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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国建立 ＴＰＰ的目标与障碍

从经济上看，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有活力、人口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地

区。从战略上看，它对２１世纪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也是绝对至关重
要的。① 因此，奥巴马政府一直努力致力于增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及

对该地区的关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ＴＰＰ）是奥巴马政府 “再平衡”

战略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支柱。随着奥巴马政府 “再平衡”战略的调整

和演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２０１４年９月
１８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ｏｍａｎ）在美国商会和战
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 ＴＰＰ的研讨会上所作的演讲中强调：“超越
纯粹的贸易内容来看，ＴＰＰ是美国亚洲 ‘再平衡’的一个核心部分。”②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又称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ＳＥＰ），是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签订的环太平洋地区第一个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领导人会议期间，智利、新加坡以及新西兰三国领导人宣布了谈
判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２００３年９月，三国开始正式谈判建立 “太平

洋三国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 （Ｐ３ＣＥＰ）。２００４年７月，文莱在第二轮谈
判中受邀作为观察员参与其中。２００５年 ４月，文莱正式参加了第五轮谈
判。２００５年６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智利、新西兰和新
加坡等宣布成功完成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８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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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签署了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同时，文莱被纳入该协定之中。该协定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起逐步生
效。该协定最初的目标是：到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成员国间取消所有关税的
９０％；到２０１５年，所有贸易关税降为零。协议涵盖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所
有主要内容，包括商品贸易、原产地原则、海关手续、贸易救济、卫生与

植物检验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竞争政策、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

采购等。①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与以色列、约旦、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

摩洛哥、巴林、阿曼、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韩国等国谈判签署了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ＴＰＰ的四个创始会员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市场潜力也
相对有限。在四国签订 ＴＰＰ时，美国对它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２００７年
次贷危机席卷美国并逐渐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直到２００８年２月，美国
才同意开始与四国就金融和服务领域的贸易自由化进行对话。９月２２日，
小布什总统通知国会，他将与跨太平洋四国进行谈判。同日，美国贸易代

表苏珊·施瓦布 （ＳｕｓａｎＳｃｈｗａｂ）宣布，美国将开始就加入 ＴＰＰ与四国谈
判，并表示目的是塑造一个高标准的、基础广泛的地区协定。

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民主党内部在贸易与全球化问题上存在深刻分

歧，奥巴马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内实际上并无明确的贸易政策，主要是对

美国贸易政策进行了全面审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是对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推动。鉴于这次会议未能就地区贸易谈判作出声

明，奥巴马政府担心，这可能会严重损害其重返亚洲和发挥领袖作用的努

力。② 于是，奥巴马总统在１１月１４日宣布，美国将与 ＴＰＰ国家进行接触，
以塑造一个成员广泛的高标准的地区协定。１２月１４日，奥巴马总统正式
通知国会，美国将与 ＴＰＰ国家进行谈判。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ＴＰＰ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会议达成

签署面向２１世纪高标准、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共识，并欢迎所有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成员和非成员参与。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马来西亚宣布加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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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３—１４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日本作为观察员国加入了关
于 ＴＰＰ的讨论。２０１２年 ６月，加拿大和墨西哥宣布加入 ＴＰＰ谈判进程。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谈判期间，加拿大和墨西哥首次加
入谈判，所有国家也都接受日本加入 ＴＰＰ。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将参加 ＴＰＰ谈判。２０１３年７月，日本开始参加 ＴＰＰ谈
判。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韩国宣布将开始与１２个 ＴＰＰ国家进行双边磋商。
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举行首轮谈判，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３０日在文莱举行
谈判，ＴＰＰ谈判一共进行了 １９轮。此后，从 ２０１３年 ９月到 ２０１５年 ９月
底，１２个 ＴＰＰ国家又举行了２３次首席谈判代表或贸易部长会议。整个谈
判过程历时７年多。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１２个 ＴＰＰ国家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的

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这标志着 ＴＰＰ谈判最终完成。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４
日，ＴＰＰ国家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签署 ＴＰＰ协定，ＴＰＰ进入批约阶段。本章
主要探讨美国主导 ＴＰＰ谈判的动因，ＴＰＰ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障碍，以
及 ＴＰＰ协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地区安全环境或相关国家间关系可能产生
的影响。

一　美国积极推动 ＴＰＰ谈判的动因

美国积极塑造、主导和推动 ＴＰＰ谈判的动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
理解。

第一，撬开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为美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和竞争创造

一个美国所谓的 “公平竞争的平台”，推动美国的对外出口，创造国内就

业，实现经济振兴。

自２００８年陷入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复苏乏力，国内失业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甚至爆发了

旷日持久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重振美国经济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

一个严峻任务，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积极塑造和主导 ＴＰＰ谈判的直接动因。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 “五年出口倍增

计划”。他说：“我们确立了一个新目标：我们将在未来五年中使我们的

出口增加一倍，这将支持美国 ２００万个就业机会。为实现这一目标，我
们将会实施 ‘国家出口倡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这将有助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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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小商人增加其出口，并改革与国家安全一致的出口管制制度。”他继

续说：

我们必须像我们的竞争者那样积极开拓新市场。如果其他国家签订贸

易协定，而美国只是作为一个局外者置身事外，我们将会失去创造就

业的机会。但实现那些利益还意味着强制实施那些协定，这样，我们

的贸易伙伴才能按照规则行事。这就是我们继续塑造一个打开全球市

场的多哈贸易协定，加强我们与亚洲以及像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

等重要伙伴的贸易关系的原因。①

奥巴马总统的这段话明确地点出了美国积极参与和主导 ＴＰＰ谈判的直
接意图：为美国企业寻找市场，促进出口，创造就业，实现 “出口倍增计

划”的目标。

当美国和欧洲都陷于危机时，亚洲地区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良好

的经济表现，率先从危机中复苏并成为全球经济复兴和发展的引擎。亚

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２０１０年，东盟内部贸易占世界
贸易总额的６８５％，东盟 “１０＋３”之间的贸易占 ２６８６％， “１０＋６”
之间的贸易占３０２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占世界
贸易总额的４８７２％。② 美国同亚太地区之间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有
相当大的份额，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亚太地区已经是美

国制造业产品、农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重要市场。２０１０年，美国对整个
亚太地区商品出口的总额为７７５０亿美元，比２００９年增加了 ２５５％，占
美国对世界商品出口的６１％；美国对该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约为 ８３０亿
美元，占美国对世界农产品出口的７２％。２００９年，美国私营服务业对该
地区的出口总额为１７７０亿美元，占美国私营服务业对世界出口的 ３７％；
仅美国中小企业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就达 １７１０亿美元。③ 根据东西方中心

６９２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①

②

③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７，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ｌａｕｄｅ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ｏａ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ＳＮＩ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ｔＧａｌｌ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１－２２，２０１１，ｐ３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ｄｂｏｒｇ／ｉｎｔａｌ／ｉｎｔａｌｃｄｉ／ＰＥ／２０１２／０９８０１ａ０３ｐｄｆ

数据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２０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２００９年所作的评估，美国出口创造的就业的 ２７％是由亚太地区支撑的。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美国与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非常紧密，亚

太地区是美国制造业、农产品和服务业的重要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发展

与繁荣至关重要。

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仍存在各种被扭曲的

状态，美国已对其进口实施了最惠国零关税待遇，其开放的市场使美国制

造商易于受到外国各种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冲击。通过严格的 ＴＰＰ协定正面
解决这些扭曲现象，有助于为未来若干年在该地区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贸

易关系奠定基础。推动 ＴＰＰ谈判，为改变这种扭曲状态提供了一个重要机
会。① 通过参与、塑造和主导 ＴＰＰ谈判，在知识产权、环境与劳工标准、
国有企业及受国家影响的企业、政府采购、服务业市场准入等问题上设定

更高标准的规则，消除各种壁垒，可以帮助美国约束其他国家的经济行

为，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 “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打开亚太

地区其他国家的市场，保护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深化美国与这

一充满活力的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少数小国参与 ＴＰＰ不足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最初签订 ＴＰＰ的四个
创始会员国国土总面积约为１０３３万平方公里，２０１１年，其 ＧＤＰ总量约
为６６４３６亿美元，人口总数约为２７２６５万。四国经济规模小，经济潜力
也小，对亚太地区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大，而对于美国来说，其更重要的

目的还是要打开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市场。美国加入并主导 ＴＰＰ谈判之
后，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加入。已参加谈判的１２国，再加上有意参与谈
判的国家 （韩国和泰国），１４个国家的 ＧＤＰ总量达到约２７８３９４６亿美元，
人口９亿多，国土总面积３３２４１３１３平方公里 （见表８－１）。如果在美国主
导下１４国 ＴＰＰ谈判达成协议，无论从经济规模、资源条件，还是从人口
数量和人力资源来看，它都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市场潜力的自由贸

易协定。可以说，ＴＰＰ已经为美国进一步撬开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提供了
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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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１ 相关国家经济规模

国家
ＧＤＰ（２０１１年，现价美元，

单位：亿美元）

人口

（２０１１年，单位：万）
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

文莱 １６３６ ４０５９ ５７６５

智利 ２４８６０ １７２７００ ７５６１０２

新西兰 １５９７０ ４４０５０ ２７０４６７

新加坡 ２３９７０ ５１８４０ ７１０

四国总量 ６６４３６ ２７２６４９ １０３３０４４

越南 １２３６０ ８７８４００ ３３１２１２

马来西亚 ２８７９０ ２８８６００ ３３０８０３

秘鲁 １７６９０ ２９４０００ １２８５２１６

澳大利亚 １３７９００ ２２６２００ ７６９２０２４

加拿大 １７３６００ ３４４８００ ９９８４６７０

墨西哥 １１５３００ １１４８０００ １９６４３７５

美国 １４９９０００ ３１１６０００ ９６２９０９１

日本 ５８６７００ １２７８０００ ３７７９３０

韩国 １１１６００ ４９７８００ ９９８２８

泰国 ３４５７０ ６９５２００ ５１３１２０

１４国总量 ２７８３９４６ ９０３９６４９ ３３２４１３１３

中国 ７３１８００ １３４４００００ ９５９６９６１

　　资料来源：各国ＧＤＰ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各国国土

面积数据来自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第二，在国际贸易层面上，塑造面向２１世纪的、更高层次的贸易规
则，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

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从最初商谈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到签署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反映了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本地

区贸易自由化方面所面临的困境。１９９３年的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发布
了一个愿景声明，提出了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寻求合作应对迅速

变化的地区和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促进正在扩展的世界经济，支持开

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继续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推动亚太地区内及亚太地

