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华遏制和贸易秩序再平衡：
对 ２０１９ 年 ＷＴＯ 的回顾

Ｔａｔｉａｎａ Ｐｒａｚｅｒｅｓ　 　 林桂军　 　 任　 靓∗

摘要： ２０１９ 年 ＷＴＯ 受到了中美之间相互博弈的影响， 美国要保持对中国的竞

争优势并决心全面改革 ＷＴＯ， ＷＴＯ 成员围绕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和上诉机

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这些变化透视出在 ＷＴＯ 和中国问题上， 美国的政策愈加

趋于强硬， 也更加不顾及损害多边贸易体制。 回顾 ２０１９ 年的 ＷＴＯ， 本文认为美国

对华贸易政策出现了两面性： 一方面是通过传统施压迫使中国更加开放， 另一方面

是通过关闭部分美国市场促使美国与中国实现半脱钩。 中美之间的矛盾或者战略竞

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ＷＴＯ 的发展将持续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多边贸易体系的

信誉和价值将继续处于风险之中， 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现行的 ＷＴＯ
规则一直在助力中国崛起， 而这同美国遏制中国的目标相冲突。 美国的贸易政

策正日益变得以遏制中国为导向而不是以其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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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ＷＴＯ 改革与中美博弈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在冷战结束后于 １９９５ 年创

建， 它是二战后国际贸易领域最重大的改革， 自此世界进入了独特的历史时期， 即

经济全球化的 “黄金时期”。 此时， 美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发

展中国家主动走向开放， 对外资的态度从抵制转向大力引进； 跨国公司主导的以垂

直专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 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的前景充满乐观， 许多

国家认为， 在美国的领导下， 全球化将带来一个相互依存、 繁荣和稳定的秩序

（Ｅｔｈｉｅｒ， １９９８［１］；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ｐｅｚ－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２０１３［２］ ）。 美国为二战后的全球秩

序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包括缔造布雷顿森林体系， 领导并建立 ＷＴＯ， 推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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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谈判， 首次与中国这样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展开 “入世” 谈判，
推动ＷＴＯ 首个贸易协定 （ 《贸易便利化协定》 ） 的签署等等。 然而， 在ＷＴＯ 成立

后的 ２５ 年间，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改

变了全球贸易等多方面的力量格局。 随着这些变化， 美国看待 ＷＴＯ 和世界经济秩

序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 其核心是寻求力量的再平衡， 尤其是不能接受 ＷＴＯ 在力

量平衡上继续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Ｂｏｕｓ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２０１９ａ） ［３］。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多边贸易体系长期以来的一个突出特征

（Ｋｅｃｋ ａｎｄ Ｌｏｗ， ２００４） ［４］。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 时期， 多边贸易体系的决

策模式是所谓的 “四边形” 决策， 即美国率先提出方案， 再协调欧盟、 日本和加

拿大， 之后付诸实施。 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七十七国集团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期成立以来，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３ 年成立了 Ｇ２０ 和 Ｇ３３ 等发展中国家压力集团以后，
发展中成员在 ＷＴＯ 中的集体议价能力空前增强①； 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主导 ＷＴＯ
等多边贸易体系决策的格局正在成为过去。 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触痛美国， 使美

国真正感到痛苦的是中国的崛起， 这是美国改变对 ＷＴＯ 态度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 “入世” 时， 美国各产业的竞争力普遍远高于中国； ２００１ 年美国商界和政

界对中国 “入世” 普遍持欢迎态度， 而中国却十分担心国内产业可能遭受冲击。 但

２５ 年后， 美国却十分后悔当初让中国 “入世” 的决定， 其后悔的不是中美双方签署

的 “入世” 协议， 而是对接受中国 “入世” 的解释。 无论是出于满足美国内部党派

之争的需要， 还是一些利益集团考虑不周， 美国当初主张接纳中国 “入世” 的支持

者给反对者和怀疑者的敷衍解释是 “入世” 可以促使中国最终拥抱西方式的自由秩

序并加快中国的民主进程 （Ｌｕｍ ａｎｄ Ｎａｎｔｏ， ２００７） ［５］。 但是， 中国在 “入世” 以后，
不仅在体制上没有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演进， 反而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中

国的崛起削弱了美国的霸权， 这让许多美国人为此后悔不已②。
中国 “入世” 以后， 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加深， 经济呈现高速增长势头， 已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国内外许多观点认为 “入世” 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

的转折点，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 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恰恰始于这个转折点。 ２０１９
年， 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指出，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美国当时的领导

人认为这一决定会迫使中国开放其经济， 加强美国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和法治。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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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２０ （不同于金融财长的 Ｇ２０） 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压力集团， 由要求发达国家大幅改革农产品贸易待

遇的发展中成员组成， 中国是其成员。 Ｇ３３ 也称 “特殊产品朋友”， 是主张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有限开放

的压力集团， 中国是成员之一。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９ 日，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演讲时说： “中国的经济越开放，

中国人民的潜能， 即他们的主动性、 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就越可能被释放出来。 当每一个个体拥有更大的力

量时， 他们就会不再沉湎于梦想， 而是要实现梦想， 要求更大的话语权。” （……） “当然， 让中国加入 ＷＴＯ
不能保证中国一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一定可以加快这个进程， 经济转变的进程将迫使中国更早面对选

择， 做出正确选择也将变得更加紧迫。” （……） “现在我想明确地表示， 这本身不是人权政策， 但可以对人

权和政治自由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的变化都来自内部压力和外部对中国人权斗争的支持。 在第二个方面， 美

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 而 ＷＴＯ 则可以在促进中国内部压力集聚上做出重要贡献。”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ｔ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ｔｏｎ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Ｂｉ ｈｔｍ



是， 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①。 特朗普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举行的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ＷＥＦ） 记者会上， 再次表示了对 ＷＴＯ
和中国的不满， 认为 “长期以来， ＷＴＯ 对美国极不公平； 如果没有 ＷＴＯ， 也就没

有今天的中国。” 显然， 他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②。 更具讽刺意味的

是， 美国在试图实现 ＷＴＯ 再平衡的过程中， 设法推翻由自己建立的规则体系， 扮

演了修正主义大国的角色。 例如， 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起草 Ｇ２０ 公报时，
美国极力反对将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的内容写入公报③； 在处理中美贸易关系存

在的问题时， 毫无约束地采用单边和歧视性措施④。 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 却

在反复强调美国创建全球贸易体系时的核心规则， 包括反贸易保护主义、 反单边主

义和反贸易歧视等。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 ＷＴＯ 事务中主导地位的丧失使 ＷＴＯ 进入了巨型经济体

的战略博弈时代。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也正在从传统的迫使中国扩大开放， 向全

新的中美部分脱钩方向转变， 中国仍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应对的基础。 ２０１９
年是 ＷＴＯ 的一个转折点， 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现 ＷＴＯ 可以成为遏制中国和改

变现有贸易体系的新战场， ＷＴＯ 经历了上诉机构瘫痪和改革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

别待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ＤＴ） 机制等前所未有的事件。

二、 美国在 ２０１９ 年对 ＷＴＯ 和中国的不满

美国如今对 ＷＴＯ 的不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 Ｆｕｇｅｓｓｏｎ， ２００８［６］， ２０１１［７］；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５［８］）。 过去几年里， 美国对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系的不满与日俱增， 如

