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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实行赤裸裸的贸
易保护政策,并于 2018年 7月以后开始挑起中美贸易大战。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和对华遏制战略，中国需要高举自由
贸易大旗，推动建立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实现贸易多元化战略，而中俄合作构建大欧亚自贸区就是一个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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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rade protect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began to
rise. Trump took office and began to implement bald-faced trade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started to provoke a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after July 2018.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rade protection policies of the US and the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China needs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free trade,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free trade area network, and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trade diversifi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building a greater Eurasian free trade area is
an importan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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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在内政外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
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甚至不可思议的奇葩政策，虽然
这与正常的思维逻辑格格不入，但却与“美国优先”的逻
辑，与“选票优先”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对于特朗普其他
政策的目标和成因我们无意去深入探讨，但对于特朗普
公然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和对华遏制政策我们则需要认真
对待和进行战略性思考。

一、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与对华遏制战略高度
吻合

众所周知，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提出了“美国优先”的
口号并一再表示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签署的自由贸易
协议都是“糟糕”的协议，都是对美国不利的协议。他认为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吃了大亏，严重损害了
美国利益。因此，其上任不久就提出要与加拿大、墨西哥
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要与欧盟、日本、韩国等重谈双
边贸易协议。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特朗普开始全面推
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18年 7月以后，特朗普政府开始
把目标瞄向中国，在美国总统贸易顾问、《致命的中国》作
者彼得·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对华鹰派人物罗伯特·
莱特希泽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拉开了对华贸易战的
序幕，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 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

税，继而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
并威胁还将对剩余的 2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而且要
把加征关税的水平从 10%提高到 25%。可以说这是自二战
以来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其后果当然
没有赢家，只能是两败俱伤。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是典
型的贸易保护政策，它要通过关税壁垒保护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产品和美国的市场，这与美国一直自我标榜的“自
由贸易守护神”完全相悖，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
世界潮流逆向而行。中美两国是互补型贸易且贸易规模
巨大，存在摩擦和纠纷是正常现象。美国提出的中美贸易
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技术转让等问题，应通
过双边协商形成共识、逐步解决，但美国用关税大棒逼中
国就范，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的霸凌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美国借助贸易保护政策实行对中国遏制的战略意图。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对华贸易战与对华遏制战略是
高度吻合、目标一致的。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引起了美国乃至
整个西方国家的焦躁不安，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激
起了美国政客反华遏华的歇斯底里。英国学者爱德华·卢
斯说：“今年最令人震惊的意见一致是反华共识在美国的
兴起。它涵盖了白宫和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商界和工
会、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美国可能在其它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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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在内斗，但在惧怕中国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在新
的华盛顿共识的支持下，特朗普希望中国取消‘中国制造
2025’计划”。美国学者戴维·S·克劳德指出：“在特朗普总
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下，美国在多条地缘政治和经济阵
线上对中国变得更加敌对，很像冷战时期华盛顿和莫斯
科展开的权力争斗”。特朗普贸易顾问、国家贸易委员会
主任彼得·纳瓦罗最近大放厥词：“中国基本上是在设法
获取我们的技术，偷走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为了
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必须回应美国的任何担忧，包括
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网络入侵、政府控制投
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约翰·博尔顿说：“莫斯科和北京在非洲日益增强的影响
是白宫在该地区政策的首要目标”。上述充分说明，美国
的对华遏制战略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也不仅仅是停留
下理论上和口头上，而是公开的、赤裸裸的政策导向和具
体行动了，从在南中国海挑衅到抓捕华为公司高管孟晚
舟，从日益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到公然挑起中美
贸易战，美国在军事、技术、经济等领域对中国实行全面
遏制战略，而经济遏制、技术遏制是现阶段对华遏制战略
的重点，白宫政客和国会两党在对华遏制问题上观点相
同、步调一致。

二、突破对华遏制的战略选择：推动建立大欧亚
自贸区

古人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美国采取对华全面遏
制战略，我们就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措施。美国目前
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多
年来一惯主张与美国交好、与美国合作，我们不想与美国
进行冷战式的对抗，但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方面我们不会在原则上让步，不会用原则
进行交易。目前阶段美国对华遏制的重点是对外贸易、产
业发展和高新技术方面，而对外贸易是美国可以直接采
取措施伤害中国经济的，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目前仍是中
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规模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1/6左右，中国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最高的。因此我们
必须要实行对外贸易多元化战略和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
利化战略，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近些年来我
们一直在推动建立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目前已建成
了“中国—东盟”升级版多边自由贸易区，正在推动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贸谈判，同时启动了与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日本等国的自由贸易磋商，但由
于美国的阻碍和干扰，其进展缓慢，难度很大。因此我们
提出，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推动建立“大欧亚自贸区”，即建
立地跨欧亚、囊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性自由贸
易共同体，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
尔吉斯坦、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阿塞拜疆、蒙古国、韩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
及、土耳其、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卡塔尔等共 20 国，领土
面积 4037.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33亿，2016 年 GDP总值
18.7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 6.6万亿美元，与中国贸易