区与全球贸易的扩展，以及商品、服务、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动；通过更

高的收入、高技能和高薪工作以及增加流动性，确保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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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通过改善教育和培训，提高识字率，提供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技

能，并鼓励对有助于艺术和科学发展的观念的分享；推动电信业和交通的

进步，缩短本地区的时空障碍，把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以促进商品和人

员的快速、高效流动；保护亚太地区的空气、水和绿色空间的质量，改善

环境，通过管理能源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确保可持续增长并为亚太地区人

民提供更安全的未来。① １９９４年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
表的 《茂物宣言》重申了这一愿景，并提出了实现这一愿景的措施：“强

化开放的多边贸易制度；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加强亚太

地区的发展合作。”② 《茂物宣言》还规定发达成员不迟于２０１０年、发展
中成员不迟于２０２０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明确目标。

美国一直倡导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推动贸易自由化。然而，亚太经

合组织成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巨大，内部也面临

着不同的规则和限制；亚太经合组织各种会议做出的决定都不具有约束

力，各国采取行动也都是基于自愿原则，因而，亚太经合组织未能建立起

任何地区性执行机制。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模式虽然充分考虑和尊重了

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制度等差异，但也使得亚太经合组织

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消除各种贸易壁垒方面效果不彰。１９９７年，为
加速实现 《茂物宣言》提出的目标，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领导人曾共同

作出实施部门先行自愿自由化 （ＥＶＳＬ）的决定，但随着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
危机的爆发，这一计划即宣告失败，亚太经合组织推进其成员间贸易与投

资自由化的进程明显减速甚至停滞，并间接影响了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

判的进行。③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
“１０＋１”“１０＋３”、东亚峰会等对话机制都得到加强，该区域内一些国家
之间签署了许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则未参与其中。

到２００６年，亚太经合组织把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ＡＰ）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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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长期目标，此后，又探讨了一些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路径。但实

际上，亚太经合组织２１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
处于停顿状态。无论是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谈判中，还是在世界贸易

组织 “多哈回合”的谈判中，美国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劳工标

准、国有企业、服务业、农产品、政府采购等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多数国

家都有很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冷战之后再次实现了经济结构的重

大转型，在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

具有优势，因此现有的多边贸易框架已不能满足它进一步扩大出口的需

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按照美国倡导的规则改造现有的世界贸易体制，

确立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规则更有利于拓展美国自身利益。

在既有的多边谈判进展缓慢或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重

视运用双边和地区贸易谈判策略来推动全球贸易谈判。小布什政府时期，

美国与十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奥巴马政府看重关于 ＴＰＰ的倡
议，把它当作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谈判的重要工具。“与不愿进一步开放

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进行无休止的、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谈判不同，与具

有进一步推进自由化之热情的小国谈判，成为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区的更为

可行的战略。”①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１４日，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 （Ｒｏｎ
Ｋｉｒｋ）在新加坡明确阐述了美国加入 ＴＰＰ的主要目标：与 ＴＰＰ国家 （当前

的及未来的）共同塑造一个地域广、规模大和标准高的，成功实现亚太经

济一体化的平台；进一步在 ＴＰＰ框架中进行接触，以解决当前各协定间存
在的巨大差异，为正在向前发展的２１世纪贸易协定确立标准。②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１２日，奥巴马总统在第１０轮谈判结束后致辞说：“在更大的程度上，
ＴＰＰ有望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范例，而不仅仅是亚太地区的一种贸易模
式。”③ 有美国学者也认为，ＴＰＰ能够创建一个包含美国在内的全面的、现

００３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①

②

③

ＤｅｂｏｒａｈＥｌｍｓａｎｄＣＬＬｉ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Ｏ
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ＲＳ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２３２，ＳＲａｊａｒａｔｎ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ｐ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ｏｎＫｉｒｋｔｏｔｈｅＡＰＥＣＣＥＯ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２００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ａｄｄｒｅｓｓ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ＨａｌｅＫｏａＨｅｔｅｌ，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ｉ，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２，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１／１１／１２／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代化的经济伙伴关系的样板；能够促进亚太地区更深刻的一体化；能够为

整合现存贸易协定提供一种范例，从而改变亚太乃至更广泛地区各种规则

交织、重叠的状况；有助于为美国向亚洲市场出口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①

对于美国来说，ＴＰＰ谈判取得成果本身非常重要，这可能会影响世界
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进程及多哈发展议程 （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

支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１）成功地谈判并实施 ＴＰＰ中提出的诸如国有
企业和规范一致性等新的贸易规则，可以为未来 ＷＴＯ谈判提供一个模板；
（２）ＴＰＰ各方若谈判成功并达成协定，可以促使其他地区经济体考虑加入，
以确保它们能够在 ＴＰＰ市场中保持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推动 ＷＴＯ更大的
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实施；（３）ＴＰＰ有助于促进和确保国内经济政策改
革的长期性，特别是在诸如越南这样的国家。② 但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

的或许是通过 ＴＰＰ谈判牢牢把握住全球贸易谈判议题和议程的设定权，从
而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订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在地区和全球战略层面上，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强化美国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巩固并深化其政治与外交关系，对其他国家

施加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借以巩固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领导地位，维

护美国的利益。

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国家间关系不可能是

纯粹的经济或贸易关系，它总是与政治、外交和军事考量缠绕在一起。任

何经贸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政治与外交影响。经贸问题政治化

和安全化在积极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外交

与安全需要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③ 通过在贸易问题

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可以推动建立反映其利益和价值的全球秩序。④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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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在考虑对外经贸关系时，安全和战略利益始终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

置。这一点在冷战时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冷战结束以来，从克林顿政府

到小布什政府再到奥巴马政府亦是如此。美国的经贸政策经常被用作实现

其外交或安全政策目标的工具，用来奖励盟友和追随者，或惩罚挑衅者和

离心者，或者削弱敌国和竞争对手。

从第一任期开始时，奥巴马政府就非常重视亚太地区及美国与这一地

区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的战略评估认为，在世界范围

内，美国的力量分布是不平衡的；在有些地区投入的力量过多，如中东地

区，而在有些地区投入的力量过少，特别是亚太地区。２００９年２月，国务
卿克林顿在对亚洲协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也是一

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

要；美国将承担更加严格和一贯的责任和义务。① 次年２月１２日，国务卿
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就亚洲的地区结构发表演讲时又再次宣称：

“我们要重返亚洲，而且要留在这里。”②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美国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 （ＴｈｏｍａｓＤｏｎｉｌｏｎ）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的演讲中阐述美国 “再平衡”战略时指出，所谓 “再平衡”指的

是奥巴马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再平衡美国的力量，从资源、外交活动、与国

家及地区组织的接触以及政策等方面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其最终目标

是：维持一种植根于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民主治理和政治自由的稳

定的安全环境和地区秩序。③ 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是美国 “再

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参与、主导和塑造 ＴＰＰ的发展是美国加强与
亚太国家经贸联系的一项重大举措，符合美国的安全与战略利益。

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 “再平衡”的一个重要背景是：２００７
年美国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一枝独秀，综合国力大

２０３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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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提升；特别是通过签订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进一步深化了

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强，美国对

此感到了压力。为了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美国

曾倡导建立涵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但由于所涉及

的经济体太多，需要协调和妥协的利益太广泛，实践已证明，短期内在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内难以实现这样的构想。近年来，亚太地区许多经济

体之间签署了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联系的加强大大加深了亚太

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但美国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直存有戒

心，担心它会削弱或稀释美国在东亚地区经济甚至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①

ＴＰＰ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像任何经济和贸易制度一样，它也不可避
免地会带来政治上甚至文化上的影响。作为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塑造者和

领导者，美国想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通过积极推动 ＴＰＰ
谈判和发展，在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利益的同时，增加其在政治和文

化领域的影响力，牟取巨大的战略利益，即强化与盟国和伙伴国的经济联

系，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消解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可能对美国领

导地位构成的挑战，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战略优势。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 Ｃ弗雷德·伯格斯坦 （ＣＦｒｅｄＢｅｒｇ
ｓｔｅｎ）和杰弗里·斯科特 （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ｃｈｏｔｔ）在２０１０年１月提交给美国贸易
代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积极参与 ＴＰＰ对美国来说有两大好处：第一，增
加和提高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特别是抵消由亚洲国家间贸易协定

所造成的对美国出口的歧视。第二，ＴＰＰ能够实现重要的安全目标。② 在
２０１３年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的 《理解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一书

中，斯科特等再次表达了类似看法：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看，ＴＰＰ都非常重要……然而，ＴＰＰ的价
值远远超越了其对贸易和投资的推动。ＴＰＰ可以作为有益的谈判实验

３０３第八章　美国建立ＴＰＰ的目标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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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能够为其他贸易倡议提供有益的范例。ＴＰＰ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
化的核心路径，有希望推动新的全球贸易对话。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在

加强亚太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的战略价值。①

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唐纳休 （ＴｈｏｍａｓＤｏｎｏｈｕｅ）评论说： “全面、

有强制力的市场开放的 ＴＰＰ对于创造贸易和扩大美国的就业具有很大潜
力，也能够展示美国在该地区持久的领导地位。”② 一些国会议员也认为，

成功的 ＴＰＰ将深化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把美国与其亚洲和拉丁美
洲的贸易伙伴联系起来，还能使美国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③ 事实上，

ＴＰＰ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贸易协定，它还是亚太地区内的一场 “地缘政

治与外交攻势”和一种经济战。④

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谈判获得成功，这时成为美国主导亚太地区贸易结
构、显示其影响力和 “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人们预期，它在亚太地区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也将会大大增强。美国国际贸易和金融专家伊

恩·弗格森 （Ｉａｎ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和亚洲事务专家布鲁斯·沃恩 （Ｂｒｕｃｅ
Ｖａｕｇｈｎ）在其报告中指出，通过参与 ＴＰＰ，美国和其他 ＴＰＰ国家能够塑造
区域经济结构，使之成为 ＴＰＰ和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综合标准。“相反，如
果美国被排除在亚洲这一重要的经济结构之外，贸易可能从美国转移。经

济联系还可以强化战略关系。如果美国的贸易联系因被排除在外而减少的

话，它的战略利益和战略杠杆可能也会受到削弱。”⑤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美国 《２０１３年贸易政策
议程和２０１２年年度报告》已清晰地显示出美国在贸易政策和贸易议程方
面的上述考量，并显示出 ＴＰＰ在美国贸易政策乃至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