上诉机构裁决反倾销案采用的方法、 发展中国家履行承诺和透明度问题、 中国未按

“入世” 承诺履行义务、 发展中国家的贡献等。 ＷＴＯ 成员不满意其运行及希望在

未来的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是正常现象， 异常的是特朗普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

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历史上， 即使美国处于霸权的鼎盛时期， 其态度也是理性和

谦逊的， 一般能通过协商和谈判达成最终结果， 即便结果对于美国来说不够理

想， 但也基本能够按照规则解决矛盾。 然而，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 这一切都发生了

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名家名栏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７４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ｖｏｓ－ｓｗｉｔｚ⁃
ｅｒｌａｎｄ ／ ．

美国最近一次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在 ２０１６ 年的 Ｇ２０ 杭州峰会， 之后情况变得愈加恶化。 ２０１７ 年

Ｇ２０ 汉堡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希望继续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但为了发表共同宣言， 各国最终向美国妥协，
提出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未写入宣言。 汉堡峰会之后， 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１９ 年两次 Ｇ２０ 峰会的宣言均未涉及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问题。
美国现在强调 “ＷＴＯ 应该回到其核心原则上， 首先是该组织的所有成员要支持开放和市场导向的政

策”。 美国无视 ＷＴＯ 基本原则的行为曾遭到世界的广泛批评， 近期把策略调整成将中国作为攻击对象。 见美

国驻 ＷＴＯ 大使丹尼斯·谢伊 （Ｄｅｎｎｉｓ Ｓｈｅａ） 在达沃斯非正式部长级会议的的声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ｈｔ⁃
ｔｐｓ： ／ ／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７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ｈｅａ－ａｔ－ｄａｖ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ｗｔｏ－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ｇａｔｈ⁃
ｅｒｉｎｇ ／ 。



逆转， 美国更倾向使用单边手段来改革 ＷＴＯ 规则和遏制中国， 从以规则为基础

的模式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模式。 这一变化给世界提出了新问题： 美国现阶段的

行为是否会在未来成为常态？ 这个变化将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什么影响？ 美

国达到何种目的才肯罢手？
ＷＴＯ 在 ２０１９ 年的讨论主要围绕上诉机构瘫痪和发展中国家的 ＳＤＴ 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ＵＳＴＲ） 向国会提交

的关于中国履行 ＷＴＯ 义务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正采用比以往更强硬的方式来应对

来自中国特殊而又严峻的挑战， 将采取全部可能的手段， 包括国内贸易救济措施、 双

边贸易谈判、 ＷＴＯ 诉讼、 联合理念类似的国家集体施压等” （ＵＳＴＲ， ２０１９） ［９］。
（一） 上诉机构瘫痪与美国推行世界秩序再平衡的关系

上诉机构被视为 ＷＴＯ 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ＷＴＯ 上诉机

构被迫停止运行。 正像非洲集团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在 ＷＴＯ 总理事会上所说： “ＷＴＯ 的

一个独特特征就是能够保证规则的强制执行， 确保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

性。 鉴于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的危险， ＷＴＯ 的这一独特性也将消失”①。 导致上

诉机构瘫痪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一再阻止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 ＷＴＯ 上诉机构由 ７
名成员组成， 随着这些成员聘期的陆续结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上诉机构只剩

下 １ 名成员。 按照 ＷＴＯ 规则， 上诉机构运行的最低人数是 ３ 人， 如果低于 ３ 人，
上诉机构将停止运行②。 一旦上诉机构停摆， 争端案件将被搁置， 一方如果对前一

阶段专家组的裁定不满意， 将无法上诉， 而不完成上诉程序， 专家组报告就无法生

效。 由此可见， 上诉机构停止运行实际上意味着整个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
１ 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及原因

多年来， 美国一直不满意上诉机构的裁决。 ２０１１ 年， 奥巴马政府打破了上诉

机构成员两期连任的传统， 率先阻挡美籍上诉机构成员詹妮弗·希尔曼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ｉｌｌｍａｎ） 的第二期连任， 理由是美国对希尔曼参与案件的一些裁决结果极为不满。
实际上， 美国也在借用此事向其他上诉机构成员发出警告， 很显然， 美国的行为使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了蚕食③。 尽管对上诉机构不满， 但奥巴

马政府至少还能付出一定努力寻找替代希尔曼的人选， 按照亲美国民主党专家的解

释， 奥巴马政府只是推迟了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 而不是阻止。 总体上， 在奥巴马

执政期间，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运转尚未受到根本威胁。 美国如今的情况已完全不同

于奥巴马时期， 特朗普政府利用 ＷＴＯ 的一票否决制， 阻止上诉机构补充新成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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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ＷＴ ／ ＧＣ ／ Ｍ ／ １７９， ５ １１ 段。
聘期已过的成员需要继续处理正在进行的纠纷案件， 直至最后完成。 美国对这一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

并把该问题作为争端解决机制违背最初约定的例子。 按照上诉工作程序评估第 １５ 条规则的规定， “聘期结束

的上诉机构成员， 在上诉机构授权且通知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 上诉机构成员可以完成手中尚未完结的上

诉案件， 在处理未结案件期间， 该成员仍为上诉机构成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 ｅ ／ ｄｉｓｐｕ＿
ｅ ／ ａｂ＿ ｅ ｈｔ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ｉｉｅ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ｉｓｓｕｅｓ － ｗａｔｃｈ ／ ｗｔｏ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 ｂａｄ － ｏｍｅｎ －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理论上， ＷＴＯ 成员可以通过投票的办法摆脱当前困境， 但在实际中投票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２０１７ 年， 美国率先阻扰的是李嘉图·兰密勒兹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Ｒａｍｉｒｅｚ） 的替换。 在美国

的一再阻扰下，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ＷＴＯ 上诉机构成员只剩下中国籍成员赵宏。
在上诉机构面临停摆时， 几乎所有 ＷＴＯ 成员都以不同方式劝说美国改弦更

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欧盟驻 ＷＴＯ 大使在描述上诉机构面临的危机时指出：
“一名成员的行动可以剥夺其他成员享受 ＷＴＯ 协议中规定的以两阶段为特征的

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 不支持也不容忍

ＷＴＯ 坠入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①。 欧盟认为美国的行为不仅在政

治上不妥， 而且在法律上也存在问题。 通常在讨论上诉机构面临的挑战时， 主要

从上诉机构的法律、 技术和实际层面寻求解决方案， 如严格的 ９０ 天内出示报告

等。 而实际上， 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②。 简言之， 是

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由法庭式的上诉机构决定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 束

缚了美国的手脚。
实际上， 创建 ＷＴＯ 就是为了约束成员在政策方面的自主权； 作为回报， 放弃

自主权的成员可以获得由 ＷＴＯ 保障的稳定贸易市场。 于美国而言， ＷＴＯ 规则和保

驾这些规则的上诉机构增加了美国对贸易伙伴 （包括中国） 实施单边政策或霸权

的成本。 例如， ２０１８ 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对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实施限制

措施， 结果是受害国在 ２０１９ 年纷纷依照 ＷＴＯ 规则起诉美国， 给世界留下了可以挑

战美国霸权的印象③。 同样， 中美贸易摩擦中， 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按照规

则， 中国可以采取法律手段反击④。
目前， 美国对 ＷＴＯ 的不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特朗普任职后， 在不同场

