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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协定» 谈判中的各方利益博弈∗

魏红霞∗

内容提要: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是美国推动签署

的将两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市场连结在一起的贸

易协定ꎬ 重新谈判该协定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世界贸易战的

首个目标ꎬ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该协定的重新谈判ꎬ 制定并主导新

的贸易规制标准ꎬ 以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ꎮ 从重新谈判达成的

«美墨加协定» 可以看出ꎬ 美国提出更新的条款与美国的国内利益

诉求是一脉相承的ꎬ 美国已经成功地将其提出的相关新条款加入了

协定ꎬ 实现了其在关税、 原产地规则和新科技等方面的多数要求ꎮ
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在某些条款中屈从于美国的要求而做出了让

步ꎬ 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利益ꎬ 并且迫使美国也做

出了让步ꎮ 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ꎬ 在木材出口和文化产品标准方

面ꎬ 加拿大一直在谈判中坚持其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ꎮ 墨西哥在谈

判中迫于美国的压力和自身的弱势地位ꎬ 接受了关于劳工和环境作

为附加条款ꎬ 但对于能源等国家核心利益部门ꎬ 一直没有将之置于

北美贸易谈判的条款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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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协定» 谈判中的各方利益博弈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下旬ꎬ 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对华 ２０００ 亿美元商品加征 ２５％关税

之际ꎬ 突然将贸易政策的焦点转向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谈 «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 (ＮＡＦＴＡ)ꎮ ８ 月 ２８ 日ꎬ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关于 ＮＡＦＴＡ 的重

新谈判取得突破: 美墨两国官员已就修订后的协定初步达成一致ꎬ 达成的协

定命名为 «美墨贸易协定»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

(Ｃｈｒｙｓｔｉａ Ｆｒｅｅｌａｎｄ) 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 发表联合

声明称ꎬ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 «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美墨加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新贸易协定ꎮ 目前ꎬ 美

国相关部门还在评估新贸易协定的效应②ꎬ 其正式生效还需由三国立法机构批

准ꎮ 重新谈判 ＮＡＦＴＡ 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世界贸易战的首个目标ꎮ 关

于特朗普政府首先推动 ＮＡＦＴＡ 重新谈判的动因及协定内容的变化、 对中国和

全球贸易谈判的影响等问题在政策研究界和媒体分析中已有很多讨论和争议ꎬ
在此不一一列举ꎮ 本文拟在分析 ＮＡＦＴＡ 和新贸易协定的基础上ꎬ 探讨美加墨

各方在谈判中的利益博弈ꎬ 由此观察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特点ꎮ

一　 ＮＡＦＴＡ 中各方利益诉求和维护

１９９４ 年生效的 ＮＡＦＴＡ 是两个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签署的三方贸易

协定ꎬ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发展程度和诉求目标各不相同ꎮ
ＮＡＦＴＡ 基本上是以美国的标准设定自由贸易条款ꎬ 内容包括知识产权、 服务

贸易、 农产品、 争端解决程序、 投资、 劳动力标准以及环境等方面ꎮ 当时ꎬ
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谈判陷入僵局ꎬ 区域

谈判成为美国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的替代方案ꎮ 所以ꎬ ＮＡＦＴＡ 是在美国主导

下达成的ꎬ 不过ꎬ ＮＡＦＴＡ 的条款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其前身是 «美加自由

贸易协定»ꎮ
从加拿大方面来看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加强、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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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发布了报告ꎬ 评估了 «美墨加协定» 对美国经济和具体

产业和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ꎬ 具体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Ｕ Ｓ －Ｍｅｘｉ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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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扩大并着手建设内部大市场的形势下ꎬ 加拿大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

席之地ꎬ 决定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协作ꎬ 以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

得一定优势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ꎬ 里根总统向国会通报了有关美加自由贸易的事

项ꎮ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ꎬ 两国正式在渥太华进行自由贸易谈判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ꎬ 美加