４０３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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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 “进一步加紧与 ＴＰＰ国家的谈判，以确保在世
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达成一个新一代、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与欧盟展开

谈判，以达成一项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协定，进一步强化

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关系”；“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继续为２１世纪贸易
自由化开辟前景广阔的道路，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日内瓦关于贸易便

利化、扩大信息技术协定以及关于新的国际服务协定的谈判等工作”。①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６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ｏｍａｎ）
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的题为 “贸易的战略逻辑”的演讲中进一步阐

述道，ＴＰＰ既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
来看，ＴＰＰ将会把占全球 ＧＰＤ４０％和占世界贸易１／３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从战略角度来看，美国正通过 ＴＰＰ与十多个国家合作，为处于变化中的重
要地区制定规则。这些努力都要求以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价

值的方式更新２１世纪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他认为，美国的自由贸易政
策之所以是战略性的，是因为它对于强化美国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它能

够帮助巩固美国与关键伙伴和盟国的关系，并促进全球发展。②

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国务卿约翰·克里 （ＪｏｈｎＫｅｒｒｙ）和国防部长阿什
顿·卡特 （ＡｓｈｔｏｎＣａｒｔｅｒ）在 《今日美国》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撰文表示，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起，美国在全球贸易制度方面的领导作用引领了历史上无与

伦比的和平与繁荣时代，但现在这套基于规则的制度面临着另一种不甚开

放的模式的竞争；为复兴和扩展很好地服务于其利益的制度，美国必须从

战略上发展和使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他们强调，ＴＰＰ的战略意义在于：

第一，ＴＰＰ将会深化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关系，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
持久责任。达成 ＴＰＰ协定，将会再次确认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仍将
是该地区的领袖。第二，ＴＰＰ将有助于美国推动建立一种反映美国利
益和美国价值的全球秩序。美国的成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在推动全球增长的同时，美国还提供了一种促进合作、责任和更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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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尊重人的尊严的框架。第三，通过推动包容性发展，ＴＰＰ将有助
于全球增长和稳定。①

他们认为，这些战略利益超越了亚太地区。通过在贸易方面发挥领导

作用，美国可以促进开启一种高标准的全球竞赛，发展一种基于开放和公

平的全球经济，奖励遵守规则者并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美国的高标准。

ＴＰＰ１２国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与众
多安全问题专家座谈时再次强调了 ＴＰＰ在战略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他
说：“如果我们不能通过 ＴＰＰ，如果我们不能在该地区创建高标准的贸易
和商业架构，这一真空将会被中国所填补，将会被我们经济竞争对手所填

补。它们将会制定对我们不利的规则。”②

二　美国在谈判中的具体诉求与
ＴＰＰ协定的主要内容

　　美国国内各界围绕 ＴＰＰ相关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美国贸易政策形

成和制定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顾 ＴＰＰ谈判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围
绕 ＴＰＰ的诉求与争论，有助于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发展脉络和美国推动
ＴＰＰ的目标。尽管 ＴＰＰ协定文本已经公布，接下来，美国国内各界的关注
点将主要集中在 ＴＰＰ各国的批约问题及批约后的实施问题上，但各方的争
论不会随着基本协定的达成而消失，而是会延续或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回顾 ＴＰＰ谈判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 （包括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等）

的目标、诉求与争论，也有助于理解未来 ＴＰＰ在各国批约过程中可能面临
的争论以及 ＴＰＰ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ＴＰＰ国家设想的协定是 “全面和高标准”的 “２１世纪的协定”：既要
消除商品、服务和农产品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在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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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经济活动等广泛议题上建立规则，还要解决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所提

出的新的和交叉性议题。目前正在谈判的协定文本共有３０章，涵盖了 ＴＰＰ
国家之间商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产地

原则和原产地程序、纺织品和服装、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投资、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

务、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电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

业和指定垄断①、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合作与能力建设、竞争力和商

务便利化、发展、中小企业、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管理和机构

条款、争端解决等非常广泛的内容。这些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

市场准入问题；第二，规则问题；第三，新的和交叉性问题；第四，制度

性问题。②

（一）市场准入问题

市场准入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ＴＰＰ谈判过程中及协定最终文
本在这方面涉及的主要有货物与农产品市场准入及敏感农产品的边境保

护问题、跨境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产品等。货

物、服务和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经常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障碍。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当时的９个 ＴＰＰ国家领导人宣布的谈判纲要文件显
示，ＴＰＰ国家的目标是致力于全面的市场准入，清除对商品和货物贸易
及投资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工人和商家创造新机会，为消费者创造

直接的利益。③

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美国在 ＴＰＰ谈判中的目标是：对美国出口到 ＴＰＰ
国家的产品取消关税和获得有商业意义的市场准入；在协定中包含解决长

期存在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进口许可要求和其他限制的条款。其目的是为

美国工业品、粮食和农产品、纺织品等达成一个广阔的免税贸易区，以帮

助其出口商参与到亚太地区的价值链之中，并得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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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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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指定垄断”指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后指定的私营垄断者

和一缔约方指定或已经指定的任何政府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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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货物的市场准入
在谈判过程中，ＴＰＰ国家同意确立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原则和义务，确

保提供给其他每一个 ＴＰＰ国家的市场准入都是 “雄心勃勃的、平衡的和透

明的”。ＴＰＰ国家公布的协定文本中关于 “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一章，解决了 ＴＰＰ成员国之间清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对货物的国
民待遇、关税取消与关税免除、进口和出口限制、进口和出口许可、农业

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与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农业保障措施、现代生物技

术产品贸易以及关税配额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目前，ＴＰＰ国
家所享受的一般最惠国待遇关税水平从０到１０％不等。“货物的国民待遇
和市场准入”一章规定，除非另有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对原产货物提高

现行关税，或采用新的关税税率；每一缔约方应依照各自的减让表逐步取

消对原产货物的关税。① ＴＰＰ协定包含了对１１０００多门类的商品逐步降低
关税的时间表。

ＴＰＰ国家的市场对于美国农产品出口和农业发展意义重大。美国对
ＴＰＰ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在过去几年里增长迅速。２０１４年，美国对其他 ＴＰＰ
国家农产品的出口总额为 ６２６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４２％。② 日本和加拿大分别是美国第四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日本是
美国小麦、玉米、大豆、牛肉和猪肉等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它还维

持着许多限制美国农产品进口的政策。美国对越南的农产品出口也面临高

关税障碍，对澳大利亚、智利、秘鲁及其他 ＴＰＰ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都受到
严格的卫生与动植物检验检疫壁垒的限制。

乳制品、牛肉、糖及大米等敏感产品的市场准入是 ＴＰＰ谈判中争论非
常激烈的问题。加拿大和墨西哥都采用对特定乳制品的高关税和卫生与动

植物检验检疫措施限制进口。日本也采用高关税、严格的关税率配额和投

资限制等措施保护国内乳制品。新西兰则寻求对乳制品贸易边境限制的更

大自由化以及对美国和加拿大市场更大程度的开放。而美国担心，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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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２章 “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第２４条 “关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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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会压低乳制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最终会要求美国乳制品项目的彻

底改变。① 与美国维持其乳制品和糖类贸易限制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还

试图打开其他国家的大米市场，避免在 ＴＰＰ自由化中存在例外。日本则希
望在 ＴＰＰ中不包含大米，以维持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日本等国都限
制美国牛肉进口，特别是２００３年底在美国养殖场发现疯牛病之后，限制
更趋严格。美国与澳大利亚在糖类产品的贸易上也存在不同看法。美国—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未包含糖类产品，美国一直反对在 ＴＰＰ谈判中重新
考虑现存市场准入时间表的要求，澳大利亚则试图推动美国进行糖类贸易

改革。

ＴＰＰ协定最后规定 （见该协定第２章 Ｃ节关于农业的部分）：“各缔约
方的共同目标是在多边取消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应同心协力以在 ＷＴＯ
达成协定，取消此类补贴，并防止其以任何方式重新使用。”“任何缔约方

不可对向另一缔约方领土出口的任何农产品采取或维持出口补贴。”②

２跨境服务贸易
发达国家一直在推动服务业更大的市场准入，而发展中国家对服务

贸易自由化则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在 ＴＰＰ关于服务业的谈判中，棘
手的问题主要包括金融服务、电信业、保险业以及诸如电子商务和监管

一致性等新议题。在金融服务方面，ＴＰＰ国家的谈判主要以最初四个创
始会员国签署的协定文本为基础，目标是促进透明、非歧视、新的金融

服务的公平待遇和投资保护，并为这些保护措施提供有效的争端解决方

法。２００８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凸显了改善金融监管和跨国合作的重要性。
鉴于资本控制对于避免和缓解金融危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１０２名经济学
家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联名致信 ＴＰＰ国家贸易部长，建议在 ＴＰＰ协定中
包含能使各国政府在不受制于投资者诉讼的情况下利用资本控制避免和

缓解金融危机的条款。③

服务业是提供美国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美国在其谈判双边和多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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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协定中最优先关注的一直是为美国的服务提供商，特别是金融服务

（包括保险和银行业）、专业性服务 （包括法律服务业和私人教育服务

业）、电信服务、快递行业和电子商务等扩大市场准入。确保 ＴＰＰ国家服
务业市场自由化和公平的准入，有助于美国服务提供商在 ＴＰＰ国家市场业
务的开展，支持其国内就业。

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美国的具体谈判目标是：实现服务业公司的自

由准入，使之能够得到比 ＴＰＰ国家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服务提供商更
好或同等的待遇，并在 ＴＰＰ国家市场中处于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在 ＴＰＰ协
定中包含这样的条款，使服务提供商不必在每一个 ＴＰＰ国家都设立一个办
公室就能够提供服务；使对促进贸易非常重要的特定部门承担新的或更大

责任；承诺实现外国金融服务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同时保护一国政府在

监管方面广泛的灵活性，包括金融部门的监管，并能够采取必要行动以确

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全。①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在推动 “超服务贸易总

协定”（ＧＡＴＳｐｌｕｓ）的市场准入，包括建立商业存在的权利、１００％的所
有权、不要求建立商业存在的跨境服务条款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美国在跨

境服务贸易方面的这些目标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ＴＰＰ协定第１０章就跨境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
入、当地存在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１０６条规定：“任何缔约方
不得要求另一缔约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其领土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或任何形

式的企业或成为居民，作为跨境提供服务的条件。”② ＴＰＰ协定第 １１章
（“金融服务”）也对跨境金融投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金融机构的