合对 ＷＴＯ 提出了系列批评和威胁。 例如， 他曾威胁 “如果 ＷＴＯ 不进行改革， 美

国将撤出 ＷＴＯ”； 还声称 “ＷＴＯ 协议是美国历史上签订的最糟糕的贸易协议⑤， 为

中国提供了机会， 对于美国则是灾难⑥， ＷＴＯ 对待美国的方式是不公平的⑦。” 但

在历史上， ＷＴＯ 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 双反、 服务贸易、 投资规则等方面为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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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ｗｔｏ ／ ７１８３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ｗ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９－１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ｅｎ．

这样就不难理解美国拒绝新西兰驻 ＷＴＯ 大使大卫·沃克 （Ｄａｖｉｄ Ｗａｌｋｅｒ） 提出的建议草案的原因。 沃

克的建议只关注了上诉机构技术层面的问题， 不足以使美国放弃自己的做法。
中国 （ＷＴ ／ ＤＳ５４４）、 印度 （ＷＴ ／ ＤＳ５４７）、 欧盟 （ＷＴ ／ ＤＳ５４８）、 挪威 （ＷＴ ／ ＤＳ５５２）、 俄罗斯 （ＷＴ ／

ＤＳ５５４）、 瑞士 （ＷＴ ／ ５５６）、 土耳其 （ＷＴ ／ ＤＳ５６４） 均对美国采取的措施提起诉讼。 墨西哥和加拿大也对美国

提起诉讼， 后通过与美国协商解决了纠纷。
中国在美对华加征关税后向 ＷＴＯ 投诉， 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ｒｉｆ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Ｔ ／ ＤＳ５４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ｒｉｆ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ＩＩ （ＷＴ ／ ＤＳ５６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ｒｉｆ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ＩＩＩ （ＷＴ ／ ＤＳ５８７）。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彭博访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０ ／ ｔｒｕｍｐ－ｓａｙｓ－ｈｅ－
ｗｉｌｌ－ｐｕｌｌ－ｕ－ｓ－ｏｕｔ－ｏｆ－ｗｔｏ－ｉｆ－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ｓｈａｐｅ－ｕｐ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日 Ｆｏｘ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视频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ｗｔｏ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ａｋｅｎ －
１８１６５４９３０ ｈｔｍｌ

特朗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讲话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ｄｅｏ ｆｏ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ｖ ／ ５８０４４６１６８０００１ ／ ＃ｓｐ ＝ ｓｈｏｗ－ｃｌｉｐｓ 另见

２０２０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ｎ Ｄａｖｏｓ



国满意作出了巨大让步。 而如今， 当美国认为遵循 ＷＴＯ 规则、 接受上诉机构作出

的对其不利的裁决和承受 ＷＴＯ 允许的反制措施等做法损害了美国利益和霸权形象

时， 却完全不愿接受。 特朗普的言论暗示着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其利益

的维护不需要国际约束， 也不需要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调解。 因此， 美国采取了阻

止上诉机构运行的行动，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不利于美国的裁决， 还可以摆脱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的约束， 特别是针对中国这个已被美国军事

与安全部门定义成 “战略竞争者” 的国家①。 如果一个国家崇拜实力， 并仅想通过

实力维护自身利益， 那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确实不是合适的选择。 ＵＳＴＲ 办

公室主任罗伯特·莱特希泽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 的职业贸易律师生涯可以很好地

印证他对上诉机构和中国的态度。 莱特希泽一直强调 ＷＴＯ 和上诉机构蚕食了美国

贸易政策的空间， 反对上诉机构对反倾销协议的解释， 特别是其中的归零法

（ｚｅｒｏ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年他曾在 《纽约时报》 发表题为 《我们将后悔的交

易》 一文， 反对中国加入 ＷＴＯ②。
从历史上看， 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首先是针对欧盟， 美国如今的不满实际上

是欧盟与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历史矛盾再现， 而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对 ＷＴＯ 不满的另

外一个重要原因 （林桂军等， ２０２０） ［１０］。 美国认为中国将 ＷＴＯ 规则作为挡箭牌，
维护其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但由于 ＷＴＯ 规则的制约， 美国却无法维护其防守的利

益， 因此， 这一情况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美国认为 ＷＴＯ 上诉机构偏袒中国的一个

典型例子是在 ２０１１ 年关于 “公共机构”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ｏｄｙ） 定义的分歧， 该案涉及政府

补贴问题， 其意义十分重大③。 美国认为 ＷＴＯ 上诉机构对 “公共机构” 的定义过

于狭窄， 因而存在巨大漏洞， 如允许中国政府绕过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的

约束， 对由政府控制的实体提供补贴。 当上诉机构公布对该问题的裁决时， ＵＳＴＲ
立即表示了对上诉机构所做定义的强烈不满④。 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美贸易纠

纷案是关于国有企业的补贴， ＷＴＯ 上诉机构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对该案做出了最后裁

决， 但美国对结果极其不满⑤。 ＵＳＴＲ 随即发表声明指出：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报告动

摇了 ＷＴＯ 的规则， 在应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行为上缺乏效力， 损害了美国工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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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白宫在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和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中， 均使用

“战略竞争者” 一词描述中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１９９９ ／ ０４ ／ １８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ａ－ｄｅａｌ－ｗｅｄ－ｂ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ｒｅｇｒｅｔ ｈｔｍｌ
见 Ｕ 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ｉｅｓ （ＷＴ ／ ＤＳ３７９）。 在该案例中， 专家组 （ｐａｎｅｌ） 认为上诉

机构采用了狭义的 “公共机构” 定义。 专家组的定义是： “……按照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第 １ １ 条，
我们的结论是 ‘公共机构’ 是指由政府控制的机构 （第 ８ ９４ 段）。” 中方认为这一定义太宽泛， 之后上诉机

构给出的定义是： “按照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第 １ １ 条 （ａ） （１）， ‘公共机构’ 必须拥有、 行使或被

授予政府的权力” （第 ３１７ 段）。 这一定义与中国的主张比较接近， 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１ ／ ｍａｒｃｈ ／ ｕｓｔｒ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ｗｔｏ－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ｃ．
关于美国对结果的不满， 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Ｔ ／ ＤＳ４３７）。



企业的利益， 也加剧了市场扭曲”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美国驻 ＷＴＯ 大使谢伊在 ＷＴＯ 总理事会发言时， 特别强调

非市场政策和措施对 ＷＴＯ 构成的挑战。 在没有提名中国的情况下， 他指出：
“ＷＴＯ 需要回归以公平和市场导向为核心使命的时代， 过去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共识

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对建设自由、 公平和互利的国际贸易体系至关重要， 只有在

这一市场环境中， 企业才能进行公平竞争。”② 谢伊的讲话还涉及了 ＷＴＯ 改革， 表

示美国愿意和价值观相同的 ＷＴＯ 成员共同支持市场导向政策， 增强最初建立 ＷＴＯ
时的共同价值观③。

总结起来， 美国对上诉机构不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源于历史上美

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美国坚持认为 ＷＴＯ 和上诉机构束缚了其实施贸易

政策的自主权， 从而使其无法对其他国家 （特别是中国） 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做出

及时、 有效的反应， 因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二是上诉机构削弱了对违规行为的制

