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以推行“印太”战略为名，较大幅度地调整

了美国的战略部署，在安全、经济、治理领域等方面加大了对亚太地区事

务的参与和介入。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调整战略部署？这种调整是如何进

行的？对中国周边形势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试图对此加以讨论，并就如

何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提出一些建议。

特朗普政府战略部署调整及
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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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朗普执政以来，中国是美国中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成

为美国政治建制派精英共识。为维护美国的霸权，打压中国是现阶段

美国战略部署调整的主要外部动因。鉴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战略竞

争的核心领域将聚焦在经济、科技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争夺，特朗普

政府一方面缩减和调整美国在中东和欧洲地区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通

过落实“印太战略”的相关内容，加大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干预力度，

阻遏中国持续崛起的进程和不断拓展的地区影响力。尽管在美国的战

略部署下，中美博弈加剧，但美国的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和伙伴不愿明

确在中美之间选边。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和趋缓表明，

美国在中国周边影响力有限，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睦邻、安

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取得一定积极效果。对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而言，

中美关系并非中国处理自身与周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中国需要立足周

边客观现实，切实从双边、小多边和大多边视角切入，合理经营与周

边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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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政府调整战略部署的原因

国家地缘战略部署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维持军事霸主

和全球领导地位，防范在地缘核心地带出现崛起大国，是美国的全球战略

目标，其地缘战略部署的调整始终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苏联解体后，美国

确立了单极格局，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一直缺乏一个实体大国作为竞争对

手。在“9.11”事件中，本土安全受到威胁的美国，一度将反恐这一非传

统安全议题视为国家对外的首要关切，中东地区成为美国对外战略部署的

重心。

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增长，美国的战略关注开始向东亚地区转

移。但由于美国精英阶层对于长期主要竞争对手和中短期迫切矛盾的认知

存在分歧，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着力点仍同时放在欧洲、中东和亚太三个地

区。尽管奥马巴时期提出了“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等政策，但由

于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在外部世界威胁排序上并未达成共识，美国在实际政

策执行中并不坚决，没有根本调整美国对华接触＋遏制的大框架。在欧亚

大陆颜色革命和斯诺登事件相继暴发的背景下，美俄关系在奥巴马时期不

断恶化。尤其是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奥巴马政府视俄罗斯为美国的

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除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奥巴马政府

还出台了《欧洲再保障倡议》，旨在联合北约盟友打压俄罗斯。

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平衡国内和国际事务过程中战略资源多点投射，以

致力不从心。一方面，因长期陷入反恐战争泥淖，巨额的国防开支导致美

国内财政赤字不断累积、主权债务高筑，①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内部

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美国国内显著的贫富差距，② 需要美政府尽可能维系

① 关于美国主权债务数据见：“America’s $25T Debt Explained in One Chart”，Howmuch，
May，2020，https：//howmuch.net/articles/timeline-us-debt-history.“The US Debt and How It Got So
Big”，The Balance，July，2020，https：//www.thebalance.com/the-u-s-debt-and-how-it-got-so-big-
3305778.“Trump and National Debt”，The Balance，July，2020，https：//www.thebalance.com/trump-
plans-to-reduce-national-debt-4114401。

② 2013-2016年美国个人净财富分配的平均比例为：前 1%的人，所占比约为 37%；前 10%的

人，所占比约为 72%；中间 40%的人，所占比约为 28%；底层 50%的人，所占比约为 0.1%。详见：

“Wealth Inequliaty，USA，2013~2016”，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https：//wid.world/countr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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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发展和国防开支的关系。这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全球其他区域采取收

缩政策的重要国内原因，美国无力也无心再在多地区多领域进行全球干预

政策。

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是美国在其他地区战略收缩，集中优势战略资源

投向“印太”地区的主要外部动因。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加剧，阻遏

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拓展成为美国对外压倒性的有限目标。随着特朗

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概要》，美国明确大国

竞争是美国政府首要对外议题，① 美国两党精英阶层在外部主要威胁的认

知上也达成新的超党派共识，即中国是美国中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②

由于中美战略博弈，将在相当一段时间聚焦于经济和科技领域。为更有效

保证自己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的优势，美国重新调整地缘战略部署，避免

将其有限战略资源的过度分散。

尽管，美国当前介入亚太地区事务的主要抓手仍是传统安全议题，冷

战时期构筑并延续至今的亚太盟友体系也为美国提供了军事基础，但在当

前阶段，中美核心竞争领域并非军事领域，而是集中于经济与高技术领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ite House，December，
2017，http：//nssarchive.u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U.S. Department of Defense，January，2018，https：//nssarchive.us/national-defense-strategy/
national-defense-strategy-2018/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

② 美国国内认为中国是美国首要中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已在美国两党、国会、军方和产业