市场准入、规范金融机构和跨境金融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法规和政策的透

明、金融服务领域的投资争端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做了明确规定，以确保金

融服务领域市场自由化；但同时，其第１１１１条 （“例外”）也明确规定，

不得阻止一缔约方因审慎原因而采取或实施措施，保护投资者、存款人、

投保人、保单持有者，或者保证金融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等。③

３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是政府部门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采购。政府采购在一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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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

大约占 ＧＤＰ的１０％—１５％，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占 ＧＤＰ的２０％。因而，政
府采购成为各种企业激烈竞争的一个领域。打开 ＴＰＰ国家在这方面的市
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意义重大。

在世界贸易组织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１５个成员曾签署了一项
《政府采购协定》（ＧＰＡ），以规范各成员间政府采购活动，促进世界贸易
自由化，促进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程序和实践等的透明，在互利基础上

为各成员企业创造贸易机会。美国是该协定的成员，一直寻求把政府采购

条款包含在其自由贸易协定之中。在 ＴＰＰ诸国中，只有新加坡和日本是
《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美国与澳大利亚、秘鲁、智利、新加坡等国签

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和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都包含关于政府采
购的内容。

在 ＴＰＰ谈判过程中，各国对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很容易就达成
了一致，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扩大政府采购涵盖的范围以确保对相互

间政府采购市场最大限度的准入和尊重各国的敏感关注之间实现平衡。美

国的目标是：创建公平、透明和非歧视性的规则，以管理 ＴＰＰ国家的政府
采购；推动实现 ＴＰＰ国家政府采购市场的自由化。

ＴＰＰ协定 “政府采购”一章对采购的规则、程序、形式以及采购程序

的透明度等也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中第１５４条关于 “国民待遇

和非歧视”的部分规定，对于有关涵盖采购的任何措施，每一缔约方 （包

括其采购实体）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缔约方的货物和服务及其

他任何缔约方的供应商不低于该缔约方 （包括其采购实体）给予本国及其

他任何缔约方货物、服务和供应商的待遇。①

４纺织品和服装
美国的许多纺织品和服装在进入某些 ＴＰＰ国家时面临着较高关税，清

除对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提高其生产商在亚太市场

的竞争力，是美国在 ＴＰＰ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具体的谈判目标
有：（１）清除对 ＴＰＰ国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关税；（２）确立 “从纱开

始”（ｙａｒｎｆｏｒｗａｒｄ）的原产地原则，即纺织品或服装必须使用美国或 ＴＰＰ
国家的纱线和布，目的是确保不符合该要求的非 ＴＰＰ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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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享有为 ＴＰＰ国家保留的好处； （３）精心设计 “短缺”清单，允许在不

影响税收优惠的情况下从非 ＴＰＰ国家获得美国和其他 ＴＰＰ国家无法以商业
方式获得的纺织品、纱线和纤维，并用于 ＴＰＰ地区的服装生产；（４）制定
严格的执行条款和海关合作承诺，提供原产地声明或优惠待遇的证明，若

声明不能被证实则拒绝优惠待遇或禁止可疑货物进入；（５）建立纺织品特
别保护机制，若进口倾销给国内生产商造成严重损害或有导致严重损害的

危险，允许美国及其他 ＴＰＰ国家对某些货物重新征收关税。①

纺织品和服装的原产地原则是 ＴＰＰ各国谈判市场准入时激烈争论的
一个问题。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都规定了严格的 “从纱开始”的原

产地原则，要求用于生产服装的纱线产自一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而其他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中都规定了相对自由的原产地原则。② 马来西

亚支持自由的原产地原则，而墨西哥和秘鲁则支持严格的规则，以避免

其产品在自己的国内市场和美国市场受到来自亚洲的竞争。美国模式的

“从纱开始”规则可能会阻碍越南服装业的发展，因为其大多数纺织品是

从中国和韩国进口的。因此，越南在推动 “裁剪和缝纫” （ｃｕｔａｎｄｓｅｗ）
的原产地原则，即从第三国进口的纺织品可获得免税待遇。美国服装零

售商也支持这一立场，但其国内纺织品公司反对这一立场，认为属不公

平竞争。

在最终达成的 ＴＰＰ协定中，关于纺织品和服装 “微量条款”和 “成套

货物的待遇”的规定 （见该协定第４章第４２条）实际上非常接近美国倡
导的、较为严格的原产地原则。

（二）规则问题

规则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原产地原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保健技

术和生物制药领域的透明、对外投资、竞争政策、贸易救助、劳工、环境

等问题。这些问题尽管被列为规则问题，但实际上对市场准入也都有影

响。关于规则问题的谈判，其目的在于确保在关税壁垒降低的情况下，这

些规则不会被用作代替关税壁垒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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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知识产权
ＴＰＰ国家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目标是加强和发展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在
ＴＰＰ国家之间确立一种关于知识产权的有效和平衡的方式。许多知识产权
形式，包括商标、地理标识、版权与相关权利、专利、商业机密、批准某

些受管制产品所需数据，以及知识产权的实施和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等都

是 ＴＰＰ各国关于知识产权议题谈判的重要内容。ＴＰＰ国家同意在协定文本
中反映对 《ＴＲＩＰＳ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 （Ｄｏｈ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ＲＩＰＳ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承担共同责任。

在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美国一直寻求增强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它曾推动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适用于数字媒体和在贸易协定谈

判中包含类似于美国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这些保护标准超

越了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水平。在 ＴＰＰ
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中，美国的目标是推动建立强有力的、体现最高水

平的、平衡的规则，保护和推动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对亚太

地区的出口。具体目标包括：（１）强有力地保护专利、商标、版权和商
业机密，包括反对网络盗窃商业机密；（２）承诺通过允许把受版权保护
的著作用于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术与研究等的限制或例外，

使各国努力在其版权制度中实现平衡；（３）达成制药领域的知识产权条
款，推动创新和新的、挽救生命的药物的开发，为不受商标保护的药物

竞争创造机会，并确保人们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药物，同时也考虑 ＴＰＰ
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国内法律和国际义务；（４）制定促进透明
和关于商标与地理标识的法定程序的新规则；（５）制定强有力的和公平
实施的规则，以打击商标造假和盗版行为；（６）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
供 “安全港”，以及培育新的商业模式和数字环境下合法商业的技术性保

护措施等。

知识产权是 ＴＰＰ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各国对多个领域中适
当水平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别，如药品的专利权、版权及其实施等领域。有

些国家更倾向于把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条款作为

基本的 ＴＰＰ知识产权保护框架，认为对知识产权过于严格的规范会阻碍创
新，抬高药品价格，使技术进口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其他国家，

特别是美国，则希望在 ＴＰＰ中对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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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做一些增补，目的是把知识产权条款扩大到包含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关

于专利权、商标、版权和商业机密保护，以及商品与服务的网上支付保护

等内容。①

在药品专利权问题上，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了 “进入窗口”建议，也就

是在一段时期里，一个公司的药品在 ＴＰＰ国家获得销售批准时，可以从知
识产权保护中获益。利用 “进入窗口”规定的公司，将会得到一些保护，

如数据专享、专利连接制度以及专利权延长等。支持这一机制者认为，

“进入窗口”的规定能够支持创新和增加药品的销售机会，推动药品生产

商把新药推向不生产这些药品的市场；但批评者认为，这会通过阻止低成

本的、不受专利保护的药品进入市场，从而抬高药品价格，限制这些国家

制定临床试验数据保护标准的能力。②

在版权保护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延长版权保护期限的协议。

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版权保护期限是出版

后不少于５０年，而美国主张的版权期限是出版后不少于９５年，或公司所
拥有创新成果的专利权期限不少于１２０年。关于版权保护的例外范围，美
国和澳大利亚提出把例外局限于 “某些具体的与著作、唱片等的正常使用

不冲突、不对版权所有者合法利益进行不正当歧视的案例”，而新西兰、

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越南都反对美国的立场。

最后，ＴＰＰ协定第１８章第１８６３条规定的版权保护期限是不少于７０
年。这与美国的期望虽然有一定差距，但已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 《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不少于５０年的基线。
２海关管理、贸易便利化和原产地规则
美国追求的是 ＴＰＰ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支持美国物流、生产及与该地

区供应链中其他行业实现深度一体化，通过清除繁琐和不透明的海关壁

垒，降低美国的商业成本。它要求 ＴＰＰ协定相关条款应规定：（１）确保货
物迅速通关，海关规则透明，具有可预见性；（２）进行密切的海关合作，
以确保 ＴＰＰ国家合作预防走私、非法转载、偷税漏税，并确保遵守贸易法
和贸易规则；（３）强有力和共同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 ＴＰＰ的好处能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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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美国和其他 ＴＰＰ国家，推动该地区供应链的发展。①

在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问题上，ＴＰＰ协定第５章明确规定，缔约方
应保证以可预测、一致和透明的方式执行其海关程序；各缔约方应依照其

法律，通过信息共享和其他适当行动，就影响相互间货物贸易的重要海关

事务开展合作。本章关于 “自动化”“快运货物”以及 “货物放行”等的

规定，将会大大促进 ＴＰＰ各国之间贸易的便利化。
在原产地规则问题上，ＴＰＰ国家同意建立一套客观、透明和可预见的

共同的原产地规则，以确定一种产品是不是产自 ＴＰＰ地区。ＴＰＰ协定第３
章规定了非常细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 “原产货物”做出了明确界

定，规定了确定原产货物区域价值成分 （ＲＶＣ）标准的计算公式；规定了
较为严格的 “原产地程序”，包括提出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诉请、原产地

证书的填制、原产地核查等。

３技术性贸易壁垒 （ＴＢＴ）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世界贸易经历了关税的普遍降低之后，非关税壁垒在贸易中的影响越

来越突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都可能构成重要的非

关税壁垒。ＴＰＰ各国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谈判，目的是加强 《世界贸易

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ＴＢＴ）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不必要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透明度，以促进 ＴＰＰ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最大
限度地避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扭曲，促进监管者保护健康、安全和

环境并实现其他合法的政策目标。

美国的目标是寻求在 ＴＰＰ内加强旨在消除无根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
在该领域加强 ＷＴＯ规定的义务，确保以透明和基于科学的方法制定和实
施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相关规则。具体包括：（１）提高透明度，减少
不必要的检疫和认证成本，促进标准制定方面更大程度的开放；（２）承诺
对与诸如酒类、医疗器械、化妆品、药物、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食品配方

等关键部门产品有关的监管问题采取相同办法；（３）制定新的、可实施的
规则，确保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以透明、可预见和非歧视的方法实

施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同时保护美国及其他 ＴＰＰ国家的监管机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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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够采取必要行动保护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健康；（４）建立改善对话与合
作的机制，以解决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①