就贸易原则问题达成协定ꎮ 当时ꎬ 该协定大概是全世界最全面的双边贸易协

定ꎬ 在多个方面有突破性的新规则ꎮ① (１) 到 １９９８ 年取消所有关税ꎬ 其中一

些是立即取消ꎬ 另一些是在 ５ ~ １０ 年内逐渐取消ꎮ (２) １９６５ 年生效的 «美加

汽车协定» 继续有效ꎬ 但是收紧了 “原产地规则”ꎻ 到 １９９８ 年ꎬ 一些未被该

协定涵盖的行业行为将被终止ꎮ② (３) 包含金融业等在内的服务业企业将被

给予国民待遇ꎬ 为商务人士提供跨境旅行便利ꎮ (４) 承诺为源自其他国家的

投资提供预期的国民待遇ꎬ 但出于国家安全和保密的原因ꎬ 某些国民待遇允

许删减ꎮ (５) 扩大联邦政府采购的市场规模ꎬ 以便从其他国家的供应商那里

进行竞争性投标ꎬ 但不包括联邦政府下属机构的采购ꎮ (６) 提供一个有约束

力的双边小组来解决协定履行中产生的争议 (加拿大坚持这一条款)ꎮ
(７) 禁止大部分能源产品的进出口限制ꎬ 包括最低出口价格ꎮ 这在 ＮＡＦＴＡ 中

仅针对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能源贸易ꎮ
可以说ꎬ ＮＡＦＴＡ 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加拿大的利益和诉求ꎬ 纳入了一些

在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中没有体现而在这个三方协定中首次出现的条款规

则ꎬ 具体如下ꎮ (１) 知识产权ꎮ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没有包含有关知识产权的

陈述ꎬ ＮＡＦＴＡ 是第一个对知识产权有实质性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ꎮ③ (２) 文

化产品不受限制ꎬ 包括广播、 电影和出版产品ꎮ 这是基于加拿大的要求而保

留的条款ꎮ (３) 加拿大能源部门的运输服务和投资没有包括在 «美加自由贸

易协定» 中ꎬ 但被包括在 ＮＡＦＴＡ 中ꎮ (４) 贸易救济措施ꎮ «美加自由贸易协

定» 和 ＮＡＦＴＡ 都没有废除针对另一方的贸易救济措施 (反倾销、 反补贴税或

保障措施)ꎮ 这是加拿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目标ꎮ ＮＡＦＴＡ 建立了

一个单独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审查关于贸易救济的国家决策ꎬ 但其他自由贸易

协定没有复制这一机制ꎮ (５) 软木木材ꎮ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关于软木木

材的交易管理规定沿袭了 １９８６ 年的谅解备忘录规定ꎬ 然而ꎬ 该备忘录并没有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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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双边贸易协定签订以前ꎬ 美国只与以色列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ꎮ 加拿大是与美国签订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二个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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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协定» 谈判中的各方利益博弈　

永久解决软木木材的贸易问题ꎮ 后来ꎬ 谅解备忘录被其他协定取代或者有时

通过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来解决问题ꎮ (６) 农产品供应管理ꎮ 尽管加拿大承诺ꎬ
根据 ＮＡＦＴＡꎬ 允许少量增加奶制品、 家禽和鸡蛋的进口ꎬ 但是加拿大的农产

品供应管理系统可以不受规制ꎮ①

墨西哥在 ＮＡＦＴＡ 谈判之前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ꎮ 为了改善经济发展状

况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墨西哥政府开始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ꎬ 放宽投

资政策和贸易壁垒②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墨西哥成为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的成员ꎬ 其

获得准入的条件是墨西哥同意将其最高关税税率从 １００％ 降至 ５０％ ꎬ 后来进

一步降至 ２０％ ꎮ 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前ꎬ 墨西哥对所有进口产品都要求进口

许可证ꎮ 在 ＮＡＦＴＡ 谈判时ꎬ 美国向墨西哥出口的农产品约有 ６０％需要进口许

可证ꎮ 比如ꎬ ＮＡＦＴＡ 谈判之时ꎬ 美国向墨西哥出口的商品中有 ２３０ 种仍然需

要进口许可证ꎬ 占美国对墨西哥出口价值的 ７％ ꎮ③ 墨西哥还有许多其他非关

税壁垒ꎬ 如 “官方进口价格” ———一种海关任意估价制度ꎮ④ 对墨西哥来说ꎬ
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其市场开放政策的定局ꎬ 从而阻止国内改革

退回以前的保护主义ꎮ 墨西哥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与美国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提高投资者信心ꎬ 以便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ꎮ 所以墨