界基本达成共识，有关内容见 Joseph R. Biden，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Foreign Af⁃
fairs，January 23，2020；“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U.S. Congress，December，2018，https：//
www.congress.gov/115/plaws/publ409/PLAW-115publ409.pdf.“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
cal Year 2020”，U.S. Congress，December，2019，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
bill/1790？ q=%7B%22search% 22%3A%5B%222018 + national + defense + authorization + act% 22%5D%
7D&s=1&r=2；“Video：Shanahan Confronts China at Shangri-La”，Defense News，June 10，2019. Bon⁃
nie Kristian，“Esper’sDarkVision for US- China Conflict Makes War More Likely”，Defense News，
March 19，2020.“Indo- Pacom Commander Describes Threats from China”，U.S. Department of De⁃
fense，December，2019，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035320/indo-pacom-com⁃
mander-describes-threats-from-china/。“Esper Makes Case That China Is a Growing Threat to Europ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20，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
2085573/esper-makes-case-that-china-is-a-growing-threat-to-europe/；“The case for a National Indus⁃
try Strategy to Counter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April，2020，https：//itif.org/sites/default/files/2020- case-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china- technologi⁃
cal-ri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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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别在美国逐渐开始与中国进行局部产业“脱钩”的背景下，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中信息化、智能化的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国家实力积累与竞争

的重要领域。亚太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有一定的潜在优势。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2018年 10月发布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指出：“亚洲引领

着数字化的潮流，而数字化将会彻底改变全球经济甚至全球社会……亚洲

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挑战，但是只要继续主动而稳妥地决策，

该地区很有希望在今后十年乃至更远的将来保持其全球前沿地位”① 此

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2019年 9月发布的 《数字经济报告》 里指

出：美国和中国是数字经济的共同领导者。两国在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利、

全球物联网消费和全球七十家最大数字平台市值共占比分别是 75%、50%
和 90%。②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科技领域的绝对领先和主导地位也是美

国的核心利益，确保在经济、新技术及与之相关的规则制定上的领导权，

是美国战略聚焦亚太地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尽管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使得美国当前难

以全面和迅速地与中国“脱钩”，但美国政治精英在所谓事关“国家安

全”的产业与中国部分“脱钩”的意愿，随着新冠疫情暴发可能进一步强

化。③ 中国周边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潜力也是美国不愿

放弃地区经济主导权的原因。2018年全球制造业产出来看，亚洲、欧洲

和北美地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52%、22%和 18%。中日韩

印和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越南占比约为 46%，

除去中国，剩余占比约为 18%。北美和拉美地区共占比为 23%，美墨加三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2018年 10月 15日，https：//www.
imf.org/zh/Publications/REO/APAC/Issues/2018/10/05/areo1012。

② 联 合 国 2019《数 字 经 济 报 告》，2019 年 9 月 11 日 ，http：//www.cbdio.com/image/site2/
20190911/f42853157e261ee2da463e.pdf。

③ 美国国内提议将生物制药的供给链迁出中国，同时部分保守智库的学者主张与中国部分

脱钩，详见 Olivia Beavers，“Momentum Grows to Change Medical Supply Chain from China”，The
Hill，April 05，2020.“One Concrete Way to Start Decoupling with China”，The American Interest，
May，2020，https：//www.the- american- interest.com/2020/05/01/one- concrete- way- to- start- decou⁃
pling-with-china/. Marc A. Thiessen，“It’s Time to Practice Social and Economic Distance from Chi⁃
na”，Washington Post，March 19，2020.“Congress Has Introduced Bills to Limit Drug Reliance on Chi⁃
na”，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pril，2020，https：//www.aei.org/economics/congress-has- intro⁃
duced-bills-to-limit-drug-reliance-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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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计占比约为 19%，其中美国就占比近 17%。① 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

和南亚地区对振兴美国制造业有重要意义。

二、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部署调整

重视推行“印太”战略，淡化中东、欧洲的重要性，越来越把战略重

点放在亚太地区，是特朗普政府战略部署调整的主要特征。

（一）淡出中东

在宣布战胜伊斯兰国 （ISIS） 后，② 美国加速从中东撤军的进程。特

朗普政府重新整合和部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既有驻军，总趋势是逐渐淡

出。特朗普总统发推宣布战胜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后，白宫新闻发

言人证实美国开始逐渐撤回驻叙美军。③ 土叙冲突之际，特朗普政府持不

主动介入的模糊态度，将叙利亚事务的话语权放任给俄罗斯、土耳其和伊

朗自行解决。与此同时，因刺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导致驻伊拉克美

军基地频繁受袭，特朗普政府仍做出部分撤离伊拉克的决定。为脱离阿富

汗战争的泥淖，④ 特朗普政府不仅与塔利班组织达成协议，还威逼阿富汗

政府内部达成一致，加速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进程。⑤ 在伊朗问题上，为

① 数据来源：“Mapping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Output：Chinas Superpower vs. the World”，

Howmuch，April，2020，https：//howmuch.net/articles/map-worlds-manufacturing-output.
② 特朗普就美国“击败”伊斯兰国的有关声明，参见“Statement by President Donald J.Trump

on the Defeat of ISIS in Raqqah”，White House，October，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
ings- statements/statemen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feat- isis- raqqah/.“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roops at Al Asad Air Base”，White House，December，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s- statements/remarks- president- trump- troops- al- asad- air- base- al- anbar- province- iraq/.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on the Liberation of ISIS-Controlled Territory”，White House，March，
2019，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liberation-isis-controlled-
territory/。