ＴＰＰ协定第８章要求 “各缔约方应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相互合作，

以保证有可能作为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基础的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

不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②。该章对国际标准、合格评定程序、

透明度、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合规期限、制度性机制、监管合作、

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义务和规范都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关于透明度的规

定，甚至要求 “每一缔约方应允许其他缔约方的人员参与其中央政府机构

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每一缔约方应允许其他缔约方

的人员以不低于其给予自己人员的条件参与到此类措施的制定中”。③ 这也

体现出 ＴＰＰ作为一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其成员国国内治理的影响。
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方面，ＴＰＰ协定第 ７章规定的主要目标有：

“在各缔约方领土内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同时通过各种方

式处理并寻求解决卫生与植物卫生问题以促进并扩大贸易”；“加强世界贸易

组织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ｉ
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以及 “保证缔约方实施的卫生或植物卫生

措施不对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等。④ 该章要求，各缔约方应保证各自的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应基于科学原则，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

４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一直是美国在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ＴＰＰ关于投资问题的谈判中，美国的目标是：为在 ＴＰＰ市场的投资提供
自由化的准入，实现对在 ＴＰＰ国家的投资企业和投资经营的非歧视待遇并
降低或消除其他壁垒，包括禁止非法征用和明确指定性能要求；包含处理

要求 ＴＰＰ国家投资者支持另一国家国内技术以使其国有企业、国内龙头企
业或其他竞争者获益之做法的条款；确立仲裁程序，为在外国市场的美国

投资者提供类似于美国已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基本法律保护规则。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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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ＴＰＰ协定文本来看，美国在投资方面的谈判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该协定第９章第９４条、９５条和９６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方应给予另
一缔约方投资者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并对 “待遇”的最低标准做出了

具体界定。本章第９７条规定，缔约方不得对涵盖投资①进行直接征收或
国有化，或采取与征收、国有化等效的措施进行间接征收或国有化，除非

符合 （ａ）为公共目的；（ｂ）以非歧视方式进行；（ｃ）及时、充分、有效
地支付补偿；及 （ｄ）根据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等条件。② 是否包括投资者与
国家争端解决条款是 ＴＰＰ各国在投资问题谈判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该
协定第９章包含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并且规定了详细仲裁程
序，包括 “提交仲裁申请” “各缔约方对仲裁的同意” “同意的条件和限

制”“仲裁员的选择”“仲裁的进行”及 “仲裁程序的透明度”等。

５竞争政策
长期以来，竞争问题已成为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议

题。如果贸易协定只能打开市场，但不能确保这些市场以健康的竞争性方

式运行，它就无法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化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许多双边

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竞争条款，设定这些条款的目的是确保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的好处不被跨境反竞争行为所损害，国家设立的贸易壁垒不被

其他形式的秘密限制措施所取代，也避免国家把竞争政策作为实现保护主

义目标的政策工具。区域范围的竞争政策和制度有助于推动更深程度的一

体化，并提高消费者福利。

美国在此之前签订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如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

协定》和 《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也包含关于竞争政策的条款。这

些协定规定，美国及其他缔约国应通过信息交换和磋商，在实施竞争法方

面进行合作；指定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运作应遵守协定的规定，符合

商业原则。③ 美国的竞争政策是以其长期坚持的所谓公平竞争、消费者保

护及透明等原则为基础的。美国寻求建立禁止反竞争商业行为及伤害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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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欺诈和虚假商业活动、确保私营部门企业和工人能够与国有企业进行

公平竞争的规则。

ＴＰＰ协定第１６章 “竞争政策”明确要求：“每一缔约方应通过或维持

禁止限制竞争性商业行为的国内竞争法，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福利，

并且应针对此类行为采取适当措施。”该章对 “竞争执法中的程序公正”

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并要求各缔约方主管国内竞争的机构之间进行

相互合作与协调，以促进自由贸易区内对竞争的有效执法。此外，为提高

执法政策的透明度，该章还规定，应另一缔约方要求，一缔约方应向其提

供关于其竞争法的执法政策和实践以及相关的信息。

６贸易救济
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目的是为受进口损害或受损害威胁的国内产业提

供救济。常见的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有反倾销救济、反补贴税 （ＣＶＤ）救济
以及保障措施。美国许多国会议员把这些贸易救济措施视为缓解不公平贸

易进口和进口倾销之不利影响的一种重要贸易政策工具，认为美国应保留

使用贸易救济的权利，以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和进口激增。

ＴＰＰ协定第６章 （“贸易救济”）第６２条 （“全球保障措施”）规定，

“本协定不影响各缔约方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年第１９条和 《保障措施协定》项下

的权利和义务”；第６８条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规定，“各缔约方保

留其在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或简称关贸总协定）
第６条、《反倾销协定》和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

务”。① 这些规定有助于确保美国生产商完全能够利用贸易救济法，包括保

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税等，解决由于进口产品的大量倾销或外国对其

出口产品的补贴而对其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助于增强美国推动外国反

倾销／反补贴关税调查最佳实践的努力，使之与美国法律向其他国家出口
商保证的正当程序和透明度相一致；也有助于确保美国出口商在面临其他

国家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时能够利用正当程序，在透明的环境中进行自我

辩护。

７劳工
在 ＴＰＰ之前各国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大都不包含劳工条款，即便包

含也只是劝导性的，即劝导缔约国遵守劳工标准并使之与国际标准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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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不把它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不用降低劳工标准的方式吸引投资

等。美国人把尊重劳工权利视为其核心价值观念，美国政府在此前签署的

贸易协定中也一直重视要包含强有力的劳工条款。

在 ＴＰＰ谈判中，美国希望 ＴＰＰ国家执行和实施１９９８年 《国际劳工组

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强调的基本劳工权利，在协定中

规定可接受的工作条件；制定规则，确保 ＴＰＰ国家不以影响贸易或投资的
方式放弃或减损劳工法规，采取积极行动打击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的贸

易；建立咨商机制，以采取具体步骤解决可能出现的劳工问题；为公众设

定他们认为 ＴＰＰ国家未能履行其劳工承诺时直接向 ＴＰＰ国家政府表达关注
的手段，要求政府考虑并对其关注做出反应。美国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向其
他 ＴＰＰ国家提交了一份关于劳工问题的建议。该建议包括，各国应支持国
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原则，制定有关最低工资要求、工作时间和职业健康及

安全等问题的劳工法律，采取措施减少使用强制劳动或童工生产的产品的

贸易，以及把劳工法律应用于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等。

ＴＰＰ协定第１９章 （“劳工”）规定，缔约方不得将劳工标准用于贸易

保护主义目的；每一缔约方应在其法律、法规以及据此而采取的行动中，

采取并维持国际劳工组织宣言所阐明的权利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等），规定可接受的工作条件；不得以通过弱化或减少每一个缔约方劳工

法提供的保护来鼓励贸易或投资；不得通过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或投资的

持续或反复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造成其劳工法未有效执行；应阻碍从其

他来源进口全部或部分通过包括强迫或强制童工在内的强迫或强制劳动生

产的产品。① 更重要的是，该协定第９章还通过关于劳动法执行程序、缔
约方之间的合作、合作性劳工对话、公众参与、劳工磋商的规定，确保协

定的劳工条款是有约束力、可执行的。

８环境
在 ＴＰＰ关于 “环境”问题的谈判中，美国想要实现的目标是：

（１）确立强有力和可实施的环境义务，以及与 ＴＰＰ中其他义务适用相同的
争端解决机制；（２）承诺有效实施国内环境法，包括实施多边环境协定，
承诺不为促进贸易或投资而放弃或减损环境法提供的保护；（３）设立解决

９１３第八章　美国建立ＴＰＰ的目标与障碍　

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１９章 “劳工”。



野生动物贩运、非法采伐和非法捕捞等行为的新条款；（４）当公众认为某
一ＴＰＰ成员国未能兑现其环境承诺时，为其建立一种直接向 ＴＰＰ国家政府
提出其关注的途径。①

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包含更严格的环境政策一直是美国国内许多关注环

境保护、气候和资源保护议题的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的目标。美国贸易代

表弗罗曼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７日明确表示：“谈判完成后，ＴＰＰ将会包括所有已
谈判完成的贸易协定中级别最高的环境条款，而且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也

与本协定中其他义务一样适用相同的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②

ＴＰＰ协定第２０章 （“环境”）明确指出：“本章旨在推行相互支持的贸

易和环境政策；促进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通过合作

等方式提高缔约方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能力。”它要求缔约方

“不得通过持续或反复的作为或不作为，以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或投资的

方式，导致其环境法未能有效执行”，“不得以弱化或减少各自环境法所提

供的保护，以鼓励缔约方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方式，豁免或减损或提议豁免

或减损其环境法”。③ 它还在履行多边环境协定承诺、臭氧层保护、防止船

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促进和鼓励生物多样性、预防、检测、控制及在可

能时消灭入侵外来物种、海洋渔业保护以及打击对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获取

和非法贸易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范。更重要的是，ＴＰＰ协定第２０章包含
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磋商及争端解决机制，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条款的约

束力。

（三）新的和交叉性问题

ＴＰＰ谈判涉及的诸多议题，有些是之前的自由贸易协定业已遇到的传

统问题，有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而出现的新问题。在

日新月异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下，面对新环境、新因素的影响，业已存

在的传统议题也须以新的或不同的方式去认识和处理。在新近出现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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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并未受到人们关注或重视的问题，它

们只是随着世界贸易日益复杂、国家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才凸显出来。

ＴＰＰ谈判中涉及的新的和交叉性问题主要包括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电
子商务、竞争力和供应链以及中小企业等。

１监管一致性
监管一致性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贸易日益复杂化而凸显

出来的一个问题。随着国家间贸易日益紧密、深化和活跃，各国国内和国

家间的监管不一致及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扩散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问题越来越

突出。这些壁垒对具体企业的贸易收益等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已成为

商业公司进入他国市场的主要障碍。监管一致性有助于促进国家间货物和

服务贸易及投资的便利化及增长。

ＴＰＰ国家关于 “监管一致性”的谈判，目的是在肯定 ＴＰＰ国家监管其
经济以促进合法政策目标权利的同时，降低 ＴＰＰ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这
就需要促进 ＴＰＰ各国监管制度的一致性，改善监管行为；清除不必要的壁
垒，降低各种标准的地区性差异；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打击腐败；以