西哥在美国要求的关于劳工和环境的平行协定中做出了让步ꎬ 但同时也维护

了国家核心利益产业ꎬ 如石油等能源部门不受 ＮＡＦＴＡ 的规制ꎮ
对美国而言ꎬ ＮＡＦＴＡ 的实施既带来了实际利益ꎬ 扩大了出口和投资机会ꎬ

为美国国内创造了就业机会ꎬ 也增强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ꎮ 美国

居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中心ꎬ 既可以利用南北两个巨大的出口市场ꎬ 也因为

墨西哥的加入而占据了南进整个拉美市场的大门ꎬ 为美国实现西半球经济战

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美国首选墨西哥加入其设计的 “经济俱乐部”ꎬ 既有经

济利益上的考虑ꎬ 也有政治上的目的ꎮ 除了以墨西哥为跳板开拓拉美市场和

增加投资机会以外ꎬ ＮＡＦＴＡ 还提供了美墨双边关系中一些紧张因素的解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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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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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ＮＡＦＴＡ 生效以来ꎬ 墨西哥已将该协定作为墨西哥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模

式ꎮ 墨西哥目前共签署 １５ 个自由贸易协定ꎬ 涉及 ４９ 个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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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ꎬ 比如非法移民问题ꎮ 同时ꎬ 美国还试图把墨西哥树为样板ꎬ 吸引南美国

家向美国靠近ꎬ 为美国与南美国家的贸易提供方便ꎬ 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相

对于欧盟和日本的竞争力ꎮ①

北美自由贸易区开始运行之后ꎬ 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额迅速增

加ꎬ 比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额都增长得快ꎮ 美国从 ＮＡＦＴＡ 伙伴国进口的

商品总额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１５１０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１４０ 亿美元ꎬ 增长率为

３０７％ꎬ 同期商品出口额从 １４２０ 亿美元增加到 ５２５０ 亿美元ꎬ 增长率为 ２７０％
(见图 １)ꎮ 但同时ꎬ 美国与 ＮＡＦＴＡ 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赤字也随即增加ꎬ 美国与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在 ２０１７ 年为 ８９６ 亿美元ꎬ 而 １９９３ 年仅为 ９１ 亿美元ꎮ

图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７ 年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资料计算绘制ꎮ 具体参见 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ｅｂ ｕｓｉｔｃ ｇｏｖ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８]

二　 ＵＳＭＣＡ 谈判中各方利益的调整和维护

ＮＡＦＴＡ 的重新谈判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发起的ꎬ 其焦点问题是针对墨

西哥的贸易逆差和就业机会竞争ꎮ② 这也是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贸

易战的首要目标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甫一上任即致信国

—８４—

①

②

Ｇａｒｙ Ｃｌｙｄｅ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Ｊ Ｓｃｈｏｔｔꎬ ＮＡＦＴ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 － 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ＵＳＴＲ)ꎬ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Ｔ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ＡＦＴＡ Ｒ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７ /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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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希望根据 ２０１５ 年 «贸易促进授权法» (ＴＰＡ) 正式启动与墨西哥和加拿大

两国的重新谈判程序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２９ 日ꎬ 他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举

行了一系列公开听证会②ꎬ 就谈判目标、 原产地规则、 投资、 劳工、 国有企

业、 数字贸易、 中小企业、 市场准入、 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等问题进行了听证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启了贸易协定重新谈判进程ꎮ

加拿大在谈判目标中承诺ꎬ 在既有的规定外ꎬ 加强劳工和环境规定ꎬ 增

加关于本土权利的新章程ꎬ 改革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ꎬ 保护加

拿大的乳制品市场和鸡肉供应管理制度ꎮ③ 墨西哥的谈判目标优先考虑货物和

服务的自由贸易ꎬ 例如通过在劳工标准、 反腐败和环境等有关领域纳入合作

机制ꎬ 努力实现 “包容和负责任” 的贸易ꎬ 同时通过强化 ＮＡＦＴＡ 中关于能源

的章程ꎬ 加强能源安全ꎮ④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关于 ＮＡＦＴＡ 的重新谈判目标有许多是

