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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讲座第一部分 

  

费德门博士于 1 月 8 日在知识集团举办的讲座上介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现刊登讲座第一部分，稍候将刊登第二部分。 

知识集团早在去年就提议举办这一讲座，但我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今年一月之

前还没有达成协议，各国也没有签字。加拿大对美日间达成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补

充协议非常不满，同时加拿大大选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举行，而选举结果将影响加拿大立

场。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不确定因素。 

一月初，十二国已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但尚未公布文本。协议文本超过 6000 页，

还没有人逐字逐句地拜读。协议也没有完全完成，因为美国和几个国家还在讨论签订补充

协议，我猜测其他国家可能也正在为此繁忙。 

 现在协议各国仍紧张地进行谈判，因为虽然各国政府首脑已经签字，但国内审批将

非常漫长，这在美国尤其突出。多数民主国家实行行政、立法紧密结合的议会制，但是美

国却将两者分离。当议会制国家首脑签署某一国际协定时，尤其当需要实施法案时，他知

道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将支持他的签字，即通过或稍稍修改协定。但这在美国行不通。其

次，议会制国家的选举可能改变议会中的多数党，例如 10 月 9 日加拿大大选。等到国内

讨论协议时，签署该协议的领导人可能已经下台了，他的继任者也并不一定会批准这一协

议。 

 因此，在一月讨论 TPP 可能有所欠缺。没有人熟悉所有条款，除谈判者外也没有

人深入了解每一章节。近些年来奥巴马政府多次为谈判设置截止日期，因此可以理解为什

么急于签署、通过这一协议。但是还没有一位议员对这一协议表示满意（原因之一是很多

人还没有阅读、学习、理解所有章节）。奥巴马政府急于完成谈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竞选

年国会很难完成重大举措，更不用说近年来国会可谓一事无成。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初选在

即，TPP 很难获得国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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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讨论具有预测性质，我将围绕三个主题： 

 1、什么是 TPP？ 

 2、尚未完成的工作是什么？ 

 3、当 TPP 完成后，带来益处吗？ 

 我将从宏观角度分析这一协议，不仅仅局限于国际贸易，此外还将讨论地缘政治。

奥巴马政府 2013 年宣布 TPP 是亚洲轴心战略的奠基石。亚洲轴心战略是战略性的，因此

它基石也是战略性的。 

 另一位讲座者将对协议内容进行更详尽地分析，他将讨论物品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政府采购等等，并将分析四大章节的精华。同时，他将讨论 TPP 是否象宣传的那样

是“高标准、21 世纪的协议让所有签字国受益”，他还将介绍企业将如何受益。我也将

详尽介绍两个问题——贸易补偿和投资者与投资国间的争端解决机制。 

什么是 TPP？ 

 最先开始 TPP 谈判的国家是文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它们从 2005 年开始谈

判，希望建立横跨南美和亚洲的自由贸易区。这些国家在 2015 年仅有 28 万人口。对美国

来说，它们没有任何战略或经济重要性，而且新加坡和智利已经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美国将新西兰排除在美澳自由贸易谈判之外，因为美国认为澳大利亚更为重要、而没有把

新西兰当作重要的自由贸易伙伴。在 2005 年，美国对仅 50 万人口的文莱不感兴趣。 

 2008 年，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加入谈判。澳大利亚和秘鲁共有 5300 万人口，而

且美国已经分别与它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上智利和新加坡的人口，这些已经与美国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人口占谈判国家人口总数的 80%。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自由

贸易协定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美国把它视为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的工具。

因此如果这一多边协定仅仅为打开文莱和新西兰市场，似乎不够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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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人口总数超过 9400 万的越南加入谈判后充分改变了谈判性质。越南是美国

重要的新兴市场，且资源丰富。但越南是共产党领导的、非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让一

发展中国家加入旨在消除保护主义、提高环保以及劳工标准的区域性协议谈判就象二十年

前墨西哥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成立《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一样充满争议。  

越南的加入激发美国企业兴趣，同时也可管窥美国对华态度，因为中越一直以来是

相互猜忌的敌人。 

马来西亚于 2010 年加入谈判，是另一发展中国家，同时使参与谈判国家人数上升

3000 万。与此同时，曾在 2008 年大选中批评《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奥巴马政府在北