③ Rebecca Kheel，“Trump signals US withdrawal from Syria”，The Hill，December 19，2018。
④ 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美撤离阿富汗是为了更好践行《国家防务战略》的首要任务，应对

与中、俄间的大国竞争，详见 Robert Burns，“Pentagon Sees Taliban Deal as Allowing Fuller Focus on
China”，Military Times，March 1，2020。

⑤ 特朗普对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表态见：Shawn Snow，“Trump Says Taliban Could Possi⁃
bly Overrun Afghan Government”，Military Times，March 6，2020. 美国削减对阿政府的资金援助

见：“On the Political Impasse in Afghanistan”，U.S.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2020，https：//www.
state.gov/on-the-political-impasse-in-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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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利于美国的局势，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加大经济制裁、政治施压的力

度，① 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斡旋，推动地区盟友间合作，试图将主动介入战

略转为离岸平衡手战略，捏合以以色列、沙特为主的中东版小北约—“中

东战略联盟”，② 制衡域内大国伊朗和域外大国俄罗斯势力范围的拓展。

应对遗留的恐怖主义问题，美国主要通过间接参与的方式进行干预。削减

美国地面作战部队的同时，通过采取必要空中行动，搜集、交换情报和提

供武器、人员培训，推动反恐本土化的解决进程。③ 中东地区仍对美国有

地缘政治价值，因而美军难以大规模和迅速撤离该区域。当前美国政府欲

通过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塑造于美国有利的中东地区均势。

（二）降低北约的战略地位，缓和美俄关系

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关注度下降。特朗普总统多次批评北约盟友在军

费防务开支上的搭便车行为，要求盟国承担更多北约防务开支。为了表示

美国的不满，特朗普总统甚至一度提及退出北约。④ 由于美国内政治精英

主流的强烈反对和国会内部起草的有关法案，⑤ 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北

约，但北约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正在下降。

北约成立和发展的主要防范对象是俄罗斯，而特朗普政府不再视俄罗

斯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因而其整合北约和欧洲盟国，打压俄罗斯

的意愿下降。特朗普政府基本放弃了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即

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作为桥头堡来打压俄罗斯。对于俄罗斯在其周边的核

心安全诉求，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妥协和绥靖政策。表面看，美俄关系虽然

① 关于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具体政策，见莫盛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特点》，

载《战略政策研究》2020年第 5期，第 53-59页。

② 关于中东战略联盟的声明，参见“A Force for Good：American Reinvirogated in the Middle
East”，U.S.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2019，https：//www.state.gov/a-force-for-good-america-re⁃
invigorated-in-the-middle-east/。

③ 特朗普期望中东地区势力、国家承担打击剩余伊斯兰国势力的任务，参见“Statement by
President Donald J.Trump on theDefeat of ISIS in Raqqah”，White House，October 2017，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 statements/statemen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feat- isis- raqqah/。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roops at Al Asad Air Base”，December 2018，https：//www.white⁃
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troops-al-asad-air-base-al-anbar-province-
iraq/。

④ Brett Samuels，“Trump Suggested Withdrawing U.S. from Nato”，The Hill，January 15，2019.
⑤ Jordain Carney，“Bipartisan Bill Would Require Senate’s Approval to Withdraw from NATO”，

The Hill，July 26，2018.

-- 26



仍碍于美国政界主流对俄罗斯认知消极而不时紧张和摩擦，但特朗普政府

不再试图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西方阵营，对乌克兰东部的分裂状态不

予以干预，这在实际上默认俄罗斯在欧亚地区辐射的势力范围。与此同

时，顶着国内“通俄门”的压力，主动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紧张关

系，试图寻求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战略和解。2020年 3月 30日，特朗普

总统在和普金总统通话时，决定向俄罗斯购买包括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

在内的必要医疗物资，以应对国内的新冠疫情。在 4月中旬的新闻发布会

上，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供呼吸机。① 截至 2020年年 6月初，特

朗普政府已向俄罗斯提供 200台呼吸机。

美国对欧盟仍然非常关注，试图在经济议题上团结欧盟国家来制衡

中国。美国不仅在关于中国市场国家认定、发展中国家地位界定和世界贸

易组织（WTO）改革问题上，寻求和欧盟国家的合作，而且在围绕外来投

资审核、知识产权和所谓技术盗窃等问题，美欧出台的相应政策也呈现一

定程度的趋同和相互配合。② 美国试图通过和欧盟国家开展必要经贸合

作，并给予其直接压力，阻遏“17+1”中欧合作进程和中国 5G在欧洲地区

① “U.S. Purchase of Needed Supplies From Russia”，U.S.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2020，
https：//www.state.gov/u- s- purchase- of- needed- supplies- from- russia/. KaelanDeese，“Russia Will