«贸易促进授权法» 规定的目标ꎬ 但其也在这次重新谈判中首次寻求减少美国

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ꎮ 美国的目标似乎在寻求 “重新平衡利益”
的协定ꎬ 也就是呼应特朗普总统关于 ＮＡＦＴＡ 是 “灾难” 和 “有史以来最糟糕

的协定” 等言论ꎮ⑤ 美国的谈判立场关乎其经济主权和 (或) 撤销其过去在

特定领域的自由化承诺ꎬ 例如每 ５ 年对协定进行一次审查ꎬ 质疑双边争端解

决机制的有效性ꎬ 加强政府采购限制ꎬ 以及加强美国和北美汽车原产地规则

的内容ꎮ⑥ 甚至有相关谈判官员还提到要解散北美和全球供应链ꎬ 以期使贸易

和投资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回流美国ꎮ⑦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代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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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过程中ꎬ 美国一再重申ꎬ ＮＡＦＴＡ 是 ２３ 年前签订的ꎬ 现在美国和全

球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特别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ꎬ 商业互联网的广泛使

用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习惯和商业活动ꎮ 重新谈判需要借鉴美国最新签订的

自由贸易协定条款ꎬ 如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ꎮ 虽然美国已经退出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ꎬ 但是北美自由贸易谈判还是可以借鉴 ＴＰＰ 中类似的

条款进行更新ꎮ①

在最初的谈判中ꎬ 各方承诺更新 ＮＡＦＴＡ 规则并加快完成谈判的进程ꎮ 三

方原计划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底或 ２０１８ 年年初完成 ７ 轮谈判ꎮ 前 ４ 轮谈判在有争议的

问题上进展甚微ꎬ 于是三国同意延长谈判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底ꎬ 三方共举行

了 ８ 轮正式谈判ꎬ 但并未达成最后协定ꎮ 之后ꎬ 谈判已经进入所谓的 “永久

回合”ꎬ 以解决与美国关于汽车原产地规则、 季节性产品、 争端解决、 日落条

款 (ｓｕｎｓｅｔ ｃｌａｕｓｅ)② 等问题有关的争议性条款ꎬ 并就劳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

进行谈判ꎮ③ 这次重新谈判被美国国内称为 ＮＡＦＴＡ 的 “现代化”: 首先ꎬ 将

几十年来新出现的技术性行业因素纳入谈判议程ꎬ 如与互联网相关的数字和

服务贸易ꎬ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ꎻ 其次ꎬ 在劳动力保护和货币操纵方面制定更

具有执行力的条款ꎬ 以及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等ꎮ④

从目前公布的协定版本来看ꎬ ＵＳＭＣＡ 由 ３４ 章、 ３ 个附表、 １８ 个附件和

１２ 个附加协定组成ꎬ 主要内容如下ꎮ⑤ (１) 关于墨西哥出口美国的汽车ꎮ 如

果一辆墨西哥制造的汽车有 ７５％零件是在北美制造ꎬ 就能以零关税进入美国

市场ꎬ 而 ＮＡＦＴＡ 中规定的这一比重为 ６２ ５％ ꎮ 此外ꎬ 协定中要求汽车配件使

用美墨两国生产的钢铝、 玻璃和塑胶ꎮ (２) 关于日落条款ꎮ 特朗普原先要求

每 ５ 年就重谈协定ꎬ 但墨西哥和加拿大表示反对ꎬ 认为这会造成不确定性并

影响长期投资ꎮ 最后三方达成 １６ 年期的协定ꎬ 即在完成每个 ６ 年期限的审查

后ꎬ 将再延长 １６ 年ꎮ (３) 取消原争端解决机制ꎮ 墨西哥同意删除原协定中的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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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门槛是为了确保排除亚洲地区生产的零部件ꎬ 藉以刺激北美汽车生产和增加就业ꎮ
Ｅｒｉｃ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ＮＡＦＴＡ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ｔｅ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ｏｕｎｄ’”ꎬ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６ꎬ ２０１８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ＡＦＴＡ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ꎬ ２０１７ꎻ Ｍ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Ｖｉｌｌａｒ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Ｍ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Ｖｉｌｌａｒｒｅａｌ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ＮＡＦＴＡ Ｒ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Ｎｏ Ｒ４４９８１