美贸易伙伴还未加入 TPP 谈判时就将 TPP 塑造成这一协定的继承者。两年后，也就是

2012 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入谈判。此前加拿大因为致力于供应管理（政府推销并为奶

制品制定价格）面临质疑，因此未能更早参与谈判。 

直到此时，TPP 才引起重视，但并非所有人的重视。对于美国企业而言，这一谈判

鲜有新意。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打开越南市场虽然充满吸引力，

但实现潜在价值充满挑战。2015 年越南城市劳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46 美金，期待越南人

民立即购买很多昂贵的美国产品不切实际。 

这时，奥巴马政府开始关注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的谈判，开始响应亚洲国家希望借

助美国介入抵抗中国的呼声。此前奥巴马总统已经宣称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因此无法直白地宣称美国将加入遏制中国的阵营。因此，自相矛盾的言词就此开

始。 

第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是 TPP 开放式的、自发增加谈判成员（已经从 4 个国家增

加到 11 个国家），欢迎中国在适当调整后加入谈判。但文莱、新加坡和越南加入谈判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和中国抱团。强调“21 世纪高标准协议”而把中国排除在外也不符合逻

辑，因为越南已经加入谈判。同时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后提出这一官方解释，

可中国比越南早加入世贸组织六年。声称中国不符合条件，但越南达到标准是第二个自相

矛盾的地方。两国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国的入世协议承诺在 2016 年给予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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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地位，但越南入世协议中没有类似条款。此外，虽然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种种指责，

中国比越南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却更为悠久。从经济着眼、仅就国际贸易而言，无法解释

越南参与 TPP 谈判但中国却不够资格。这再次说明 TPP 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远远超越经济

意义。 

当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入谈判后，谈判重心开始向北美侧重，但仍未能吸引美

国商业团体的兴趣。国会对此也没有太多兴趣，尤其是 2010 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占多

数的众议院旨在反对奥巴马总统的所有倡议。但不久情况又发生变化。 

2012 年 12 月，也就是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后的一个月，2007 年离开日本首相官邸

的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安倍有两大目标：首先通过“安倍经济”振兴日本经济，

其次重塑日本军事实力，即通过修宪成为可以拥有独立军事实力的“正常化”国家。安倍

需要美国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奥巴马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但并未退出全球事务。亚洲“轴心”从加

强与中国的互动开始，但这不是参与 TPP 谈判的亚洲国家的目标，这些亚洲国家一开始

就害怕中国。对日本而言，尤其是安倍首相来说，把矛头指向中国是他实现军事目标最好

的借口。他需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不再保持沉默，尤其需要国会呛声。 

安倍坚持重塑日美联盟。他把中国列为两国的共同敌人，先就海军情报官员 Lyle 

Goldstein 所称的“岩石和礁石”冲突向中方挑衅，然后说服美方相信日方的区域军事实

力可以帮助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冷战时期的美方思维。作为回报，美国将从经济上

帮助日本，过去 60 年里也正是这么运作的。 

安倍当选后七个月，即 2013 年 7 月，日本参加 TPP 谈判。几乎同时，美国对中国

的语调也改变了。奥巴马政府不再暗示中国有朝一日也可以加入 TPP。相反为了获得快轨

程序授权（TPA）——国会或是接受、或是否决，但不可修改贸易协定，奥巴马政府声称

只有中国或美国能够制定２１世纪国际贸易政策，而且应当由美国制定。同时，中国被描

绘成区域军事威胁，虽然美国的军事支出仍然是中国的五倍，同时美国情报系统并未把中

国预测为军事或经济威胁（与北韩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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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谈判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是十多年来世贸组织多哈会谈停滞不前。中国和印度

被描绘成罪魁祸首，他们也不是 TPP 成员国。多哈会谈被视为第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服务

的世界贸易谈判。发展中国家担心食品安全，发达国家希望更多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同时

发达国家更关注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等新贸易话题，但这些却不是多哈会谈的核心。 

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日本已经成为 TPP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与日本达成协

议，那么将无法获得国会支持。亚洲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三国中仅有日本加入 TPP

谈判。中国被排除在外，而韩国曾认真考虑参加、但却更偏爱《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提供