‘Certainly Accept’Trump’s‘Kind’Offer of Ventilators，Kremlin Says”，The Hill，April 16，2020.
② 美欧在经贸议题方面的趋同，详见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的七份《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Jap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
pean Union”，USTR，January，2020，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
es/2020/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trade-ministers-japan-united-states-and-european-
union.“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and Japan”，USTR，May，2019，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
leases/2019/may/joint- statement- trilateral- meeting.“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USTR，January，2019，https：//us⁃
tr.gov/about- us/policy- offices/press- office/press- releases/2019/january/joint- statement- trilateral-meet⁃
ing.“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Eu⁃
ropean Union”，USTR，September，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
leases/2018/september/joint-statement-trilateral.“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
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European Union”，May，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
offices/press- office/press- releases/2018/may/joint- statement- trilateral- meeting.“Joint Readout from
Mee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n Brussels”，March，2018，https：//ustr.gov/
about- us/policy- offices/press- office/press- releases/2018/march/joint- readout- meeting- united- states.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t MC11”，December，2017，https：//ustr.
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december/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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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① 继 2019年的 《布拉格提案》 后，特朗普政府不仅宣布加入七国

集团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与此同时特朗普明确指出

七国集团“过时”，提议在原有成员基础上将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纳

入，组建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反华同盟。此外，2020年 6月初与普金通

话期间，特朗普总统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体现美国对俄政策的

变化。

（三）“印太”战略将中国周边列为核心战略区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淡出和在欧洲地区对俄妥协，是为了将核心战略资

源集中于中国周边，主要是东亚和南亚地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

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中国周边对美国战

略部署重要性不断提升。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部署呈现的特征在于：安全

议题仍是美国介入亚太地区事务的着力点，同时为重点削弱中国“一带一

路”力推的经济议题和睦邻、安邻周边外交政策的正面影响，美国加大了

从经济和高科技领域对该地区事务的介入。总体而言，相比在欧洲和中东

地区相对消极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收缩，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呈现明显的

主动性和进攻性。

在安全领域，美国一直努力整合既有多组双边盟友关系，积极寻求新

的地区伙伴，试图打造一个网络化的亚太多边军事同盟体系。但这种效果

不尽如人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联盟体系难以缔结成网络。美国和韩

国就驻军开支的谈判进程反复，日本和韩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种摩擦

和龃龉不断，美日韩三边同盟难以形成。泰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一向温

和，没有在中美之间选边的驱动力；而自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美菲关

系恶化的同时中菲关系改善，杜特尔特政府不愿菲律宾继续扮演美国在

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桥头堡角色。在传统的“亚太战略”框架下，美国

认识到打造“亚洲版小北约”的难度，特朗普政府另起炉灶，将其重点放

在推动“印太战略”上：一方面拉拢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新兴大国印度，

① 美国在 5G 方面提到所谓的中国“威胁”，呼吁欧洲盟友与美合作见：“Remarks of Chair⁃
man AjitPai at the Prague 5G Security Conference”，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May，
2019，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 357288A1.pdf.“Pelosi Warns US allies：‘Don’t
Go Near Huawei’”，CNBC，February，2020，https：//www.cnbc.com/2020/02/14/pelosi-warns-us-al⁃
lies-dont-go-near-huawei.html. Joe Gould，“Esper to Allies：Picking Huawei Risks Intel and Security
Ties With the US”，Defense News，February 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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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升级巩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三边战略合作。2017年 11月访问

亚太地区期间，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在同年

12月份出台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次年初出台的 《国家防务战略概

要》 里，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阐述了其“印太战略”的内容。2018年通过

的《亚洲再保障法案》，2019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分别出台《印太战略

报告》和《自由、开放的印太》表明，美国试图在“印太战略”的大框架

下，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三方面对中国实行有效打压。①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放弃奥巴马政府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TPP） ”的多边主义俱乐部的思路，采取基于自身经济优势，以“单

挑”的方式在亚太地区做出如下经济战略调整。为反制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美国在 2018年国内通过的 《建设法案》 指导下，整合国际援助署

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成立了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新公司负责美国在

印太地区开展所谓“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数字经济

方面的相关事宜。随后，在第 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期间，美宣布启动“蓝点网络”计划。② 一方面，美国要求加大国内对外

来投资审核及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力度。譬

如：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试图通过改革，更充分应对中国投资对美国家安

全的“威胁”。2020年 4月美商务部产业安全局通过修改 《出口管理条

列》，加强对技术出口限制，防止美公司向海外出口可能加强中国军力的

产品。另一方面，美国打着保护信息安全，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和“开

放”的旗号，“提醒”地区盟友和伙伴警惕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和“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数字丝路内隐藏的“陷阱”。与此同时，美

国向亚太地区国家推销美国及盟友主导的有关基建、能源和数字经济倡

① 《亚洲再保障法案》文本详细内容见：“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U.S. Congress，De⁃
cember，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115/plaws/publ409/PLAW- 115publ409.pdf. “Indo- Pacific
Strategy Report”，U.S. Department of Defense，May，2019，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
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
PDF.“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U.S.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
ber，2019，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
pdf。

② “ The Launch of Multi-Stakeholder Blue Dot Network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November，2019，https：//www.dfc.gov/media/opic-press-releases/launch-multi-
stakeholder-blue-dot-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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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① 此外，美国还试图在高端核心技术领域，即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