具体内容参见 ＵＳＭＣＡ 的专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ｍｃａ ｃｏｍ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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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解决机制ꎮ 在原先的协定中ꎬ 允许一个跨国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裁定贸易

纠纷ꎮ (４) 农产品方面ꎮ 美墨在新协定中同意取消对农产品贸易征税ꎬ 美国

也放弃了本欲保护季节性水果而提出的贸易壁垒主张ꎮ (５) 劳工方面ꎮ 新协

定仍将强制执行劳工保护条款ꎬ 确保墨西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权利准

则ꎬ 提升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水平ꎮ① (６) 关于新科技产业的规定ꎮ 协定中列

出保护大数据与金融信息的职责ꎬ 对数据相关行业明确做出限制ꎬ 以阻止政

府 “获取电脑源代码和运算公式” 的行为ꎬ 严格禁止 “数字化产品通过网络

渠道传播”ꎬ 禁令适用于社交媒体如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ꎬ
协定规定禁止通过这类渠道下载存储数据ꎮ

从细节来看ꎬ ＵＳＭＣＡ 这些内容并无重大新意和特点ꎬ 它保留了 ＮＡＦＴＡ
的大部分章节ꎬ 仍然涵盖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继续降低农产品税率ꎬ 加强汽

车零部件的原产地规则ꎻ 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重组ꎻ 增加了适应新科技发展

的条款ꎬ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ꎮ 所以ꎬ 美墨之间此次通过重谈达成的自由贸易

协定并不能称作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ꎮ
分析其中条款对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影响ꎬ 可以看出三方利益的博

弈情况ꎮ
第一ꎬ 关于汽车条款ꎮ 对于美国而言ꎬ 通过这些汽车条款ꎬ 特朗普政府在

美国创造了更多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ꎮ 起初ꎬ 特朗普政府给加拿大施加压力ꎬ
如果不签署自贸协定ꎬ 就要对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产品增收 ２０％ ~２５％的

关税ꎮ 也就是说ꎬ 美国启动对全球市场的 ２３２ 汽车关税惩罚措施ꎬ 加拿大也

不能豁免ꎮ 但在加拿大的坚持反对下ꎬ 美国又做出了些微妥协ꎬ 承诺即使在

２３２ 全球汽车关税惩罚条款下ꎬ 加拿大仍然可以免关税出口一定数量的汽车产

品到美国ꎮ 这样ꎬ ２３２ 关税免除为各方市场扩张留下了很大的空间②ꎬ 比如加

拿大的汽车工厂目前每年的汽车出货量不到 ２００ 万台ꎮ ２５％ 的关税威胁没有

实施ꎬ 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增长就没有受到威胁ꎮ 在墨西哥方面ꎬ 美国

在墨方反对之下也做出了让步ꎬ 给予墨西哥汽车工业一个保护条件: 只要墨

西哥汽车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年增长率不超过 ４０％ ꎬ 那么墨西哥也可以获得对

于 ２３２ 惩罚关税的暂免保护ꎮ

—１５—

①

②

汽车整体的 ４０％ (卡车为 ４５％ ) 零部件制造必须由收入至少为每小时 １６ 美元的工人完成ꎬ
而 １６ 美元大概是典型的墨西哥汽车工人时薪的 ３ 倍ꎮ

墨西哥: ２６０ 万辆乘用车ꎬ 所有轻型卡车和 １０８０ 亿美元的零部件免税ꎮ 加拿大: ２６０ 万辆乘

用车ꎬ 所有轻型卡车和 ３２４ 亿美元的零部件免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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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最紧张的谈判重点之一涉及美国乳制品行业的