约能力。 美国认为 ＷＴＯ 和上诉机构未能及时阻止中国采取某些贸易政策， 试图采

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 在结果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简言之， 美国对

ＷＴＯ 和上诉机构的不满体现在上诉机构在技术上限制了美国政策的自主权以及在

制约中国违规方面的不得力。
毫无疑问， 美国同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矛盾超出了中美之间竞争的范畴， 一方面

反映出美国对现行贸易秩序和上诉机构权限的长期不满； 另一方面， 这个矛盾也与

中国有着密切关系， 许多美国人认为上诉机构在助力中国崛起。 对于美国政府来

说， 上述两方面相互促进， 限制美国就等同于帮助中国， 而帮助中国又相当于制约

美国； 当前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利于中国， 促使全球贸易力量向中国倾斜。 在这一结

论的驱使下， 美国认为当今的全球贸易秩序必须进行改革， 否则必将有利于中国的

崛起和权力的扩张。
２ 美国拒绝接受 ＷＴＯ 及其成员关于上诉机构改革的建议

在上诉机构停止运行日期临近时， 几乎所有 ＷＴＯ 成员都呼吁要加快解决当

时的僵局， 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ＷＴＯ 总理事会主席还任命新西兰驻 ＷＴＯ 大

使沃克作为调解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沃克汇总了 ＷＴＯ 成员的建议， 并向总理事

会提交了草拟的决定， 希望通过集中共识来解决上诉机构面临的问题， 但美国拒

绝接受④。 对于 ＷＴＯ 成员做出的努力， 美国均以这些建议未涉及其关心的实质

问题为由加以拒绝。 按照谢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在 ＷＴＯ 总理事会上做出的解释，
过去 １６ 年来， 美国一直关注 ＷＴＯ 上诉机构以不同方式违反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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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序的谅解》 中的规定①， 如： 不遵守 ９０ 天内必须出示报告等。 此外， 按照美

国对 ＷＴＯ 协议的解释， 上诉机构人员只能称为成员， 不能称为法官， 但这些成

员却行使了法官的职能， 试图填补 ＷＴＯ 规则的空白， 在未得到成员许可的情况

下增加了成员应履行的义务②。 从这点来看， 美国似乎要解决的是上诉机构的权

限问题。
（二） 美国对 ＳＤＴ 的改革与遏制中国

２０１９ 年， ＷＴＯ 成员在 ＳＤＴ 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其背后是全球治理及多边

贸易体系的走向， 这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紧密相连。 随着发展中成员经济总量的不

断增加， 美国主张对发展中成员重新分类， 强迫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成员放弃 ＳＤＴ
权利。 面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正在调整其站位， 以便在当前和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更

加有利的位置。 除此之外， 美国在 ＷＴＯ 挑起关于 ＳＤＴ 问题的争论还具有很强的地

缘政治含义， 美国指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 却利用 ＷＴＯ 发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的机会， 不公平地享受给予一般发展中成员的 ＳＤＴ， 并认为中国的行

为损害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共同利益， 企图使中国在道德上处于被动局面。
最近，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进行了指责， “尽管中国承认其已是成熟

经济体， 但中国在与包括 ＷＴＯ 在内的国际组织交往时， 仍坚持认为自己是发展中

国家”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２０） ［１１］。
１ 发展中国家地位与 ＳＤＴ
美国目前对 ＷＴＯ 的立场离不开历史上关于 ＳＤＴ 问题的争论， 同样， 美国在做

出中国是否公平享受 ＳＤＴ 的判断时， 也应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虑。 虽然不同组织

（机构） 给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不同， 但 ＷＴＯ 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过定

义。 从 ＧＡＴＴ 时期开始， 长期遵循的惯例是发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的做法，
其他成员可以提出质疑。 根据 ＷＴＯ 秘书处的统计， ＷＴＯ 成员总数的 ２ ／ ３ 是发展中

成员③， 且还从发展中成员里进一步区分出最不发达国家 （ ｌ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ＤＣ）， ＬＤＣ 的界定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标准。 在 ＷＴＯ 谈判中， 发展中成员可以享受

多种特殊权利，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 产品在出口到发达国家时享受市场准入

优惠； 第二， 可以维持较高的进口壁垒； 第三， 履行协议条款时可以有较长的过渡

期； 第四， 在国内政策上 （如补贴） 可以保留更大的灵活性。 这些优惠条款一般

体现在 ＷＴＯ 的各种协议和历次部长级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中， 共有 １５５ 个条款。 发

展中国家地位的实质是可以享受与上述四个方面相关的 ＳＤＴ， 正因为如此， 发展中

国家地位的定义成为了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长期激烈争论的问题， 特别是在确定规模较大

的新兴发展中成员的地位时， 争论则更加激烈， 原因是一些发达国家尤其不愿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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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ＵＳＴＲ 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发布的关于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报告可以看出， 美国不满意上诉机构体制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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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员优惠待遇。
早在 ２００３ 年的 ＷＴＯ 坎昆部长级会议上就开始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和 ＳＤＴ

的争论， 多数发展中成员认为发达国家提供的 ＳＤＴ 中宣誓性条款过多， 缺少具体

价值， 基本无效 （Ｐａｎｇｅｓｔｕ， ２０００） ［１２］。 与此相反， 一些发达国家则认为， 新兴经

济体大国不仅应停止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获取 ＳＤＴ （如更长的履约过渡期， 甚至更

低水平的承诺等）， 还应在贸易谈判中做出更大贡献。 同时， 这些发达成员还有意

制造发展中成员之间的矛盾， 指责发展中大国的行为妨碍了最不发达成员获取更多

的 ＳＤＴ， 并许诺如果中国等国家停止享受 ＳＤＴ， 美国和欧盟将对其他发展中成员实

施更加灵活的政策。① ２０１９ 年， ＷＴＯ 成员对 ＳＤＴ 改革提出了各类不同建议②， 在

ＷＴＯ 总理事会等不同场合掀起了热烈讨论③。 从 ＷＴＯ 总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不难看

出， 在美国制造的压力下， ＷＴＯ 在 ２０１９ 年关于 ＳＤＴ 的讨论已占据了最突出地位，
这些讨论的过程再次证明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该问题上的鲜明对立④。

在政治层面， 美国挑战的是享受 ＳＤＴ 的权利， 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地位。 尽管

特朗普等美国官员在不同场合大肆攻击中国等国家通过自称是发展中国家而在谈判

中获取了不公平利益， 但美国的决策者们十分清楚， 要求一个成员放弃发展中国家

地位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同样， 由于 ＷＴＯ 的决策是以一致共识为基础， 因

此， 通过制定客观标准的方法来确定发展中成员的身份将使 ＷＴＯ 陷入永无休止的

争论。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争议， 美国绕过了这些问题， 直接谈及 ＳＤＴ， 即美国关心

该成员是否具有享受 ＳＤＴ 的权利， 而不是是否为发展中成员。 为此， 美国提出了

ＷＴＯ 成员是否应该享受 ＳＤＴ 的标准， 但不将这些标准同发展中国家地位挂钩， 而

是将其与是否有资格享受 ＳＤＴ 挂钩。 如此， 这些国家在失去享受 ＳＤＴ 资格的同时，
依然可以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 由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实质是 ＳＤＴ， 所以， 美国的