更能促进贸易的方式进行监管，淘汰冗余的检测和认证过程；以及推动在

特定规则议题上的合作等，通过这些措施使 ＴＰＰ区域内的贸易更加紧密。
在 “规则一致性”问题上，美国在 ＴＰＰ谈判中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在

规则制定和其他政府决策 （包括迅速发布法律、规范、普遍适用的行政规

定及其他影响贸易和投资的程序等）方面更多的透明度、参与和责任，为

利益攸关方提供机会，在采取措施前先表达意见；承诺打击腐败和建立行

为规范，以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标准。

ＴＰＰ协定第２５章 （“监管一致性”）规定，各缔约方应考虑设立和维

持一个全国性的或中央的协调机构，以对拟议涵盖的监管措施进行有效的

机构间协调或审议；各缔约方应鼓励相关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影响评估；缔

约方应开展和加强监管事项方面的合作。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

性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各章中也包含与监管一致性有关的议题。

２国有企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有企业。２０年前，各国国有企业主要在自

己国内开展经营活动；但在过去２０多年里，各国国有企业的业务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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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向其他国家扩展。国有企业往往由于能从政府得到补贴、低息信贷、

规则豁免、政府采购的特惠准入以及贸易保护等而获得相对于私营企业的

竞争优势。随着各国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向海外扩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越来越重视国有企业的行为规范问题。美国力推关于 “国有企业”的条

款，其关注的重点不是企业的所有权属性，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竞

争规则问题，目的是为其私营企业创造与外国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ＴＰＰ国家原则上同意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应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
在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 ＴＰＰ谈判中，美国追求的目标是：在竞争法实

施方面，确立程序性公正的基本规则；各方承诺确保国有企业的活动与商

业考虑一致并进行公平竞争，不从政府那里获得过度的有利条件，但同时

允许政府为在国内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提供支持；在政府管制的性质

和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方面，设定能够提供透明度的规则。① 美国希望在

ＴＰＰ协定中确立有约束力的规则，以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 “竞

争中立”和国有企业从其政府获得支持的透明性。② 澳大利亚也支持在国

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实行 “竞争中立”的政策，但提出了无约束力原

则。马来西亚希望在协定中体现灵活性，新加坡则反对美国提出的可能会

影响淡马锡③的建议。

美国国会在 “国有企业”问题上的要求更加苛刻。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贸易工作小组主席迈克·米肖 （ＭｉｋｅＭｉｃｈａｕｄ）在
致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的信中提出，对国有企业的规范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对美国商业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容易确认哪些实体是国有企

业；第二，对国有企业的界定必须足够宽泛，以包括那些被政府认定为国

有企业，或作为国有企业活动、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的公司；第三，对国有

企业的规范必须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这种机制必须能够对损害诉求做出

有效反应；第四，包含在国有企业条款中的损害检验必须包含美国贸易法

中的损害标准，以确保损害是可控的，并增加美国企业运用这些规范的能

力；第五，ＴＰＰ应当提供一种透明的程序，以使利益攸关方能够对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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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议题表达关注。①

ＴＰＰ协定第１７章 （“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对 “国有企业”和 “指

定垄断”做出了明确界定，规定各缔约方应保证其国有企业在从事商业活

动时依照商业考虑购买或销售货物或服务，保证其指定垄断依照商业考虑

在相关市场购买或销售垄断货物或服务。它还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直接

或间接向其任何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从而对另一缔约方的利益造成

不利影响；各缔约方之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得通过使用该国有企业或国

有企业向其他任何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对另一缔约方的利益造成不

利影响；任何缔约方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向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涵盖投资的任

何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从而对另一缔约方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失。②

关于透明度问题，ＴＰＰ协定规定，各缔约方应自本协定对该缔约方生效之
日起６个月内，向其他缔约方提供或公布其国有企业名单及对垄断的指定
或对现有指定垄断范围的扩大及其指定条件；应另一缔约方书面请求，一

缔约方应迅速提供足够具体的信息，以充分说明一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的

活动或某些政策或项目如何影响或可能影响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③

ＴＰＰ关于 “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 “非商业援助”以及 “透明

度”的这些规定，为其成员国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确立了高标准的行为规

则，与美国在 “国有企业”议题上的一贯诉求是一致的。

３电子商务与电信
随着世界范围内网络使用者数量的急剧增长，互联网应用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潜力，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潜力日益凸显。电子商务主要依赖

诸如移动商务、电子资金转账、供应链管理、互联网营销、在线交易处

理、电子数据交换 （ＥＤＩ）、存货管理系统以及自动数据收集等技术。
美国在关于电子商务问题谈判中的具体目标是： （１）取消对数字产

品，如软件和音像制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２）给予电子传输的数字产
品非歧视性待遇，并保证这些产品不会面临政府批准方面的歧视；（３）要
求支持单一的全球互联网，包括确保符合政府因隐私权保护需要而进行规

范的合法利益的跨境数据流动；（４）反对本地化要求的规则，即迫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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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计算机设施置于它们试图开展业务的市场，而不允许由它们的网络中心

提供服务；（５）承诺为电信供应商提供合理的网络接入；（６）促进基于
技术和竞争性的选择，以解决手机国际漫游的高成本问题。美国希望通过

挖掘和释放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保持互联网的自由与开放，推动电信提

供商的竞争性准入，确立数字贸易的规则。

美国提出的禁止国家阻碍跨境数据流动的建议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

担心的对隐私权的侵犯是相矛盾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担心，禁止本地数

据存储可能违反本国的隐私保护法。澳大利亚认为，私营部门的控制不足

以保护隐私，因而建议在控制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给予政府更多的自由裁量

权。美国高技术团体则支持不受限制的跨境数据流动，反对数据存储或服

务器地点本地化要求，以促进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和云计算的发展。它们宣

称，私营公司已拥有自己保护隐私的恰当机制，数据流动的边界开放不会

影响隐私保护。越南和马来西亚或出于商业原因，或出于审查原因，都有

本地内容限制。

ＴＰＰ协定第１４章 （“电子商务”）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一缔约方

和另一缔约方的国民之间电子传输包括电子传输的内容征收关税。”① 该章

关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网络的接入和使

用原则、计算机设施的位置等的规定，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也反

映出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妥协。ＴＰＰ协定第１３章 （“电信”）明显体现

了 ＴＰＰ各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妥协。例如，由于各方对监管需求和方法看法
各异，第１３３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可决定如何实施本章规定的义务。通过
对 “公共电信服务的接入和使用” “公共电信服务供应商的义务” “给予

公共电信服务主要供应商的待遇”“竞争保障”“电信监管”“电信争端解

决机制”及 “透明度”等的具体规定，ＴＰＰ协定试图在尊重各国差异的情
况下，尽可能实现电信领域的公平竞争。

４中小企业
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有所不同，美国指的是雇员在５００人以下的企

业，在欧盟指的是雇员人数少于２５０人的企业，还有一些国家把雇员人数
少于２００的企业界定为中小企业。各国普遍把雇员人数少于５０的视为小
型企业。中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中小企业

４２３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１４章 “电子商务”第１４３条。



占美国私营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中小企业还是创新、产品和

服务的重要来源，其创新能力比大公司和大型企业更有效，① 它们在促进

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尽管中小企业在美国贸易中所

占份额较小，而且经常是作为供应商为更大的出口制成品的供应链提供零

部件而间接参与贸易的，但它们几乎吸纳了非农业私营部门一半的劳动

力，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比大公司多。因此，美国政府正努力推动其中小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简化海关手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电

子商务以及建立更加有效和透明的监管机制，都将有助于增进中小企业的

利益。美国在 ＴＰＰ谈判中希望达成：（１）承诺提供关于如何利用自由贸易
协定的信息；（２）就 ＴＰＰ如何为中小企业服务进行定期评估。美国在 ＴＰＰ
谈判中包含 “中小企业”问题，就是要确保其签署的贸易协定能够反映其

国内中小企业对外出口和海外投资的需要，为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

提供条件。

ＴＰＰ协定第２４章 （“中小企业”）规定，缔约方应设法实行信息共享，

设立或维持可公开访问的网站，登载关于该协定的信息 （如 ＴＰＰ协定文
本、摘要、协定中与中小企业相关规定的说明等），以便 ＴＰＰ各国中小企
业能够充分利用协定提供的机会；设立中小企业委员会，确定帮助缔约方

中小企业利用该协定商业机会的方式，如经验交流、研讨会或论坛、能力

建设等。②

除上述问题外，ＴＰＰ协定中的第２１章 （“合作和能力建设”）、第２２
章 （“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第２３章 （“发展”）也都属于新的和交叉

性议题。这些内容在整个 ＴＰＰ协定文本中所占篇幅虽然不大，相关规定也
大都是原则性或劝导性的，但它们反映出该协定规范的不仅是贸易和投资

问题，它还试图规范缔约国的内部经济与社会治理问题。可以预期，随着

未来 ＴＰＰ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它对其成员国内部经济与社会治理将会有深
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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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性问题

贸易协定中的制度性问题指的是争端解决、协定管理以及新成员加入

协定的正式程序等议题。这些问题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运行与发展至关重

要。美国试图把 ＴＰＰ塑造成一个 “高标准”的协定，这种 “高标准”既

要求在 “市场准入问题”“规则问题”和 “新的和交叉性问题”等方面优

于现有的贸易协定，也要求确保使协定有效运行的制度同样体现出其

优势。

ＴＰＰ协定包含的制度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其第２７章 （“管理和机构条

款”）、第２８章 （“争端解决”）和第３０章 （“最终条款”）中，包括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委员会的设立、职能及其运作，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成员

接纳程序等。

这里重点考察 “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争端解决机制”问题是影响自由贸易协定运行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

题。美国希望在 ＴＰＰ协定中：（１）建立公正、透明、适用于整个协定的争
端解决机制；（２）确立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 ＴＰＰ内出现的争端的程序。
美国之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及 ＴＰＰ最初四个创始国签署的协定都包含关
于争端解决的条款。这些协定通常规定以合作的方式解决争端，成员国之

间寻求通过磋商缓解不满，化解争议。其基本步骤是：第一，初步磋商；

第二，举行代表相关国家内阁级贸易官员的联合委员会会议；第三，建立

争端解决专家组。① 争端解决专家组由三位仲裁员组成，争端双方各任命

一位，第三位经共同同意后任命或在两国之外的人员名单中由抽签选定。

争端解决专家组在做出决定后，败诉方应采取补救措施或对争端采取法律

诉讼。否则，须做出赔偿或面临利益暂停或罚款。

谈判期间，ＴＰＰ各国之间或某些成员国内部就争端解决机制展开激烈
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ＴＰＰ协定中是否应包括投资者—国家争端 （ＩＳＤ）解决机制。
美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大量投资。在存在强有力的司法制度和能够反对随