子计算等方面对华实行全方位封锁，在部分中低端供给链寻找替代方，降

低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依赖。以带回制造业重建美国为口号上台的特朗

普，在其开启中美贸易战期间，已有部分公司、产业出于规避风险，将供

给链迁出中国。②

三、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影响

尽管中国周边各次区域关注的议题和发展诉求存在差异，但各次区域

态势的变动都不同程度受域内大国、中等强国和主要域外大国之间互动的

影响。总体来看，与往届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逐

渐加大。尽管当前“印太”战略正在不断落实，但并未导致中国周边形势

恶化。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和睦邻、安邻的周边政策有效推进，中国和

亚太周边多数国家，包括非美国西方价值盟友体系的盟国，实现了整体稳

定、缓和或向好的关系发展态势。

（一）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关系保持整体缓和

东亚地区是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与中国战略互动的首要地区。

东亚地区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组成，两个次区域关注的议题存在

明显差异。

安全议题是美国介入东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切入点，尤其是朝核问题

和钓鱼岛问题。执政伊始，特朗普总统虽然多次口头上就朝核问题威慑朝

鲜，但随后举行的两次美朝首脑会晤，以及此后就朝鲜进行的系列导弹试

射，除延续既有对朝经济制裁外，特朗普政府更多以语言威胁，而并未进

一步加大针对朝鲜的措施力度表明，解决朝核问题已不是当前美国对朝政

策的主要目的，争取朝鲜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可选项。在特朗普政府缓和对

朝政策之际，中国同时改善了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不到一年时间的四次

双边最高领导人会晤，彰显中朝关系的升温。2018年 3月中朝双方最高领

①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下的基建、能源和数字经济倡议，详见：“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
ic：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U.S.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2019，https：//www.state.gov/
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②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供给链部分迁出中国见：Kenneth Rapoza，“New Data Shows U.S.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Leaving China”，Forbes，April 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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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就发展新时代的中朝关系达成的四方面共识，① 不仅有助于增加双方

理解互信，也有助于进一步确保中朝在朝半岛形势发展进程中的沟通和协

商，推动半岛形势的缓和和稳定。

中韩关系虽曾因“萨德事件”一度陷入危机，但随着 2017年中韩两国

同时发表“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沟通结果”和同年底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

中韩关系逐渐回暖。政治关系改善的同时，中韩两国经济往来也逐渐复

苏。2018年 8月在韩国举办的中韩经济协力论坛吸引了大量中方代表参与。

尽管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核心盟友，但中日关系近年来

明显改善。自 2010年以来，中日关系一度因日本购岛事件、日本历史教

科书修改等问题，摩擦不断甚至陷入低谷。随着，2014年四点原则出台

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召开，中日关系逐渐回温。迄今为止中日高级别政

治对话已成功举办八次。2019年 3月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

2018年以来，中日关系终于重回正轨，呈现出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②

2019年 6月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大阪会晤时，安倍晋三首相表示，对中

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感到高兴，同时他指出双方应本着“化竞争为协

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够成威胁”的共识，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等重要政治文件，密切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确保中日双边关系长期稳定

发展。③ 中国新冠疫情暴发早期，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在香

港事务和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也并未紧随美国的步伐。

在改善与东北亚国家政治关系的基础上，中国也进一步推动了东北亚

地区主要经济体间的合作进程。在 2019年 12月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韩工商

峰会期间发表的三方联合声明中，中日韩三国在维护自由贸易、提升区域

经济一体化水平，推动三国企业在 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共识。④ 从整体看，虽然美国试图通过介

① 《2018 年以来中朝最高领导人四次会晤》，新华网，2019 年 6 月 19 日，http：//www.xinhua⁃
net.com/world/2019-06/19/c_1124643647.htm.

② 《王毅谈中日关系：诚实对待历史，客观认识现实，积极开创未来》，外交部，2019年 3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643899.shtml。

③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9年 6月 27日，http：//www.gov.cn/xin⁃
wen/2019-06/27/content_5403960.htm。

④ 《第七届中日韩工商峰会联合声明发布，推动三国互利共赢》，中国网，2019年 12月 24日，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9-12/24/content_643860.htm。

特朗普政府战略部署调整及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影响 □

-- 31



《战略决策研究》 2020年 第6期

入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安全议题来针对中国，但中国实现了与域内国家关系

的改善和缓和。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从安全和经济领域介入东南亚地区事

务。从安全领域来看，南海问题是美国介入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着力点。不

同于奥巴马政府的“仲裁者”介入方式，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直接介入南

海问题，并单独挑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然而，在寻求以和平方式解

决争端的前提下，中国和南海问题主要争端国家之间的关系总体改善。中

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签订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 《南海行为准则》。

2017年 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举行的第十四

次会议上，参会各方就南海行为准则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此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2019年 7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中国—

东盟外长会议时表示，中国与东盟比预期中更早完成了《行为准则》单一

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审读。① 从双边关系层面看，中国与南海争端主要国

家菲律宾和越南关系稳定上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三年五次访华，并就

南海争端表示期望以和平而非争端方式解决，提倡践行《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2019年 1月，在越南举行的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代表团全体会议

上，中越双方表示加大在陆地边界管理的相关合作外，均承认海上问题是

中越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应基于重要双边共识和《关于指导解决海

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管控海上分歧、推进务实合作，实现海上和平稳

定。此外，东盟中跟随美国最紧的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趋于中立。新加坡外

长维文表示，新加坡既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存在，也希望中国能在其

发展过程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2019年 6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