策略仍不能解决关于 ＳＤＴ 问题的争论； 对于多数发展中成员来说， 如果不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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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 ＷＴＯ 在讨论 ＳＤＴ 改革时， 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更详细的 ＳＤＴ 改革建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欧盟提

出了一份较为完整的 ＷＴＯ 现代化建议方案， 主张以全新的方式对待发展中成员的 “发展” 和 ＳＤＴ 问题， 核

心建议包括积极鼓励发展中成员 “毕业”， 以 “水平” 或 “逐协议” 方式放弃 ＳＤＴ 权利， 特别是放弃在未来

协议中的 ＳＤＴ 权利。 欧盟还认为， 未来给予发展中成员的 ＳＤＴ 应该从开口式的 “一揽子豁免” 转向由需求

驱动和以事实为依据的模式， 确保 ＳＤＴ 与受惠国的需求准确匹配。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中国、 印度、 南非、 委内瑞拉、 老挝、 玻利维亚、 肯尼亚、 古巴就 ＳＤＴ 改革发布

沟通函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５ ／ Ｒｅｖ １）， 挑战美国的立场， 强调发展中成员的 “发展” 和 ＳＤＴ 都十分重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中国向 ＷＴＯ 提交了 《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立场文件》；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又向 ＷＴＯ 提交了 《中国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提案》， 在该提案中， 中国主张增强多边贸易体系的包容性， 发展中成员的 ＳＤＴ 权利必须得到尊

重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７３）。 加拿大、 中国香港、 爱尔兰、 新西兰、 新加坡、 瑞士也加入了这一倡议。 ＷＴＯ 成员

的这些主张采用了务实和创新的方法改革 ＳＤＴ， 他们均认为对成员重新分类的尝试得不偿失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７０ ／ Ｒｅｖ ３）。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玻利维亚、 古巴、 厄瓜多尔、 印度、 马拉维、 阿曼、 南非、 突尼斯、 乌干达和赞

比亚就发展和包容性问题向 ＷＴＯ 提交了沟通函， 强调了 ＳＤＴ 的重要性， 认为 ＳＤＴ 是 ＷＴＯ 精神的一部分， 是

发展中成员不容讨价还价的权利。
ＳＤＴ 问题的讨论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会议记录见 ＷＴ ／ ＧＣ ／ Ｍ ／ １７６） 持续至 １２ 月 （见会议总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ｅ ／ ｎｅｗｓ１９＿ ｅ ／ ｓｕｍ＿ ｇｃ＿ ｄｅｃ１９＿ ｅ ｈｔ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ｉｌｙ， ｖ ２９， ｎ ４６， Ｍａｒｃｈ 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ｔｏ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ｔｗ ／ 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ｓ？ ＩＤ＝ ３３６９３６



ＳＤＴ， 发展中国家地位实际上仅是一枚形同虚设的标签而已。
２ 《总统备忘录》 与发展中国家地位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特朗普发布了题为 《改革 ＷＴＯ 发展中国家地位》 的 《总
统备忘录》①， 共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攻击发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的做法， 特朗普指出： “当世

界最富有的经济体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时， 损害的不仅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
还损害了真正需要 ＳＤＴ 的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这种当前和未来无视 ＷＴＯ 规则的行

为不能毫无节制地进行下去。” 《总统备忘录》 的攻击重点是中国， 它通过数据说

明中国 “入世” 以后取得的发展。 特朗普还强调： “尽管有这些经济上充满活力的

事实和证据， 但中国和其他许多成员仍自称是发展中成员， 继续享受这一地位带来

的利益， 寻求比其他 ＷＴＯ 成员更低水平的承诺。” 《总统备忘录》 中强调了加快

ＷＴＯ 改革的紧迫性， 最后， 他威胁道： “为了确保这些成员能够履行其义务， 美国

将遵循更加自由、 公平和对等的政策， 投入所有必要的资源改变 ＷＴＯ 在发展中国

家地位上的做法， 使先进的成员不再有机会获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 “改变发展中国家地位相关灵活政策的模式”。 在这一部

分， 特朗普指示 ＵＳＴＲ 要使用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 阻止 “自我认定” 的发展中成

员在 ＷＴＯ 规则和谈判上获取经济和其他指标不支持的灵活政策。
第三部分以 “终止不公平的贸易利益” 为标题， 明确了当第二部分的目标进

展不力时， 美国将采取的措施， 具体包括： （１） 如果 ＵＳＴＲ 认为一成员借发展中国

家地位的名义在 ＷＴＯ 规则和谈判中获取不当利益， 美国将不再视其为发展中成

员； （２） 美国将不支持这些成员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②。
３ 美国对 ＳＤＴ 改革的态度

在 《总统备忘录》 发布之后， 美国对 “自我认定” 发展中国家地位做法的不

满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同时， 美国澄清其提出的 ＳＤＴ 改革方案只适用于正在进

行和未来谈判的协议， 不涉及已签订协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举行的 ＷＴＯ 总理事会

上， 谢伊对 ＷＴＯ 成员表示： “ 《总统备忘录》 没有指示 ＵＳＴＲ 要求任何一个成员放

弃已签署协议中的 ＳＤＴ， 美国关于 ＳＤＴ 的改革方案也没有提出这一要求。”③ 在谢

伊做出此项说明前， 许多成员预判美国会要求一些成员放弃已签署协议④中的

ＳＤＴ 权利。 如果这样， 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 因为这不仅直接违反了 ＷＴＯ 规则，

０１

名家名栏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ｔａｔｕｓ －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ｕｔ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

《总统备忘录》 明确指出， 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美国国内的各部门将进行协商。 《总统备忘录》 还要

求 ＵＳＴＲ 在其网站上公布 ＵＳＴＲ 不认可的 “自我认定” 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成员名单。 《总统备忘录》 公布之

后， ＵＳＴＲ 办公室主任莱特希泽立刻发表声明： “长期以来， 富有国家滥用 ＷＴＯ 规则， 利用 ＳＤＴ 免除自己应

尽的义务， 这对于遵守规则的美国来说极不公平， 动摇了谈判的基础， 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本人欢

迎总统在 ＷＴＯ 寻求公平和问责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期待落实总统的指示。”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９ ／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ｈｅａ －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 ｔｏ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 ｔｈｅ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ｔｏ ／ ．
如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和 《农业协议》 等。



还将破坏过去谈判 （如乌拉圭回合谈判和中国 “入世” 谈判） 达成的利益上的

微妙平衡。 谢伊的讲话打消了成员们的顾虑， 但并未阻止新一轮冲击的到来。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ＵＳＴＲ 公布了最新修订的有资格享受美国 《补贴与反补

贴措施协议》 中 ＳＤＴ 条款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名单①。 美国此举是在用

行动废止 ＧＡＴＴ 以来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惯例， 而这一惯例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②。 在 ＷＴＯ 谈判中， 一成员提出的建议得到其他成员认可或遭到

反对都是正常现象。 当一项建议遭到反对时， 正常程序是就分歧进行协商和谈

判， 缩小彼此间在立场上的差距， 最终达成共识。 而美国在其提交的 ＳＤＴ 改革

方案没能获得 ＷＴＯ 成员普遍支持的情况下， 做出极端反应， 即通过单边手段来

实现多边不能实现的目标， 这在 ＷＴＯ 历史上是鲜有的。
通过 “单边” 行为改变 ＷＴＯ 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做法被视作