的优惠政策，最终没有参加谈判。 

奥巴马政府似乎认为他和安倍政府各取所需，他不断强调两国军事联盟，批评中国

在“礁石”附近的挑衅行为，派遣美国海军舰船穿越中国领海附近，支持安倍修订日本宪

法，虽然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安于二战后的平静局面。 

作为回报，奥巴马希望安倍向美国及世界开放市场，尤其是农业和汽车市场。当日

本汽车生产商不让美国汽车进入日本市场时，安倍却说日本人不喜欢美国汽车。同时，日

本对进口稻米、小麦、大麦、牛肉、猪肉、乳制品、糖和淀粉制品都非常敏感，因此不能

撤销这些贸易保护。美国商会等强大的游说团体却都暗示美日达成共识的重要性，于是４

月在多边谈判的同时，美日开始双边谈判。美国一直试图打开日本市场，TPP 则是打开日

本市场的最好机遇。 

随后安倍访问华盛顿，奥巴马政府提出这是完成 TPP 谈判的决定性时刻。奥巴马

承诺为日本提供军事支持，而安倍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期望

有朝一日在日本大街上看到更多美国汽车，但只字未提“农业”二字。最后达成的美日协

议让加拿大和墨西哥愤怒，因为日本未对北美汽车开放市场，但美国却把日本汽车进入北

美市场的原产地含量标准从６２.５％降低至３０％至５５％。 

当日本成为 TPP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奥巴马政府也在积极争取国会对快轨程

序授权（TPA）和对 TPP 的支持，对华强硬态度也越来越明显。日本在农业问题做出让

步，但未能赢得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 TPP 的支持。美国乳制品行业发现日本仍然关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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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也不满意加拿大政府控制购买、销售乳、肉、蛋供给系统。同时，TPP 汽车条款对加

拿大非常不利，2015 年 10 月 9 日的大选迎来了新一届加拿大政府，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

声称将重新检测全部 TPP 条款。新上台的国际贸易部长声明新政府不对 TPP 负责，也无

法承诺给予支持。 

TPP 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最后一年最重要、但尚未完成的国际使命。他在 2015 年取

得的成就令人意外但又引人注目——和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与古巴重建外交关系、控

制气候变化协议等，美国还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当然还有美中不足之处：如何应对更

加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在叙利亚、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挑战等。但总体来说奥

巴马总统应该对他取得的外交成就非常满意。 

奥巴马政府侵犯国会权限后才取得这些成就。气候变化条约中，美国没有给出任何

必须履行的承诺，所以国会无法审核奥巴马签署的宣言。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让国会在

很短时间里接受或否决这一协议。虽然很多国会议员对这一协议不满，但是奥巴马让他们

相信中国和俄罗斯不会重新谈判这一协议，而欧盟和俄罗斯已经取消对伊朗制裁。所以，

国会别无选择。 

 国会依然把持制裁古巴的权利，但奥巴马不让国会控制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在无

需国会批准的领域，他已经行使了统帅权利，但这一权利不涵盖贸易。履行 TPP 需要国

会立法，所以奥巴马的这一成就和其他外交成就不同。  

 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不尽人意，应该重新谈判，但最后国会终于

意识到无法重新谈判。同样很多议员要求重新谈判 TPP 协议，他们认为某些领域美国让

步太多，有些领域未能充分打开国外市场。但这和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一样不太可能。原

因之一是双边补充协定可以修改协定，同时维护奥巴马政府的颜面。两者间最大的差别是，

伊朗核协定不需要国会批准，但是国会可以否决 TPP。 

目前总统候选人中只有杰布和卡西奇明确表态支持 TPP，卢比奥和卡森暗示他们可

能会支持这一协定，三位民主党候选人都否决了这一协定。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可能改变。

奥巴马总统总爱说白宫视角和竞选者视角是两样的。肯尼迪总统上任后不久在记者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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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事情比他原来想像的要糟糕很多。候选人就任总统后也不一定坚持竞

选承诺。至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没有废除。但是十二位候选人在 2016 年 1 月

20 日之前不会改变他们的 TPP 立场。 

 奥巴马总统从共和党小布什手中继承了 3 个被国会否决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代表

另一党派的新政府，奥巴马说服这些贸易伙伴可能需要重新谈判这些协定。这三个协定都

稍有改动，今天已经成为奥巴马的国际贸易遗产一部分，但这只是完成布什的目标。没有

TPP，奥巴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遗产。 

 比国际贸易遗产更重要的是，TPP 是奥巴马政府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

这一战略和遏制中国有关。我将在讲座第二部分、即下一博文中阐述。 

 

翻译：朱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