总额 4844 亿美元。
上述资料表明，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吸纳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面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新兴大市场，是中国推进贸易自由化、多元化、投
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重要落脚点。近年来，中国
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
了全方位的投资合作、贸易合作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缺少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大平
台与制度性机制，所以合作的潜力和效应远没有发挥出
来。如果中俄合作建立“大欧亚自贸区”，就会形成“一带
一路”建设的大平台和保障与发展机制，整个经贸与投资
的大环境就将彻底改观；另一方面，通过中俄合作共建
“大欧亚自贸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俄罗斯主导
的“欧亚经济联盟”就可以真正地实现战略对接，使俄罗
斯主导的 5 国自由贸易区扩展为 20 国的大欧亚自由贸
易区。从区域安全角度看，该地区已建立了由中俄共同主
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已被接纳为上合
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伊朗、土耳其等是该组织的伙伴对话
国(相当于观察员国)。该组织在反对极端恐怖组织、极端
宗教势力、国家分裂势力及打击跨国犯罪方面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赢得了区域
国家的赞誉和支持。以上合组织为核心吸引纳大欧亚地
区其它国家加入，共同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为本地区
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创造一个大环境，从而形成大欧
亚安全共同体。在经贸合作与共同安全基础上，本地区不
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和
价值观念的国家和平相处、相互包容、相互交流、相互借
鉴，将日益形成大欧亚文明共同体，为世界其他地区不同
宗教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做出样版，为建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三、建立“大欧亚自贸区”的可特性分析

我们提出中俄合作共同推动建立“大欧亚自贸区”并
不是异想天开，也不是中方的一厢情愿，而是该地区各国
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的共同需要，既有实实在在的现实
基础，也具备相关的要素条件。

建立“大欧亚自贸区”既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又
符合俄罗斯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只有中国与俄罗斯密
切合作、共同发起倡议、共同主导、共同推动建立大欧亚
自由贸易区，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
中亚地区、中东地区历来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苏联虽
然解体，但俄罗斯与中亚诸国仍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地缘
政治关系和经贸伙伴关系。俄罗斯与伊朗、埃及、土耳其、
印度等中东和南亚国家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传统的合
作关系。此外，无论在上合组织还是在欧亚经济联盟，俄
罗斯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所以，没有俄罗斯的密切合作
和中俄共同主导这一原则，是不可能建立起“大欧亚自贸
区”的。那么，俄罗斯对建立大欧亚自贸区有没有兴趣和
需要呢？答案是肯定的。众所周知，自 2014年乌克兰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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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对俄罗斯
的经济制裁一轮紧似一轮，迄今也没有松动的迹象。目前
美国已实行对俄罗斯全面遏制的政策，尽管特朗普一再
要与普京会晤以缓解美俄对抗的紧张局势，但国会两党
均采取对俄强硬政策，而对特朗普的“通俄调查”使特朗
普要与普京会面都很困难。现在看来，只要俄罗斯不归还
克里米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就是一个死结，几十年都打
不开。俄罗斯已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向东看”已成
为俄罗斯不得已的战略选择。在俄罗斯经济衰退和欧美
制裁的双重压力下，俄罗斯要开拓新市场，要寻找新的经
贸合作伙伴，而建立“大欧亚自贸区”、激活中亚市场和中
东市场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现实需求是完全吻合的。
另外，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5 国已形成了一个小
型的自由贸易区，但由于这 5 国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贸
易规模较小，对俄罗斯的经济助力有限，所以普京提出要
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战略对
接，而建立“大欧亚自贸区”正是实现两者进行战略对接
的最佳形式，因此建立“大欧亚自贸区”是中俄两国共同
的战略需要。由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伙伴
关系，而印度、伊朗、埃及等国与俄罗斯有传统的友好合
作关系，只要俄罗斯在大欧亚自贸区扮演着主导角色，这
些国家参与大欧亚自贸区就会比较放心，态度就会比较
积极，就像这些国家要求加入上合组织一样。中亚地区和
中东地区由于多年的战乱和动荡，很多国家一直处于欠
发达状态，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国家
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投资、贸易
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双方的互信度不断

加强，在这一背景下建立“大欧亚自贸区”将会大大扩展
和深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与这些国家的
经贸合作是一种互补性合作，是一种平等互利、互惠共赢
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因此，中俄合作共同主导
和推动建立大欧亚自贸区在中亚地区和中东地区具有较
为扎实的基础。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有两个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将为
建立“大欧亚自贸区”提供助力和平台：一是区域性金融
组织———亚投行，目前已有 99个成员国；二是区域性安
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亚、中东和南亚的地些国家
已成为这两个区域组织的成员国，这两个组织将成为建
立大欧亚自贸区的桥梁和纽带，也将在资金支持和维护
安全方面为大欧亚自贸区做出贡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俄共同主导、共同推动建
立“大欧亚自贸区”具有现实基础和各种有利条件，因此
是一种可行性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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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结合黑龙江省改革中出现的现实困难，借助战略地
图思维分析了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的模式与改革的路
径，从战略地图思维视角来研究国企改革，运用内生增长
理论分析国企改革的关键因素，针对深化国企改革过程
中的内、外现实困难，构建战略地图思维导向的国企改革
新理论框架，提出解决现实困难的可行路径，并将可行路
径应用于黑龙江省改革实践。对于逐步深化的国企改革，
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方针政策和改革的模式与路径。黑
龙江省国企占比较大，存在国企不活、国资竞争力偏弱的
体制机制障碍，在进行国资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谨慎选
择改革模式与路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时，要明确企业改
革最适合的模式，在改革模式明确的前提下，将改革的目
标分成不同的阶段进行。通过分区域、分类别、分产业的
实证分析检验，提出解决现实困难的可行方法，制定明确
的模式及不同阶段的改革路径，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
稳步增长、有利于改革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推动黑龙

江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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