违反了ＷＴＯ 规则， 正如中国、 印度等国在ＷＴＯ 沟通函中指出的那样， ＳＤＴ 是多边

贸易体系的基本支柱、 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不能通过单边方式修改或废除。 此

外， 美国还出乎预料地单方面制定了标准， 并剥夺了 ＷＴＯ 成员已签署协议 （ 《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 中的 ＳＤＴ 权利。 ＵＳＴＲ 的做法和谢伊的解释相互矛盾， 显

露出美国有意单方面改变 ＷＴＯ 成员通过谈判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平衡。 特朗普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的发文是美国采取单边手段的征兆， 发文写

道：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逃避 ＷＴＯ 规则， 获取特殊待

遇， ＷＴＯ 正在崩溃， 这一情况必须停止。 我已指示 ＵＳＴＲ 要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些

牺牲美国利益的体制欺骗。” 美国的单边行为违反了其对 ＷＴＯ 做出的承诺。 ＷＴＯ
各项协议是所有成员通过谈判达成的， 其中包含了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若要改变其

中的条件， 必须要以合法手段， 通过磋商、 再谈判和补偿等方式进行调整， 而不是

采取单边和强制手段。
美国从 ＧＡＴＴ 初期就对发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的做法不满， 但此次美

国的态度如此强硬， 以霸权式的谈判策略强迫其他成员放弃 ＳＤＴ 权利， 在多边贸

易体系上还是首次。 如果善意解释美国的做法， 一种可能性是美国当前表现出来的

强硬是为了表明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底线和立场， 即美国将不再承认某些成员有权

利享受 ＳＤＴ。 当然， 这样做会使美国付出一些短期代价， ＷＴＯ 成员可能会对美国

偏离长期形成的 “自我认定” 惯例不满， 批评美国的做法有失公平。 但美国的做

法有其合法的一面， 因为任何一个 ＷＴＯ 成员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立场， 也有权利

同意或反对任何一个谈判条件。 因此， 从理性上推断， 美国目前在 ＳＤＴ 上的所作

所为是为未来的谈判奠定基础， 但现实尚无法证实这一推断的正确性。 另一种可能

性是美国决心改变 ＷＴＯ， 而关于 ＳＤＴ 问题的争论为美国提供了撬动 ＷＴＯ 改革的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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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ｎａｌ＿ Ｒｕｌｅ＿ ２０２０－０２４４５ ｐｄｆ．
中国、 印度、 南非等 ＷＴＯ 成员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的一份沟通函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５ ／ Ｒｅｖ １ ） 中指出， 发

展中国家地位 “自我认定” 是 ＧＡＴＴ 认可且长期形成的合法惯例。 按照 ＷＴＯ 协定 （第 １６ １ 条） 的规定，
“ＷＴＯ 的决定、 指南、 程序和惯例应该以 １９４７ 年的 ＧＡＴＴ 为指导。” 因此， 中国、 印度、 南非等成员强调，
“自我认定” 是 ＷＴＯ 在 １９９５ 年建立时继承的 ＧＡＴＴ 时期的惯例。



杆。 对于美国而言， 如果进行 ＳＤＴ 改革， 就必须系统地梳理 ＳＤＴ 的问题， 这对美

国来说是彻底解决 ＳＤＴ 问题的好机会， 可以避免通过 “一事一议” 来乞求中国和

其他发展中成员多做贡献而带来的烦恼。
美国高度重视 ＳＤＴ 问题还体现在美国贸易官员在 ２０１９ 年通过频繁访问广大发

展中成员来推广其 ＳＤＴ 改革方案， 甚至不放弃对许多小国的游说。 在美国的压力

下， 巴西、 韩国和新加坡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宣布， 将在未来的谈判中单方面放弃

ＳＤＴ①。 对 ＳＤＴ 问题的争论以及上诉机构面临的危机大大削弱了 ＷＴＯ 成员间的信

任， 也使 ＷＴＯ 无暇顾及逆全球化、 贸易摩擦、 数字技术革命、 贫富差距等全球经

济面临的更紧迫问题。 目前， 尚不清楚特朗普如此重视 ＳＤＴ 问题是为了在政治上

践行自己的话语体系， 还是确实认为中国等发展中成员从 ＳＤＴ 中获得了经济快速

增长的动力。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批评了 ＷＴＯ 在 ＳＤＴ 上的做法；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他在 ＷＥＦ 上再次提及 ＳＤＴ 问题； 他的讲话忽视了问题复杂的一面， 简单

地把责任推卸给美国前总统们， 同时把自己塑造成最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美国领

导人。
在 ＳＤＴ 问题上， 美国的态度极具争议和分裂效应， 缺少认真解决问题的诚意，

似乎更多地是要破坏多边贸易体系， 为单边主义做铺垫。 按照某些贸易专家的看

法， ＳＤＴ 问题基本上已经以务实的方式成功解决。 例如， 在 ２０１３ 年的 《贸易便利

化协议》 谈判中， 中国接受了更短履约时间的约束， 而且中国对 ＷＴＯ 做出的贡献

已经超出其他发展中成员。 同时， 中国在向 ＷＴＯ 提交的改革方案中， 还明确表示

在保留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 愿意就做出更多承诺展开谈判。 中国谈判的大门

始终是敞开的， 在需要的情况下， 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 美

国却选择了粗暴且具有争议的方式。 毫无疑问， 美国的做法将受到 ＷＴＯ 成员、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成员的抵制。 人们普遍不清楚美国是真正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案， 还是想简单地证明 ＷＴＯ 已崩溃。 实际上， 美国通过大量努力换来的成果

并不丰硕， 只有少数成员 （中国台湾、 巴西、 新加坡、 韩国、 中国香港等） 主

动放弃了 ＳＤＴ 权利， 而其中多数还是美国的盟友。 但美国的行为确实给发展中

成员的团结制造了混乱， 削弱了发展中成员在未来谈判中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发声

的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对特朗普政府改革 ＳＤＴ 和遏制中国的行为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 ＳＤＴ 是特朗普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颗棋子。 通过 ＳＤＴ 问题， 特朗普可以增

强他关于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瓦解以及 ＷＴＯ 不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的话语权。 通

过将复杂的 ＳＤＴ 问题简单化和歪曲事实， 特朗普增强了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

场的合理性， 满足了服务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提升了他在国际上的威信， 并为

退群理念增加了动力。 第二， 《总统备忘录》 暴露出美国正在采用一种全新且更

强硬的谈判策略， 在 ＳＤＴ （包括上诉机构） 的改革中， 美国摈弃协商和谈判，
无视现行的 ＷＴＯ 规则， 以胁迫和单边措施作为处理分歧的手段。 第三， 美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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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些 ＷＴＯ 成员宣布放弃 ＳＤＴ 之前， 中国台湾已于 ２０１８ 年率先宣布在未来的谈判中放弃 ＳＤＴ 权利。



于 ＳＤＴ 的改革具有很强的分裂发展中成员、 挑动发展中成员反对中国和其他新

兴经济体的动机。
此时， 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将有助于 ＷＴＯ 改革向美国需要的方向发

展。 另外， 通过提高 ＳＤＴ 改革的要价 （如要求乌拉圭、 卡塔尔、 越南和泰国等放

弃 ＳＤＴ）， 美国可以为自己在未来的谈判中争取额外空间。 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的