市场准入ꎮ 加拿大对奶牛农场和乳制品行业设置了非常高的贸易关税壁垒ꎬ
对从别国进口的奶酪征收 ２４５％ 的关税ꎬ 牛奶征收 ２７０％ 的关税ꎬ 黄油征收

２９８％的关税ꎮ ＵＳＭＣＡ 迫使加拿大取消了 “七类乳制品” 的定价方案ꎬ 使美

国产品获准进入加拿大受到严格保护的乳制品、 蛋和家禽市场ꎮ 这意味着美

国奶农可能会向加拿大运送更多的牛奶浓缩蛋白、 脱脂奶粉和婴儿配方奶粉

(这些产品相对容易运输和储存)ꎬ 给美国奶农增加数亿美元的出口ꎮ 此举引

起了加拿大乳业的愤怒ꎮ 最终ꎬ 加拿大并没有完全开放其乳制品市场ꎬ 而是

划了一个定额底线ꎬ 最多只把 ３ ６％的市场份额分配给从美国进口的乳产品ꎬ
其他的乳产品市场仍归本土农场和商家所有ꎮ

第三ꎬ 争端解决机制ꎮ ＵＳＭＣＡ 保留了 ＮＡＦＴＡ 中的成员国间争端解决

机制ꎬ 以解决新协定产生的大多数争议ꎻ 还保留了双边争端解决机制ꎬ 以

审查贸易纠纷ꎮ ＮＡＦＴＡ 第 １９ 章争端解决条款现在成了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０ 章的

内容ꎮ 该机制围绕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而设ꎬ 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出口货物的

国家在贸易关系中出现有失公正的行为ꎬ 则可以阻止进口ꎮ 如果美国要制

定有失公正的协定ꎬ “争端解决” 使加拿大有权向独立仲裁小组提出质

疑ꎮ 多年来ꎬ 加拿大成功地使用了 ＮＡＦＴＡ 第 １９ 章来挑战美国的软木木材

限制ꎮ 加拿 大 政 府 明 确 表 示ꎬ 如 果 放 弃 第 １９ 章ꎬ 那 交 易 就 告 吹①ꎮ
ＮＡＦＴＡ 第 １９ 章有一部分内容是ꎬ 公司如果认为自己受到反倾销和反补贴

税的不公平影响ꎬ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 ＩＳＤＳ) 将为公司提供仲

裁程序ꎮ 这一内容在 ＵＳＭＣＡ 中得到保留ꎮ 这是加拿大坚持迫使美国做出

的重要让步ꎮ
第四ꎬ 日落条款ꎮ ＮＡＦＴＡ 没有规定协定终止日期ꎬ 而 ＵＳＭＣＡ 中有一项

称为 “日落条款” 的机制ꎬ 规定协议 １６ 年后到期ꎮ 如果没有意外ꎬ ＵＳＭＣＡ
将持续 １６ 年ꎬ 并且从现在起 ６ 年后ꎬ 三个国家将重新审查这项协定ꎬ 可以选

择将其延长或终止协定的实施ꎮ 由于三国都存在选举的不确定性ꎬ 所以这项

条款的未来颇有变数ꎮ 对美国而言ꎬ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 特朗普希望能够经

常重新谈判ꎬ 当这项协定接受审查时ꎬ 如果特朗普赢得了第二个任期选举ꎬ
他仍担任总统ꎮ 但最终的审查要到特朗普离职后才会发生ꎮ②

—２５—

①②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Ｐｒｏｕｄ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Ｍａｒｋｕｓｏｆｆꎬ “Ｔｈｅ ＵＳＭＣＡ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ꎬ Ｗｈａｔ’ｓ Ｉｎ ａｎｄ
Ｗｈａｔ’ｓ Ｏｕｔ”ꎬ Ｏｃｔ １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ｃｌｅａｎｓ ｃ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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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ꎬ 新协定增加了一章ꎬ 涉及 “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问题”ꎮ 它要求各

方避免通过竞争性贬值来操纵汇率ꎬ 以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月度

和季度报告的透明度ꎮ 该条款还设立了一个三边 “宏观经济委员会”ꎬ 以监测

该条款的执行情况ꎮ 这是美国第一次设法在贸易协定的核心文本中纳入有关

货币操纵和货币政策的规则ꎮ
第六ꎬ 对 “非市场经济” 的认定ꎬ 这是新协定最值得注意的部分ꎮ

ＵＳＭＣＡ 第 ３２ 章第 １０ 条指出了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体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

可能的谈判的后果ꎮ 该条款明显意在阻止墨西哥或加拿大与中国达成任何形

式的贸易协定ꎮ 根据该条款的规定ꎬ 仅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就可

以确定什么是 “非市场经济”ꎬ 而不需要依赖通用定义ꎬ 如 ＷＴＯ 使用的定义ꎮ
如此随性地解读术语ꎬ 为美国操纵国际贸易谈判开辟了很多余地ꎮ 墨西哥总

统培尼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此前曾寻求加强与中国的贸易ꎬ 中国是加拿大

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墨西哥的第四大贸易伙伴ꎮ 美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最大