对话会上指出，由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将对国际环境未来走向起决定性

作用，因而中美两国必须和其他国家合作。2020年李显龙在美国 《外

交》杂志发表文章，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的同时，再次表明新

加坡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②

就经济领域而言，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整体框架下，试图通过

①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迈出关键一步》，人民网，2019年 8月 3日，http：//world.people.com.
cn/n1/2019/0803/c1002-31273886.html。

② “The 18th IISS Shangri-La Dialongue Keynote Addre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May，2019，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 la- dialogue/shangri- la- dialogue- 2019. Lee
HsienLoong，“The Endangered Asia Century”，Foreign Affairs，June 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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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美日+东盟，美日澳+东盟和美印+东盟等形式，即“美国+X+东
盟”这一合作模式来对冲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拓展的影响力。但是，特朗普

政府的政策试图让其亚太盟友承担更多的合作交易成本，且并未充分考虑

东盟成员各国的实际发展诉求，因此战略效果并不尽其意。相反，中国通

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发展的进程。澜湄合作是当

前中国实现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典范。为深化澜湄六国睦邻友好

的务实经济合作，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除成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

心和澜湄环境合作中心外，2018年首批 132个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均顺

利实施，近 30个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项目开工。此外，在 2018年金边举行

的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也将既有的“3+5合作框架“升级为“3+5+X合

作框架”，旨在重点开展在水资源、产能、农业、人力资源和医疗卫生等

领域的合作。不同于美国区域合作模式的单边利己特征，中国在东南亚地

区的合作模式具有显著的务实性、全面性和互利性。综上，尽管中美在东

南亚地区战略竞争的态势加剧，中国在睦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原则指

导下，明显改善并缓和了与东南亚地区争端国家间关系的同时，通过“一

带一路”倡议也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进程。

（二）南亚地区形势基本稳定

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是美国介入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目标。在美国视

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前，美国相当一段时期对南亚事务的关切聚焦

地区核问题和反恐问题。尽管因反恐美国一度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密切的安

全合作关系，但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决心不坚定”表

示不满，以及取消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援助等行为表明，巴基斯坦不是

美国当前在南亚地区试图争取的主要对象。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印太战

略”有显著的大国优先导向特征，即美国更重视优先发展与地区大国的双

边和多边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南亚地区存在传统安全盟友缺失的

现象，且南亚地区对中国地区影响力拓展担忧的主要国家是印度，因而当

前美国在南亚地区积极拉拢印度。特朗普政府不仅将多款美式先进武器装

备出售给印度，将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机身生产线投放至印度，同时在

《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批准了取消《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对

印度制裁这一内容。2018年举行的美印“2+2”高层对话中，双方签署

《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允许印军接触美国的通信网络，确保美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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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力量的通信联络能力，实现双方在指挥、监控和侦察相关方面的数据共

享。推进美印双边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推动印度融入美国在

亚太地区既有的双边同盟体系。特朗普政府不仅频频促成美日印三方军事

演习，同时 2019年 9月举行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也从四国

原有的司局级别的磋商首次调整为部长级别的磋商。

尽管美印频繁互动，且现实中的中美分歧和中印分歧大于美印分歧，

但美国试图通过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实际效果有限。在班公湖和加勒万壑

河谷地带暴发新一轮中印边界对峙之际，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期望扮演

“调停者”，来“确保”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然而，印度政府公开谢绝特朗

普“好意”。2020年 5月 28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AnuragSrivastava表示，中

印将在建立的军事和外交机制下，通过对话解决边界纷争。① 印度即便期

望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也不愿意成为美国在南亚地区打压中国的棋子。

就中印双边关系而言，自洞朗事件后，中印双边关系维持表面稳定。

2019年 10月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在金奈会晤时，莫迪总理表示在照顾彼

此重大关切的同时，也需要有效管控和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尽管近期中

印边界地区纷争再起，但总体形势依然可控。当前，印军在中印边界地区

的反复挑衅行为，实质是印度军方基于寻机主义试图增加自身在中印边界

谈判中的要价筹码。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睦邻、亲邻周边外交政策的指导下，

中国和南亚地区的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保持整体稳定或向好的

双边关系。2019年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公开发布的三份联合

声明均指出，推进、扩大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合作项目的同时，

将继续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尊重和支持彼此

的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和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②

① “Transcript of Weekly Media Briefing by Official Spokesperson”，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May，2020，https：//www.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32741/transcript+of+weekly+me⁃
dia+briefing+by+official+spokesperson+may+28+2020.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新华网，2019年 10月 13日，http：//www.xinhuanet.
com/2019-10/13/c_1125099947.htm。《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孟加拉国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网，2019 年 7 月 18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7/08/content_5407057.htm.《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联合声明》，新华网，2016 年 4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2016-04/09/c_1118575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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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推动各自与中国关系发展进程中，各方有所区别。中国和尼