很可能是这两种情况的综合， 即美国期望的 ＷＴＯ 改革方向是既能限制中国采取某

些政策， 又能获得新兴经济体的让步。 如果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美国对 ＷＴＯ 作为

贸易谈判的平台将仍抱有兴趣； 如果不能实现， 美国提出的 ＳＤＴ 改革方案就恰好

起到证明 ＷＴＯ 不公平的作用， 而这种不公平对于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在没有

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美国可以为其实施的 “单边” 政策寻求合理性， 按照自己的

意愿行事。
（三） ＵＳＴＲ 的单边措施

ＵＳＴＲ 根据其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公布的 ＳＤＴ 改革方案， 单方面制定了享受美国反

补贴调查 ＳＤＴ 的标准， 并公布了可以享受此项 ＳＤＴ 的 ＷＴＯ 成员名单， 但美国的做

法并未获得 ＷＴＯ 成员的一致认可①。 根据 ＵＳＴＲ 公布的名单， 有 ３６ 个发展中成员

和 ４４ 个 ＬＤＣ 成员可以享受美国反补贴调查的 ＳＤＴ。 许多有影响、 规模大和收入高

的发展中成员， 如南非、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等被取消了资格， 只能

按照发达国家标准执行； 而在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签署时， ＷＴＯ 成员只要

“自我认定” 为发展中成员， 便可自动享受以上待遇； 可以说， 美国单方面剥夺了

某些成员享受该项 ＳＤＴ 的权利。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给予发展中成员的 ＳＤＴ 主要体现在反补贴调查方

面， 包括两种方式： 其一， 如果补贴数量很少， 政府可以停止对当事国进行调查。
对于一般成员来说， 所谓补贴数量非常少是指补贴数量低于从量税的 １％； 对于发

展中成员来说， 该比例是 ２％②。 其二， 如果享受补贴的进口数量很少， 政府也可

以停止反补贴调查。 具体地， 若要免受反补贴调查， 享受补贴的进口额应低于进口

国进口该产品总额的 ４％； 如果来自某一成员的进口份额低于 ４％， 但来自所有发

展中成员的进口份额总和超过 ９％， 则不能享受此待遇③。
根据美国 １９９８ 年通过的法律， 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属于反补贴法律管辖， 即美

国不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反补贴调查， 而是采用其他救济措施补足。 ２００７ 年

以后， 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开始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反补贴调查， 所以，
ＵＳＴＲ 公布的最新名单中 “未漏掉非市场经济体”。 对此进行解释的目的是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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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订适用反补贴调查 ＳＤＴ 的发展中成员名单时， ＵＳＴＲ 在原来四个标准的基础上， 增加了两个新标

准。 其中之一是当一成员曾明示自己是发达成员， 或在 “入世” 时未明示自己是发展中成员， 则美国在反补

贴调查中将不会视其为发展中成员。 按照 ＵＳＴＲ 的判断， 符合这一标准的发展中成员包括阿尔巴尼亚、 亚美

尼亚、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 摩尔多瓦、 黑山、 北马其顿和乌克兰。 这些成员不能适用 ２％的

补贴率。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这些成员的人均收入都低于 １２３７５ 美元。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ｉｃｅ＿ ２０２０－０２５２４ ｐｄｆ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第 １１ ９和 ２７ １０ （ａ） 条。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第 １１ ９和 ２７ １０ （ｂ） 条。



ＵＳＴＲ 公布的免受反补贴调查的名单没有漏掉某些成员， 而不是将其作为判断 ＷＴＯ
成员是否为非市场经济体的依据， 或者说， 这两类经济体均适用反补贴法律。 这份

最新名单没有提及中国， 意味着在反补贴调查上， 美国不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待

遇， 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已将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行列， 因此， ＵＳＴＲ 的公告

对于中国是否为非市场经济体没有影响。

三、 中美博弈与 ＷＴＯ 的未来

（一） ＷＴＯ 成员合作创立临时上诉机制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当权派的主流观点是 ＷＴＯ 已充当了助推中国崛起的工

具。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特朗普在 ＷＥＦ 上表示 ＷＴＯ 必须对此做出重大改革。 在这之前，
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中美贸易战暂时停火， 双方签署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经济贸易协议》 （简称 《协议》 ）。 该 《协议》 虽然暂时

缓解了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 但美国最关注的国有企业和经济模式等问题远未得到

解决。 鉴于国企行为也是 ＷＴＯ 规则的一部分， 因此， 中美之争与 ＷＴＯ 改革实际

上存在着明显交叉。 全球的国有跨国公司约 １５００ 家， 其中有 １６ 家进入了全球跨国

公司前 １００ 名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１３］。 美国在 ＷＴＯ 内推动较大国企改革的难度非

常大， 如果能够通过双边压力与中国达成协议， 则在 ＷＴＯ 推行新的国企规则将

相对容易。 实际上， 许多国家对于中美触及的国企问题都十分敏感， 如巴西担心

中美关于国有企业的谈判结果会使巴西的石油企业和发展银行贷款面临更严格的

规制， 就连盎格鲁－萨克森体系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与美国在国有企业方面

存在纠纷。 然而， 从中美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果来看， 双方观点的差距非但没有缩

小的迹象， 而且美国的霸凌和高筹码谈判方式更多地使中国国内将国有企业问题

上升至中国制度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在中美签署 《协议》 的前一天， 美、 日、
欧在华盛顿签署了三方联合声明， 该声明包含了关于如何扩大禁止性补贴范围、 加

强承诺义务的通报、 修改上诉机构关于 “公共机构” 的定义等详细内容。 三方还

同意继续在公平、 互利的市场环境方面加强合作①。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三方举行第一

次会议以来， 中国的政策一直是三方会议瞄准的重点。
特朗普在 ＷＥＦ 期间攻击 ＷＴＯ 和中国的同时， 中国、 欧盟和其他 １５ 个 ＷＴＯ 成

员讨论了如何通过加强合作来减少上诉机构瘫痪产生的影响。 这些成员同意设立一

个应急仲裁机制来保证上诉程序继续服务于 ＷＴＯ 成员②。 这个临时的应急机制是

开放式的， 任何一个 ＷＴＯ 成员均可申请参加③。 经过谈判，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欧

盟、 中国等 １７ 个 ＷＴＯ 成员宣布正式设立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在上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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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０ ／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ｊａｐａ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２０ ／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ｔｒａｄｏｃ＿ １５８５９６ ｐｄｆ．
目前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欧盟、 危地马拉、

韩国、 墨西哥、 新西兰、 挪威、 巴拿马、 新加坡、 瑞士和乌拉圭。



停止运行期间由该机制替代其行使上诉职能。
（二） 多方博弈下美对华政策的调整

目前， 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远未结束。 在中美双边和 ＷＴＯ 多边博弈中， 美国

对中国的政策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是半脱钩， 对中国关闭部分美国市场， 如通过

加征关税限制中美贸易； 放大国家安全概念， 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收购； 以威胁和劝

说方式要求美资撤出中国； 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 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进行贸易

等。 另一面是通过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开放市场。 这一策略沿袭了美国政府的传统

做法， 只是在特朗普时代变得更加强硬。 在 ＷＴＯ 范围内， 虽然美国对全球贸易和

投资的干预已十分极端， 但美国国内崇尚产业政策的趋势却日益盛行 （Ｂｏｕｓ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２０１９ｂ） ［１４］， 同时美国极力拉拢欧盟和日本等发达成员攻击中国的产