贸易伙伴ꎬ 美国基本上迫使两国在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中做出选择ꎮ 这种强

迫外交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ꎬ 即虽然新协定技术上是三国之间的协定ꎬ 但美

国明显对其他两国施加了影响ꎮ①

三　 从 ＵＳＭＣＡ 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改革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ꎬ
并集中反映了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团队的经济政策理念ꎮ 特朗普认为ꎬ
ＮＡＦＴＡ 是美国加入的最糟糕的贸易协定ꎬ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采取歧

视性政策导致了目前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ꎮ 例如ꎬ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 的逻辑就是ꎬ 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主要由消费、
政府支出、 投资和净出口四大因素驱动ꎮ 其中ꎬ 国内投资能提高经济总量ꎬ
而对外投资只是在国外提供就业和税收ꎬ 并不能在国内推动经济增长ꎻ 当净

出口为负时ꎬ 即进口额大于出口额ꎬ 贸易会减少一国的经济总量ꎬ 而减少贸

—３５—

① Ｎａｏｍｉ Ｐｏｗｅｌｌꎬ “Ｔｅ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ＵＳＭＣＡ Ｂｏｏｓｔ Ｔｒｕｍｐ’ 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ｓｕ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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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赤字能够增加经济总量ꎮ① 纳瓦罗试图利用重谈自由贸易协定来解决双边贸

易逆差问题ꎬ 并提倡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ꎮ
特朗普政府旨在通过推行以 “美国优先” 为原则的贸易政策改革ꎬ 振兴

国内制造业和消除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ꎮ 在进口方面ꎬ 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

的标准ꎬ 防止美国国内市场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倾销和补贴等 “不公平竞争”
行为的影响ꎻ 在出口方面ꎬ 希望打破其他贸易伙伴的市场壁垒ꎬ 继续扩大美

国的出口ꎮ 因此ꎬ 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ꎬ 为了确保避免其他国家对贸易规则

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解释ꎬ 特朗普政府采取重新谈判或以退出相威胁的方式ꎬ
根据美国利益需求的变化ꎬ 来推动制定更新的贸易规则ꎮ 特朗普不相信多边

谈判ꎬ 认为多边谈判会削弱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ꎬ 不主张签署大型区域贸易

协定ꎬ 而是注重一对一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ꎮ②

概括而言ꎬ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ꎮ
第一ꎬ 从谈判的方式看ꎬ 重启双边谈判ꎬ 暂时放弃多边磋商ꎮ ＮＡＦＴＡ 虽

然是一个三方协定ꎬ 但重谈的方式不再是美加墨三国一同坐在谈判桌上共同

进行磋商ꎬ 而是美加、 美墨之间进行一对一的双边谈判ꎬ 最后达成的协定也

基本上呈现出一对一的双边特点ꎮ
第二ꎬ 从重新谈判的规则可以看出ꎬ 美国提出更新的条款与美国的国内

需求是一脉相承的ꎮ 比如ꎬ 美国相关官员一再强调 ＮＡＦＴＡ 的条款应该加入与

互联网相关的内容ꎮ 从美墨谈判的结果看ꎬ 美国已经成功地将相关新条款加

入了协定ꎬ 实现了自己在关税、 原产地规则和新科技方面的多数要求ꎮ
第三ꎬ 从谈判的地域范围看ꎬ 在重启协定谈判的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还试

图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地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ꎮ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声称ꎬ
一旦他当选ꎬ 将使美国退出奥巴马政府为之努力多年的 ＴＰＰꎮ 在其上任第三

天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特朗普即宣布美国将永久性地退出 ＴＰＰꎬ 并指示美国

贸易代表通过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来 “促进美国产业发展、 保护美国工人和

—４５—

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Ｗｉｌｂｕｒ Ｒｏｓｓꎬ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 Ｔｒａｄｅ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５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ｄｏｎａｌｄｊｔｒｕｍｐ ｃｏｍ / Ｔｒｕｍ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 ｐｄｆ
[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２]ꎻ Ｌｉｎｅｔｔｅ Ｌｏｐｅｚꎬ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ｅｓｔ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ｒｕｍｐ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Ｄｏ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１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２]ꎻ Ｊａｍｅｓ Ｋ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ａｎｄ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Ｎｏ
Ｒ４５２４３ꎬ Ｊｕｎｅ ２８ꎬ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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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美国人的工资”ꎮ① 同时ꎬ 着手在亚太地区通过与日本、 越南等国的双边