泊尔实现了稳中有进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和尼伯尔的联合声明里，尼方不

仅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也明确提出不允许尼泊尔领土被用来从事任

何分裂反华活动。在美国出台“印太战略”试图拉拢南亚地区国家，对冲

中国不断拓展的地区影响力之际，尼方官员表明不愿参加美国旨在制衡中国

的“印太战略”。① 与此同时，中国于2019年批准尼泊尔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中国与斯里兰卡保持着稳定的双边关系。尽管在 2015年因其国内政

治因素，中斯发生了“港口城事件”，但随着斯里兰卡国内政局逐渐稳

定，中国在科伦坡港口的建设项目也重新恢复。2019年 12月斯里兰卡新

任总统表示，斯政府不会与中国重新谈判汉班托塔港合作协议，已签署商

业合同不会因政府更迭而变化。② 此外，斯里兰卡对中国为维护南海和平

与稳定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中国和孟加拉国，自 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维持稳定的双

边关系。在孟加拉国和缅甸一度因罗兴亚人事件关系紧张之际，出于维护

地区稳定和秩序，暨 2017年亚欧会议外长会上，中方提议分三阶段解决

罗兴亚人问题后，在 2019年的中孟联合声明中，中国表明愿继续举行中

孟缅三方会晤，妥善解决若开邦问题。③

综上，尽管美国诉求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拉拢南亚地区国家，尤其

是地区大国印度来制衡中国，但是印度较明确寻求自主处理与中国关系和

中印关系维持表面稳定的现实，使得美国欲通过介入南亚地区事务制衡中

国的实际效果不尽其意。与此同时，中国与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维持了稳定

或向好的双边关系。

（三）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关系稳定

俄罗斯一直视中亚地区是其“传统势力范围”，尤其自 2014年克里米

① “Interview：Nepal has no interest in U.S.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Xinhua News Agency，
June，2019，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asiapacific/2019-06/10/c_138131578.htm. Anil Giri，“Ne⁃
pal disapproves of Washingtons Indo-Pacific Strategy，Beijing says”，Kathmandu Post，September 11，
2019.

② 《斯里兰卡总统强调将尊重与中方的汉班托塔港合作协议》，新华网，2019年 12月 20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2/20/c_1125370815.ht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孟加拉国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年 7月

18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7/08/content_5407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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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危机暴发后，随着西方国家加大封锁和制裁俄罗斯的力度，中亚地区对俄

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意义进一步提升。当前，尽管美国试图通过“C5+1”
机制和“新丝绸之路计划”提升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但由于投入力度

较小且经营时间较短，因而实施效果尚不明显。鉴于此，持续维系中俄关

系的稳定发展，是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稳定向好的大前提。

中俄持续地良性互动深化了双边战略互信，特朗普政府“拉俄制华”

的策略面临较大阻力。为稳定全球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2016
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 《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关

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和《中俄联合声明》。2019年
6月，中俄两国元首重申继续遵循《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

明》，同时明确抨击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拒绝签署 《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等破坏性行为，并就维护多边军控体系、政治解决防核扩散问题和

加强战略稳定提出了“中俄思路”。① 2020年 7月，中俄第八次执政党会

议期间，双方执政党明确将在新形势下，不断深化战略沟通，反对外部势

力干涉，维护多边主义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军事合作方面，中俄不仅在 2017年签署了《2017-2020年军事领域

合作发展“路线图”》，中国还受邀接连参加了俄罗斯大规模战略演习，

即“东方—2018”和“中部—2019”战略演习，并和俄罗斯首次举行联合

空战战略巡航，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还在第十六届“瓦尔代论坛”公开

表示，中俄将共同研制新一代导弹预警系统。

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中俄也不断深化双边相关合作。在美国舆论大

肆渲染“中国病毒起源论”期间，俄罗斯总统普金在四月与习近平主席通

电时表示，俄方在病毒问题上不接受抹黑中方做法的同时，俄罗斯将继续

同中国加强抗疫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在俄罗斯官方指出美国领导层高调批

评世卫组织的相关立场具有非建设性，不合时宜的同时，中国对俄立场表

示赞赏，并明确愿同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

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总的来说，尽管在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本届美国政

府试图通过缓和并改善美俄关系，达到制华的目的，然而，克里米亚危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央人民政府

网，2019年 6月 6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6/content_5397869.htm

-- 36



后的新一轮中美俄三边战略互动中，美国政治精英建制派对俄罗斯敌意难

以短期扭转和中俄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使得美国方面试图通过钉入“楔

子”，比如在美俄核武器和新型战略武器谈判之际“呼吁”中国参与，以

及试图渲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推进将削弱俄罗斯在中亚

地区影响力等，离间中俄关系的做法难以达到美国诉求的效果。

在中俄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奉行睦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处理与中

亚国家关系的背景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合作。中国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实现了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吉尔吉斯斯坦“2018-2040
国家发展战略”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与此

同时，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各自与

中国发布的双边联合声明中均表示，各方将不参加任何损害对方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也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不允许第三

国、任何组织、团体或人员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对方国家主权、安全和

领土完整的活动。理解和尊重各自独立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各方政府为

维护国家内部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切措施。①

此外，各方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塔吉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表示，愿与中国在上合组

织为代表等地区和国际有关机制框架下，开展打击“三股势力”、国际恐

怖组织和网络犯罪等一切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新华网，2019 年 5 月 1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2/c_1120965212.htm。《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一带一路