业补贴和国有企业， 给中国贴上 “非市场经济” 的标签。 美国一方面要与中国半

脱钩， 而另一方面又迫使中国开放， 二者之间存在不一致。
过去， 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开放， 对于美国来说， 在中短期内， 开放意味着扩

大美国市场； 从长期来看， 开放等同于改变制度。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与中国的半脱

钩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中短期内， 半脱钩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遏制中国经济

增长， 可将其看作是目的。 同时， 也存在半脱钩是手段的可能， 即美国利用这一高

压手段迫使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 但美国目前还未就实质性让步达成统一共识。 如

果施压进展顺利， 美国会不断地提出更多要求。 无论如何， 半脱钩将是 ４０ 多年中

美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新趋势。 综合各方面情况， 美国真正的目的很可能不再是推动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实现 ＷＴＯ 的高效运行， 而是通过与中国的半脱钩， 继续在竞

争中保持优势。
由于 ＷＴＯ 的决策采用的是一致共识制， 因此， 对于一个拥有 １６４ 名成员的组

织来说， 达成任何协议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美国对此十分清楚。 为此， 美国对多

边贸易体制实际上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但面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 美国可以

ＷＴＯ 成员的身份确保自己的利益， 同时通过选择重点区域 （如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和诸

边合作等模式来遏制中国。 如果特朗普连任， 且感到美国的力量不足以遏制中国

时， 诸边模式很可能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选项； 但诸边模式也存在局限， 其谈判结

果只能对 ＷＴＯ 总体产生局部影响， 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不仅不能挽救 ＷＴＯ 总体的

衰势， 还会给中国留下较大的回旋空间。 除此之外， 一些参与诸边谈判模式的成员

本身是崇尚多边贸易体系的， 愿意与中国谈判， 希望继续从中国市场获利。 而与美

国进行诸边合作、 孤立中国， 会使这些成员感到自己处于被美国胁迫的状态。 因

此， 美国要同这些成员开展诸边合作， 需要支付一定的物质和沟通成本。 其次， 美

国很可能仍将双边模式作为主要的施压方式， 但这种模式给中国造成的压力有限。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采取单边措施， 美国也将承受较大损失。 目前， 美国的考虑是中

国受到的损失大于美国， 结果将是中国向美国妥协。 因此， 只要特朗普连任， 以实

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就会继续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首选。 最后， 美国除了依据自身

利益需要， 在不同情况下交替使用双边和诸边模式外， 也会像处理 ＷＴＯ 上诉机构

和 ＳＤＴ 情况一样， 在其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 使用单边手段来维护美国利益。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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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讲， 单边措施对多边贸易体系和美国的伤害最大； 但美国继续采用这一

手段的概率却极高。
（三） ＷＴＯ 的未来

１ 美国不会退出 ＷＴＯ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美日欧的联合声明以及应急仲裁机制的设立等新

动向对于 ＷＴＯ 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的贸易政策正演变成以遏制中国为导

向， 而不是围绕美国的自身需要。 在对 ＷＴＯ 进行攻击和威胁后， 一些迹象表明，
美国似乎开始逐渐感到 ＷＴＯ 改革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特别是在用更严格

的纪律约束中国方面， 可以说， 美国认识到 ＷＴＯ 是遏制中国的又一战场； 因此，
美国还不愿离开 ＷＴＯ。 美国不愿退出 ＷＴＯ 的另一个顾虑是担心离开以后， 中国

与其他成员达成的协议会把美国排除在外。 总体上， 单边主义和 ＷＴＯ 是美国应

对中国的有效工具， 但对特朗普当局来说， ＷＴＯ 本身的重要性位居其次。 在现

实中， 美国一方面力图利用 ＷＴＯ 改革向中国施压， 另一方面积极通过 ＵＳＴＲ 推

行削弱 ＷＴＯ 的贸易政策。 美国退出 ＷＴＯ 的可能性极小还源于美国已使 ＷＴＯ 上

诉机构瘫痪， 其违规行为将不再受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 可以为所欲为地

获取自己的利益。
２ 美国会积极推动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 ＷＴＯ 改革

如果特朗普连任， 美国对 ＷＴＯ 的强硬立场还将持续下去。 美国通过瘫痪上诉

机构和推动 ＳＤＴ 改革获得撬动 ＷＴＯ 改革的杠杆后， 下一步就是如何改革。 在美

国、 欧盟和日本签署了针对中国的 “非市场经济” 三方声明后， 特朗普近期开始

在不同场合调整话语， 表示 ＷＴＯ 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的一次 ＷＴＯ 总理事会上， 谢伊抛开其他未解决的问题， 要

求 ＷＴＯ 考虑非市场竞争问题， 认为只有坚持开放和市场导向才能恢复成员对

ＷＴＯ 的信心。 美国、 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美国的倡议表示支持①。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利用两个杠杆的时机正在到来。 美国现已无心从全球贸易发展

的角度设计 ＷＴＯ 改革， 唯一重要的目标就是遏制中国。 但在 ＷＴＯ 这样做势必会

遭到中国的抵制 （张向晨， ２０１８） ［１５］ ， 因此， 美国必定要仔细规划其实现目标

的路径。
对于 ＷＴＯ 改革， 美国会联合欧盟和日本等所有具有相似价值观的成员， 提出

中国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然后将责任推给中国， 最终与这些成员组成反对中国的阵

营。 实施这一策略的最大问题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全球政策存在冲突， 美国必须回

答在中国不会对美国的盟友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这些盟友为什么要为美国的利益付

出巨大的代价。
３ 中国要以积极的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尚停留在生产不能完全专业化的时代， 对全球价

值链的发展规律缺少了解， 也严重低估了中美之间在贸易上的复杂依存关系， 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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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冲突是明显的 “负和游戏”。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底， 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蔓

延。 为应对疫情， 美国政府被迫降低了中美贸易战中针对中国医疗用品加征的关

税。 中美贸易战导致美国股市动荡不定， 对美国经济是一次冲击； 新型冠状病毒对

美国经济是一次更大的冲击， 使美国经济迅速恶化。 面对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 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头日渐上升，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 （Ｌａｒｒｙ
Ｋｕｄｌｏｗ） 在病毒爆发初期公开许诺， 美国政府将负担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的成本，
特朗普本人也高调主张美国要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 在这样的形势下， 人们对美国

参与 ＷＴＯ 未来的改革已不抱太多希望。
另一方面， 当前 ＷＴＯ 矛盾堆积， 如果不进行改革， 其重要性将大大减弱， 这

一趋势对中国不利。 面对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 中国有必要向世界发出准确的信

号， 表明中国对 ＷＴＯ 的承诺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不计代价地维护 ＷＴＯ 的存在。 同

时， 要以不断扩大开放为基本战略， 抵消美国试图通过笼络一些成员来孤立中国的

企图， 积极通过国家集团和议题等多种方式结盟， 形成交错纵横的利益关系联盟；
中国支持并积极参与欧盟提出的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就是一个成功范例。
除此之外， 中国还应对渔业补贴协议的谈判做出更大贡献， 支持欧盟提出的取消医

疗用品关税的倡议， 主动与欧盟、 日本等成员就国有企业、 补贴、 市场经济等议题

率先展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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