贸易谈判ꎬ 取代地区贸易协定ꎮ
第四ꎬ 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放弃多边框架ꎮ 特朗普试图摆脱 ＷＴＯ 规则的

束缚ꎬ 极力强调美国在贸易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ꎬ 抵制其他国家通过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来约束美国的贸易政策ꎮ 例如ꎬ 特朗普政府在上台后不久就指

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出美国政府可以用来单方面制裁贸易伙伴的法律清

单ꎮ② 但目前来看ꎬ 其目标并不是要完全退出多边框架ꎬ 而是要改造既有多边

框架内不利于美国贸易的条款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 中ꎬ 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要重塑和改革 ＷＴＯꎬ 以确保提高裁定 “不
公平” 贸易行为的效率和能力ꎮ③ 莱特希泽提出ꎬ ＷＴＯ 框架下的强制性争端

解决机制超越了成员国的授权范围ꎬ 需要进行改革ꎮ④

第五ꎬ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 ＮＡＦＴＡ 的重新谈判树立新的规制标准ꎬ 来

抵制中国的贸易影响ꎮ 例如ꎬ 重新定义 “非市场经济体” 的概念ꎬ 可能以

ＵＳＭＣＡ 为契机ꎬ 阻止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与合作ꎮ

四　 结论

贸易政策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命题ꎬ 但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却几乎将其转

化为一个政治产品ꎮ 因此ꎬ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一个复杂的议题ꎬ 既有经济因

素ꎬ 也有政治因素ꎬ 还是一个外交议题ꎮ
纵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过程ꎬ 可以看出其中

既有美国一贯的国家利益诉求ꎬ 也有各届政府的政绩目标ꎮ 就特朗普目前开

展的全球性重新规制贸易秩序的行为来看ꎬ 特朗普实际上还是追求美国一贯

的贸易目标: 获得美国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更多机会ꎬ 同时阻止其他国家在

美国市场上的倾销ꎮ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非常突出的特点是ꎬ 在实现协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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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ꎬ 尽量免除自身的义务ꎬ 同时以消除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增加就业为目标ꎬ
以美国贸易法则为标准ꎬ 操纵国际规则ꎮ 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

克所言ꎬ “特朗普政府想以消除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作为开

始ꎬ 然后是操纵规则ꎮ 它想让美国免于履行对 ＮＡＦＴＡ 的承诺ꎮ”① 值得注意的

是ꎬ 从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到 ＮＡＦＴＡꎬ 从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到 ＴＰＰꎬ
一直到美墨加重谈协定ꎬ 可以发现ꎬ 这些协定主要都是基于美国贸易法的要

求ꎬ 相互为模板ꎬ 按照美国的利益要求逐渐修订和升级条款ꎮ 因此ꎬ ＵＳＭＣＡ
可能代替 ＴＰＰ 成为美国未来进行贸易谈判和签署协定的模板ꎮ

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ꎬ 虽然其在某些条款中屈从于美国的要求而做出了

让步ꎬ 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ꎬ 如汽车、 木材出口和文化产品标准方面ꎬ 加

拿大一直坚持其特殊要求ꎬ 并且迫使美国做出了让步ꎮ 例如ꎬ ＵＳＭＣＡ 也保护

了加拿大本土的文化媒体产业ꎬ 即美国公司将不得收购加拿大本土的任何报

纸、 电视台、 电台或者其他媒体ꎮ 这是加拿大一贯坚持的ꎮ
墨西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北美贸易谈判中迫于美国的压力和自身的利

益需要ꎬ 接受了关于劳工和环境的附件条款ꎮ 但是ꎬ 对于能源等国家核心利

益部门ꎬ 墨西哥一直没有将之置于北美贸易谈判的条款中ꎮ 过去如此ꎬ 当前

也是如此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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