网，2019年 6月 14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93749.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年 9月 13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
103278.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新华网，2019 年 5 月 1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2/c_1120965212.htm。《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一带一路

网，2019年 6月 14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93749.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年 9月 13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
103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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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开展了积极的抗疫合作。

中国新冠疫情暴发早期，中亚国家是第一批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

家。在随后中亚国家疫情暴发之际，中国也第一时间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

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今年应邀访问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时，就中方与三国疫情间和后疫情实际合作的重点进行磋

商。① 总体来看，由于美国介入中亚地区事务有限，在中俄关系持续良性

互动，双边战略互信不断深化的前提下，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保持了整体

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美国政府试图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制衡中国，

但一方面，其战略本身极强的单边利己主义和优先推进与地区大国关系的

特征；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推进务实、互利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践行睦

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印太战略”的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

扣。中国维持了周边政治生态大体稳定的趋势。

四、结论

特朗普执政时期，大国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定位，亚太地区

成为美国地缘战略部署的核心区域。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加大在亚太地区的

投入力度来打压中国，但是美国地区传统盟友和伙伴在美国政府采取“威

逼”手段之际，不愿明确在中美之间选边，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稳

定、缓和或者向好，既表明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影响力有限，也反映

了中国相关周边政策的合理有效。中国仍需持续主动地塑造符合国家利益

的周边生存和发展环境。美国如今视亚太地区为首要地缘战略部署区域，

是美国国内政治精英阶层基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威胁排序的结果。中美战略

竞争关系定性是双方相对实力变化所致，美国政府的更迭并不会对此带来

实质性的改变，大选结果可能引起的变化集中在具体实施手段方面。在中

美战略竞争呈现负面趋势、美国将亚太地区视为其全球战略首要部署地区

的前提下，中国在经略周边地区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需要明确意识到，中美关系向好并不是构建良好的周边环

① 《杨洁篪在结束访问中亚三国之际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网，2020年 3月 4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0-03/04/c_1125663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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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要结和前提。有观点认为大国关系应先于

周边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向好，周边才能理顺。事实上，这种逻辑是先验

地将中国周边笼统视为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2017年以来，亚太地区发

展态势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否定了这一流行的观点。现实情况是，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力度再升级，但与此同

时，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关系实现了改善。周边是中国地理上的客观实

在。崛起大国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时，需要立足本国与周边国家的直接关

系来制定周边政策。

第二、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重点经营好周边地区，切实把关注点

放在周边国家的关系塑造上，才能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拥有更多空间。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亚太地区是美国认为与中国的核心地缘竞争区

域。美国当前主要以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身份介入亚太地区事务，然而大部

分中国周边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所以使得美国联合地区多数国

家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集体发难的空间有限。中美当前竞争的领域在经济

和科技方面。因而，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博弈将围绕发展模式、发展理

念和地区创新力展开角逐。特朗普政府虽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但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仍积极团结地区主要盟友在经济和科

技领域封锁中国，并试图将中国周边国家发展为与中国部分产业“脱钩”

的替代市场。中国需要高质量地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明

确“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优化中国周边经济结构，巩固、提升中国在亚太

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要继续在周边地区突出共同发展的议题，打造共同发展的

地区发展生态。亚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亚太地区

及其国家也有各自的发展诉求和共同发展的议题。从美国通过“印太战

略”介入亚太地区的现实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重点在于破环中国在

周边地区的经营。通过安全议题扰乱地区发展方向的同时，美国无意于关

注地区国家尤其是地区小国的发展诉求本身。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扎实

推进共同发展的地区合作规范，建设性地帮助地区国家解决长期发展问

题。一方面，中国在地区公共治理领域，要充分关切需要地区国家通力合

作的公共议题，发挥大国责任，提供非传统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地区公共产

品，协调供给机制。另一方面，鉴于地区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和诉求存在

特朗普政府战略部署调整及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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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要更多从双边经济关系入手，积极推

动较成熟的次区域合作，先完善与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等重点国家的

合作，落实澜湄合作相关项目作为示范，让中国周边地区在中长期以发展

和合作作为主要关切。

第四、中国要极力避免与主要战略协作大国之间发生战略误判和区域

竞争关系。美国当前视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尽管特朗普政

府表现出在涉俄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战略和解的倾向，但美国战略界主流

仍主张维持对俄打压和制裁的力度。中国周边大国里，日本和印度均是美

国的盟友或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唯一可以形

成战略制衡美国的大国。因此，作为彼此相邻的大国，中国需要尊重俄罗

斯的核心地缘利益诉求，避免释放错误的战略信号，影响两国的合作基

础。基于历史、战略因素考量，中亚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势力范

围”，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中国在俄欧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

避免无视俄罗斯的利益和关切，在中亚和白俄罗斯采取冒进和经营策略，

引起俄罗斯战略误解。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

亚美尼亚一道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该组织被俄罗斯视为助力其黏合

后苏联空间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部署。而五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国家。因此，中国在俄欧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时，要首先立足巩

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前提，重点放在寻求中俄共同利益交集

上，采取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进行机制对接，而非与相关国家采取

双边深耕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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