６２３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① ＩａｎＦ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Ｃｏｏｐｅｒ，ＲｅｍｙＪｕｒｅｎａｓ＆Ｂｒｏｃｋ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ＰＰ）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ｓｓｕ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Ｃ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Ｒ４２６９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３，２０１３，
ｐ５１



意征用的法律的国家，投资者可以把争端诉诸东道国的法院。但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法院系统是低效或腐败的，这使得公司不可能获得补偿。因

而，许多美国投资者敦促在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包含投资者—国家争端

解决机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使一国投资者能够直接起诉另一国

政府。这一机制首先出现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中，美国当
时把这一机制纳入其中是由于有些投资者担心，墨西哥法院在判决征用诉

讼和外国投资者的其他诉讼时缺乏客观性和及时性。在 ＮＡＦＴＡ之后，除
了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之外，美国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都包

含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

随着过去１０年间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的数量和涵盖领域不断扩大，
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外国投资者保护及其在投资者—国家

争端仲裁过程中实施的条款变得越来越容易引起争议。许多人担心，这一

制度会削弱国内司法制度，损害法律争端的公平解决，并打击旨在保护金

融稳定、公共健康、环境可持续等的民主决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投资

者、国家及其他受影响各方之间的权力平衡。① 于是，这一机制遭到来自

各方面的挑战。

在 ＴＰＰ谈判期间，美国各州、一些非政府组织及美国的贸易伙伴都强
烈反对在 ＴＰＰ协定中包含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美国５０个州
的代表曾表示担心该条款会对州的监管、法律和司法权力造成不利影响。②

美国国内的环保及其他组织也反对进一步使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

制，认为这会在美国市场上给外国投资者比其国内公司更大的权力；而这

种诉讼威胁会导致监管上的冷漠和官员的过分谨慎。③ 在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９
日致美国总统、贸易代表、美联储主席等的信件中，劳联—产联 （ＡＦＬ
ＣＩＯ）等１４个非政府组织建议改革美国贸易和投资协定政策的某些方面，
以平衡投资者权利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用 “国家—国家机制”取代 “投

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政府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关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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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们还建议，美国贸易和投资协定应重申政府在公共利益领域里监管

外国投资者的权力。①

美国在 ＮＡＦＴＡ之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对有关投资者—国家争端
解决机制的条款做了一些小的但很重要的修改。在 ＴＰＰ谈判期间，美国对
进一步修改该条款也持开放态度。② 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反对在 ＴＰＰ谈
判中包含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第二，争端解决是否涵盖 ＴＰＰ协定所有条款。由于各方对协定中所包
含的某些议题持有不同立场和政策取向，ＴＰＰ国家对于争端解决是否涵盖
ＴＰＰ协定的所有条款存在不同看法。这突出表现在环境、劳工标准、知识
产权等议题上。

２００７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与布什政府曾达成所谓的 “５月１０日
协议”。③ 该协议明确要求，在此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劳工和环

境条款应当是完全可执行的。美国建议环境争端适用于与商业争端同样的

争端解决机制。但其他 ＴＰＰ国家都反对美国有关环境的建议，它们只希望
在争端中进行磋商，而不愿像在商业争端中那样可能面临处罚。④ 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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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ａｍａｏｎＴＰ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ｔｉ
ｚｅ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ｏｂａｍａｏｎｔｒａｄ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１９－１３ｐｄｆ

ＪｅｆｆｒｅｙＪＳｃｈｏｔｔ，ＢａｒｂａｒａＫｏｔｓｃｈｗａｒａｎｄＪｕｌｉａＭｕ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ｐ３４

该协议规定，此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必须包含六项要求：（１）国际公认的、国际
劳工组织 《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与权利的宣言》 （１９９８）中规定的劳工标准。其中包括：自由
结社、集体谈判、废除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和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以及消除

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等。（２）关于环境的协定必须包含一系列特定的多边环境协定，包括 《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ｎＯｚｏｎｅＤｅｐｌｅｔ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海洋污染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美洲国
家热带金枪鱼公约》（ＩＡＴＴＣ）、《拉姆萨尔国际湿地公约》（Ｒａｍｓａ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ｓ）、《国
际捕鲸公约》（ＩＷＣ）以及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ＣＣＡＭＬＲ）。（３）关于知识产权的协
定，须规定给予参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在保护药品制造商的专利权方面一定的灵活性，

以使公众能够获得重要药物。（４）关于投资的协定，反对对美国投资者的 “逆向歧视”，强调不

应给予外国投资者超过美国投资者的更多的投资保护。（５）关于政府采购的协定，应当说明自由
贸易协定各方可以在其政府合同中包含某些条款，要求供应商遵守商品生产国或服务提供国的核

心劳工法律。（６）关于港口安全的协议应规定，根据 “基本的安全例外”，一个外国公司在美国

港口提供服务的计划，如果引起国家安全关注的话，可能会被取消。见 ＳｕｎｇｊｏｏｎＣｈｏ，“ＴｈｅＢｕ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Ｒｅａｃｈａ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Ｄｅａｌｏ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Ｉ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Ｖｏｌ１１，Ｉｓｓｕｅ１５
（Ｍａｙ３１，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ｉｌｏｒ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０７０５２９ｃｆｍ

ＢｉｌｌＫｒｉｓｔ，“ＴＰＰ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ｔＲｉｓｋ，”Ａｐｒｉｌ
２１，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ｔｐｐ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ｔｒｉｓｋ／＃ＶＢ２０ＴＭＩｃＴＩＶ



此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环境问题的规定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倒

退。关于劳工条款，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来自劳工法律宽松或未强制实

施劳工法律的国家以及未遵循国际公认的核心劳工标准的国家的 “不公

正”竞争。

在争端解决问题上，ＴＰＰ国家达成的协定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ＴＰＰ协定第２８章 （“争端解决”）要求各缔约方应对本协定的解释

和适用达成一致，尽力通过合作和磋商就可能影响协定运行的任何事项

达成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并规定了 “国家—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

包括 “场所的选择”“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专家组的设立、职

权范围与组成”以及专家组的工作程序等。该章 Ｂ节规定，自由贸易区
内私人间的国际商事争议，应尽可能使用仲裁和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方

式；任何缔约方不能以另一缔约方的措施不符合本协定项下的义务或未

能履行本协定项下的义务为由，在其国内法下规定起诉任何缔约方的诉

讼权利。①

在 “环境”问题上，该协定第２０章 （环境）则规定，相关问题若无

法通过磋商解决，请求方可根据该协定第２８５条 （磋商）进行磋商，或

根据第２８７条 （专家组的设立）设立专家组，寻求争端解决。而在 “劳

工”问题上，该协定第１９章 （“劳工”）则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尽力

通过合作和磋商解决劳工领域的任何问题；任何缔约方不得在未寻求劳

工磋商的情况下，将相关问题诉诸该协定第２８章的争端解决。在知识产
权问题上，ＴＰＰ协定暂未把缔约方之间知识产权领域的争端纳入第２８章
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但为将来把此类争端纳入该争端解决机制留下了

可能。②

美国追求把 ＴＰＰ建成一个高标准的２１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为
这些议题确立规则就是这一 “高标准”的体现。然而，１２个 ＴＰＰ国家的
社会制度、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科技实力差别较大，市场发育程度、抵

御竞争压力和风险的能力大相径庭，各个部门、行业和利益集团的关注各

不相同，追求和实现各自利益的方式亦存在差异，为最终达成协定，各方

不得不做出必要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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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２８章 “争端解决”Ｂ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２８３条 “范围”。



三　“再平衡”战略视野下 ＴＰＰ的成败

对于美国来说，ＴＰＰ既有经济上的重要性，也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奥
巴马政府如此积极地主导和推动 ＴＰＰ谈判，已充分显示出其在美国亚太战
略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正如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 （ＡＣＴＰＮ）在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５日提交给美国总统、国会、美国贸易代表的报告中所言，
尽管没有一个 ＴＰＰ国家能够完全实现其所有目标，但总体而言，ＴＰＰ达到
了美国国会在２０１５年 “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中所设定的标准；ＴＰＰ将会
扩展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大大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商业和战略利益。①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 （ＡｓｈＣａｒｔｅｒ）也评论道，“更
深的贸易关系”将会服务于其 “更广泛的战略利益”。②

但是，ＴＰＰ是否已经如奥巴马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其亚太 “再平衡”

战略乃至其全球战略中产生了预期影响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如

下问题的判断：首先是如何认识 ＴＰＰ本身的成败，其次是如何认识 ＴＰＰ对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尽管 ＴＰＰ各方同意，只要有６
个缔约国完成适当程序，ＴＰＰ协定即可生效，但它同时要求这６个国家的
ＧＤＰ总量须占１２个 ＴＰＰ国家 ＧＤＰ总量的８５％。这意味着，只要美国未完
成批约程序，ＴＰＰ协定就不能生效。在总统大选期间，作为候选人的特朗
普就对 ＴＰＰ提出了严厉批评。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
签署行政命令，作为签署方正式退出 ＴＰＰ，并宣称美国永久退出 ＴＰＰ谈
判。③ 然而，评价 ＴＰＰ的成败及其在美国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影响，
不能仅依据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ＴＰＰ协定来做判断，而是既要把它放在奥
巴马政府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实践中进行考察，也要把它放在美国亚太

０３３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与手段

①

②

③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Ｐ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３，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ＡｓｈＣａｒｔｅｒ，“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Ｃａｒｔｅｒａ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６，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Ｓｐｅｅｃｈ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０６６５７／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ｃａｒｔ
ｅｒａ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７／０１／２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战略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

（一）ＴＰＰ已产生了重要战略影响
如前所述，奥巴马政府是把 ＴＰＰ作为其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予以推动的。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内

容，也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０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的基础是繁荣的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开放的全球

经济是美国人民的机会之源和美国的力量之源。该报告提出要为经济增长

建立更强大的基础，需要维持对于美国的繁荣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

要的国际经济制度，增加出口，努力为美国产品和服务打开外国市场。

２０１５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有赖

于塑造一种新的、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全球经济秩序。该报告强调，

为应对美国主导的贸易制度所面临的挑战，美国必须建立新的贸易规则，

强化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并促进包容性发展。①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１７日，
克林顿国务卿在新加坡管理大学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发表演
讲时强调：“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些国家在没有成为全球军事大国

