偏见冶袁认为中国选择的

发展道路和秉持的价值认同对世界而言是一件

野坏事冶遥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渊Lucian Pye冤就有偏见

地认为袁野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袁 而是

一个试图佯装成国家的耶文明爷遥冶[47]然而事实上袁中
国文化带有鲜明的和合尧中庸色彩遥 贯穿于中华文

明的儒道思想以野厚德载物冶的柔性文化为内核和

支撑袁 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

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袁 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有很

深的渊源袁他还时常引用中国古代典籍叶司马法窑
仁本曳中的野国虽大尧好战必亡冶的箴言袁以此警醒

大国间要以和为贵袁不要轻言战争[48]遥 为维护中美

关系及世界贸易秩序大局袁中国还专门发布叶关于

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曳白皮书袁澄清中

美经贸关系事实袁 强调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

本质袁 指出美国政府贸易保护及贸易霸凌主义不

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袁 阐明对中美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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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的政策立场袁以期推动问题合理解决[49]遥

四尧结 语

总之袁特朗普当选至今袁在贸易保护主义及所

谓的公平贸易理念的指导下对中国采取多项贸易

保护措施袁致使中美贸易摩擦呈螺旋状升级态势袁
最终演变成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大规

模的贸易战遥 围绕对华贸易战问题袁美国国内也展

开了全方位的争论袁 这体现出不同的对华贸易政

策取向袁争论也将长期存在遥 当前诸多研究都定格

在外界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的基调的时候袁 本文

基于美国国内视角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遥 在

未来应对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的过程

中袁 中国应及时追踪并研究美国国内各界的相关

论争和研究进展以及美国民意变化袁 从中把握特

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政策走势袁 在此基础上采

取科学且具有针对性的因应之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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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and Essence of US Domestic Debates on Sino-US Trade War

XING Rui-li, TAN Shu-l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and important issues in Sino-US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launch a trade war with China by accident.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oke out for
three reas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unhappy with the current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kes a strong attitude toward China; there is a growing opposition to free trade from the two major part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curb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hina as well as China爷s economic resurgence. The debate on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mainly centered on whether they should launch a trade war, how they should fight the war, and whether
they could win the war. Th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essenc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s over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t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reflects the grapple between the two
major parties, deepening social contr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ggressive nature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野cultural bias冶 against China. Given this situation, China should make its counter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p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trade war; American domestic debates; trade protectionism; Sino-U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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