的情况下正变为主要全球大国的情况。因此，为维持我们在该地区的战略

领导地位，美国也在强化我们的经济领导地位。”②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

署提交的 《战略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７》文件指出，支持该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和经济发展在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美国一个关键的优

先关注。③ ２０１５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希望通过

ＴＰＰ（连同 ＴＴＩＰ），设立世界上最高的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标准，支持更
好的、更负责任的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同时清除对美国出口的壁垒，使美

国处于涵盖全球经济２／３的自由贸易区的中心。美国的目标是利用这一地
位，连同其技艺精湛的劳动力、强大的法治以及负担得起的能源的充足供

应，使美国成为首选的生产平台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和投资目的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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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５，ｐ１５
ＨｉｌｌａｒｙＲｏｄｈａｍＣｌｉｎｔ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ｔ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７，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ｒｍ／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６６４ｈｔ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ＳＡＩ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ＦＹ２０１４－２０１７，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５，ｐ１７



ＴＰＰ作为奥巴马政府塑造对于美国的繁荣及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的国际经济制度的一种努力，无论其本身能否成功，都体现了美国的战略

思想。尽管因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而无法使 ＴＰＰ生效，但这种努力本身已
经产生了战略影响。１２个国家参与谈判并努力达成协定，本身就说明了
ＴＰＰ的重要影响。这些国家参与谈判并最终达成 ＴＰＰ协定，也表明了它们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某些原则的共识。而且，在谈判过程中，各有关国

家就协定所涉及的各种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争论，这也有助于增进美

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和相互理解，扩大美国的战略影响。

美国主导和推动 ＴＰＰ谈判的过程影响了相关国家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
及其政策取向，特别是在未参与 ＴＰＰ谈判的国家，包括中国，也引起广泛
的讨论。在２０１１年前后，中国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 ＴＰＰ的看法整体上
比较负面，大都把 ＴＰＰ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支柱，或者认为美国打算
通过提高国际贸易规则的标准来打压中国。这些看法不一定准确、客观，

而且对于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并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担心或疑虑恰恰反映

了ＴＰＰ作为奥巴马政府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可能产生的巨大冲

击。随着 ＴＰＰ谈判逐步接近完成，中国官方对 ＴＰＰ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积极
和开放。

（二）ＴＰＰ体现的国际贸易规则已为相关国家所接受
从奥巴马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 ＴＰＰ谈判的进程以及最后１２个 ＴＰＰ国

家签署协定来看，ＴＰＰ谈判本身是成功的，这也表明它所体现的国际贸易
规则已经为相关国家所接受。ＴＰＰ谈判的过程既是规则的形成和制定过
程，也是规则扩散的过程。从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动 ＴＰＰ谈判算起，整个谈
判进程持续了大约６年。考虑到 ＴＰＰ确立了较高的标准 （特别是关于劳工

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的规则）和协定涵盖的广泛内容

（ＴＰＰ协定涵盖的领域超越了通常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问题），
这样的谈判进度已经比较快了。在１２个国家签署 ＴＰＰ协定之后，部分国
家已经积极启动 ＴＰＰ协定的国内批约进程。目前，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
议和参议院全体会议已分别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和１２月９日通过了 ＴＰＰ
协定批准案及相关法案；新西兰议会也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通过了有关
ＴＰＰ法案的三读，该法案对新西兰的基本法律作出一些必要修订，以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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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能够批准 ＴＰＰ协定。
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ＴＰＰ协定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

国成为积极推动 ＴＰＰ的力量，它们还以各种形式对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夫·席奥博 （ＳｔｅｖｅｎＣｉｏｂｏ）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２日表
示，希望寻求替代方案继续推进 ＴＰＰ，可能的选项包括 “不包含美国在内

的 ＴＰＰ”。澳大利亚与相关各国就 ＴＰＰ替代方案进行了协商。新西兰贸易
部长托德·麦克莱 （ＴｏｄｄＭｃＣｌａｙ）表示，ＴＰＰ其他国家的部长将于未来几
个月开会，讨论如何挽救 ＴＰ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仍
然是 ＴＰＰ的积极推动者。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安倍在会见日本主要商业组
织负责人时表示，包括 ＴＰＰ在内的贸易伙伴的经贸协议是他执政的关键所
在，他一定会领导各国签署该协议，以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下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

讲时说，美国退出 ＴＰＰ使其在谈判中的信誉受损，现阶段很多国家并不情
愿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总之，虽然 ＴＰＰ因美国的退出而受到重创，
但其余１１国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已就继续推进 “全面且先进的 ＴＰＰ”正
式达成一致意见。这也表明 ＴＰＰ的基本精神已经得到这些国家的普遍
认可。

（三）对 ＴＰＰ所涉议题的争论在美国国内将会继续
评论 ＴＰＰ的成败及其影响，也不能忽视美国国内与 ＴＰＰ相关的贸易政

策辩论和政策形成过程。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特别是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美国国内各种力量 （包括行政部门、国会和各种利益集团

等）围绕与 ＴＰＰ和 ＴＰＡ（总统 “贸易促进权”）相关的各种贸易议题 （行

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宪法权力关系、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透明度、汇

率操纵、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公平竞争、就业与福利、全球贸易规则制

定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等）进行了激烈争论。① 作为塑造面向２１世纪的
国际贸易规则的一种努力，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与 ＴＰＰ相关的政策主张都会
在美国贸易政策发展演变历史中留下烙印。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ＴＰＰ协定，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内围绕 ＴＰＰ和 Ｔ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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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争论的这些议题也会随之消失，它们在美国贸易政策争论和形成过程中已

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与任何贸易自

由化措施一样，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对某些部门产生积极影响，同时

又会对其他部门产生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中，它可能为一个部门创造贸

易，但又可能导致其他部门发生贸易转移。国会议员必须衡量这项自由贸

易协定对其选区、对美国整体以及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影响。不同自由贸易

协定所面临的条件差异巨大，对其评估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国会议

员考虑的可能还不仅是自由贸易协定眼前的、静态的影响，还要考虑长期

的、动态的影响，这在评估它们对美国经济的作用时占有重要地位。① 美

国国内相关问题的争论与国内政治局势的演进，都可能为 ＴＰＰ的未来命运
带来转机。毕竟，ＴＰＰ是符合美国整体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美国凭借它
可以继续发挥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制定世界贸易规则方面的引

领作用。

（四）ＴＰＰ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在美国积极推动和主导 ＴＰＰ谈判的同时，亚太地区其他形式的自由贸

易谈判也持续进行着，各国间已签订了许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这

些协定彼此交织在一起。在１２个 ＴＰＰ国家中，美国已与其中６个 （澳大

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底的东亚峰会上，东盟倡议谈判建立 “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ＲＣＥＰ），其目标是建立包括东盟１０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和
印度等国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样，就存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的两种不同路径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以 “１０＋６”为代表的排除美国的
“亚洲路径”和美国积极推动的 “跨太平洋路径”。澳大利亚、文莱、日

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既参加了 ＴＰＰ谈判，也参加了
ＲＣＥＰ谈判。

国内外各界对于 ＴＰＰ和 ＲＣＥＰ这两种路径大致有以下两种看法：第一
种看法认为，这两种路径都是可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每一

种路径都会产生实质性的收益，都可能发展，也都会推动另一种路径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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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两种路径将相互竞争，但都能推动形成统一的地区性协议。① 美国前

贸易代表蒂姆·斯特拉特福德 （Ｔｉｍ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认为，经过不断发展，早期
加入 ＴＰＰ的成员国能够展示出下一代贸易协定的好处，从而激发其他国
家，包括中国，在做好准备后加入 ＴＰＰ的信心；ＲＣＥＰ可以为尚未做好准
备的不发达国家未来承担 ＴＰＰ的高标准义务打下基础；从长远来看，为亚
太地区建立 “世贸 ＋”（ＷＴＯｐｌｕｓ）标准的单一贸易和投资制度将是一个
建设性的重要目标。②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ＩＳＥＡＳ）研究员珊芝达·巴
苏达斯 （ＳａｎｃｈｉｔａＢａｓｕＤａｓ）认为，“ＲＣＥＰ和 ＴＰＰ都是雄心勃勃的地区贸
易安排，都将涉及复杂的谈判过程，都有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许多国

家和部门参与其中，这些国家和部门可能已准备好或尚未做好自由化的准

备。尽管最初 ＲＣＥＰ和 ＴＰＰ可能导致两种贸易安排之间的竞争，但它们都
是走向亚太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ＡＰ）的可能道路。”③

然而，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性：两种一体化的路径同时并

存，但又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美国力推的 “跨太平洋路径”无法真正确

立高水平的贸易规则，“亚洲路径”在 ＴＰＰ的影响下也无法真正实现，因
而也就无法在亚太地区真正确立统一的贸易规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

知识产权的副教授马修·里默 （ＭａｔｔｈｅｗＲｉｍｍｅｒ）认为：“ＴＰＰ和 ＲＣＥＰ从
根本上说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从成员国、目标、原则和文本等方面来

看都是如此。它们是相互竞争的，而不是和谐共生的。”④ 也有评论认为，

ＲＣＥＰ是一个严格的经济行动，而 ＴＰＰ并不局限于经济合作。ＴＰＰ的政治
影响引起人们对其 “背后议程”的怀疑。⑤ ＴＰＰ国家在地理上非常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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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更多的是政治友好关系把它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的。① 而 ＲＣＥＰ在降低关税和贸易自由化方面并不追求与 ＴＰＰ同样水平的
标准，允许在谈判中不触及敏感内容，这对尚未达到 ＴＰＰ高标准的国家来
说可能更具有吸引力。但对于美国来说，即便 ＲＣＥＰ向其开放，它也可能
会因不利于其企业和劳工而拒绝加入，因为 ＲＣＥＰ“排除了对美国商业贸
易非常重要的条款———关于服务业、投资以及知识产权的规范以及关于劳

工和环境的可强制执行的条款”②。

目前，ＴＰＰ因美国退出而陷入停滞，ＲＣＥＰ似乎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展。经济上的深度一体化需要以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高度互信为基础。亚太

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缓慢本身就是亚太地区国家间差异、矛盾和各国间复

杂关系的反映。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必定会影响本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深化。从目前情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地区不太可能

确立统一的贸易规则，真正实现深度经济一体化，更无法在政治和安全领

域形成统一的机制性安排。这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重大挑战，也

是对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和各国政治家智慧的一种考验。但无论 ＴＰＰ未来
如何发展，它给本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影响都可能是深远的。关键不

在于它最终是否成功，而在于它作为一种尝试或努力过程给国际贸易规则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所留下的深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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