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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个时期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两国合作面日益宽

广，但挑战和摩擦也在积聚，在有些方面的分歧显现。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第４５届总统大

选并于２０１７年１月宣誓就职。预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也将在２０１７年秋季召开。在两国重要的政治周

期出现之际，中美关系的走向受到瞩目。

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至７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

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重塑了两国

间的对话沟通机制，进一步稳固了中美关系大局，为新时

期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准确把握元首会晤精神，

如何增进信任、推动合作，不断扩大中美间的共同利益；

如何管控危机、避免大的摩擦，这都是学界与政策界需要

思考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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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启动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中美智库联合研究项目，并在该

年６月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达成联合研究

意向。项目组织了由中美两国近４０位资深专家、学者组成

的团队，旨在以联合研究的方式，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

阐释对双边关系一些重要领域政策的看法和关切，探讨影

响中美关系前景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意见，向两国社会

提供可以参考的资讯。项目动议得到了亨利·基辛格、斯

蒂芬·哈德利等美国前政要的高度肯定，引发了中美两国

战略与政策界的广泛关注。

在一年多的研究过程中，中美双方多次在北京及华盛顿

组织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在项目小组层面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的认知与理解，中美双方将各

自撰写并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另外，双方将争取形成一

个共同的建议，计划在２０１７年６月对外发布。

现将中方报告结集出版，希望能为关心中美关系的人

们提供些许思路或借鉴。由于该项目涉及经济、政治、军

事、亚太安全、全球治理等方方面面，加之编者水平有

限，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还望读者朋友们不吝赐

教。

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并完成，离不开项目组全体人员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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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努力和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盘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等机构

的鼎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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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王缉思　袁　鹏　赵明昊

　　２０１７年１月，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任第４５任美国总

统，组成新一届政府。美国共和党政府产生的同时，共和

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也占据多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将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召开，这次会议对于未来一

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发展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两国

领导层不久将出现人事变动并对各自内政外交政策进行调

整之际，我们期待中美关系不因两国国内政治的变动而出

现严重颠簸，双方关系能在新的起点上取得积极进展。

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日益复杂，两国合作与竞

争都在上升。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战略思想界再度掀起对

中美关系的大辩论，相对悲观的论调在两国均似乎更有市

场。两国战略界人士都感到，在国际秩序面临更大挑战的

背景下，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后新一轮的重大转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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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老麻烦也有新挑战，双方领导层需要高度重视中美彼

此战略误判、两国关系 “战略漂移”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和

代价。

实际上，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积

极进展。两国高层交往频密，战略沟通的意识强化，规避

危机的能力和经验增多。中美经贸合作向前推进，有望互

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增长迅速。双方在南

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互有妥协，尽力 “止损”。两军

关系成熟度上升，成为中美关系新亮点。中美在气候变化

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实现突破，协调应对伊朗核、朝

核等国际安全热点。两国人文交流持续扩大，教育、地方

交往等更趋密切。

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首次会晤。习近平强调，“合作

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

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特朗普表示，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此次会晤取得重要、丰

硕成果，有力推动了美中关系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

分析人士指出，坚持 “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将深

刻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在贸易和人民币等议题上对

中国采取强硬做法，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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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南海、朝核问题等方面增大对中国的压力。

显然，中美关系在变得越发复杂的同时，其风险也在上

升，各方面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存在很多分歧。无论如何，

本报告坚信，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两国民众的福祉乃至

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本报告希望能为两国民

众和决策者就中美关系提供平衡和全面的分析，这项研究

基于中美两国战略界人士的深度交流和合作。本报告力图

梳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最主要政策关切，阐明两国各自在

内外政策上的调整和变化，找出中美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领

域，并努力寻求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之道。

一　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型阶段

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过去三十多年来最深层次转型，两国

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由此带

来巨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感。中美关系进入一种合作与竞

争同时增强的 “新常态”，而分歧与竞争的一面更受两国国

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过去常常讲，“中美关系好

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去”；现如今，“中美对抗可

以坏大事，合作可以成大事”。

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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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各自内外政策都出现了重要变化。就中国而言，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改革进程，

其艰巨程度不容低估。此外，中国 ＧＤＰ总量已突破１０万亿

美元，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２５％以上，已经成

为世界上１２０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实现了初步的

崛起，开始努力从全球的视角审视和推进外交政策，中国

的海外利益快速扩展，也要求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事

务，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确认自己新的定位。

中国希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中国看来，“一带一路”

“亚投行”等新举措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补充和完善，而非

“另起炉灶”、试图颠覆国际秩序。

美国则面临 “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挑战，即便美国国

内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美国正致力于推进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包括重塑制造业优势、减少财政

赤字、调整移民政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能源效

率，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美国还需要应

对经济不平等加剧、政党政治 “极化”、政治体制 “失能”

等国内挑战，有人担心美国社会中的 “裂痕”正在加大。

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 “全球领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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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并通过维系同盟体系、重塑国际规则、主导国际机

制等方式巩固这一地位。美国对使用武力变得更为审慎，

更加注重寻求合作伙伴与其分担国际责任。从 ＧＤＰ总量等

指标看，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在缩小，目前中国 ＧＤＰ规

模相当于美国的约６０％，但在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与美国

差距仍较大。

第二，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双

方围绕国际秩序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应当看到，中美关系

中的 “规则之争”有所加剧。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治理和国

际体系变革，在政治领域，中国主张 “国际关系民主化”。

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推动 “世界

民主化”，实则坚持具有排他性、“你输我赢”色彩的规则。

这两种规则理念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经济领

域，美国希望全面调整国际贸易规则，强调 “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针对限制国有企业、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

流通等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对中国加大施压。虽然特朗普

政府已经决定退出ＴＰＰ，但美国将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将新

的国际规则付诸实施。此外，中美在国际海洋法、网络安

全等方面也存在分歧，缺乏在规则上的共识。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

受挫，特朗普和欧洲的一些政治人士对全球化似乎持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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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社

会分配不公带来贫富差距加大，技术创新增加了失业率，

教派族群矛盾突出，难民问题严重，社交媒体发达的同时

也加深了社会撕裂，带来对政治精英不满的放大效果。宗

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威胁增大，西方国家和伊斯

兰世界关系存在很大风险。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 “失序”

现象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加强中美等大国协调合作，加强

国际秩序建设，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中

美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如何阻止大国再次走向集团对抗、

如何保障全球基本稳定、如何实现 “全球化２０”、如何完

善 “以共同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等。

第三，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正在重塑，这对中美关系产

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近年来实施 “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

整，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活动，巩固亚太安全同

盟体系，高调介入南海争端，部署 “萨德”系统。这些举

动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实施对华 “遏制”战略的疑虑。中国

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更为积极主动，通过 “一带一路”等倡

议强化影响力，同时坚定捍卫领土主权权益。美国努力

“重返亚太”，中国则努力立足亚太、走向全球。百年来，

中美首次在亚太出现利益的直接对撞。如果中美在亚太地

区的分歧和摩擦得不到有效管控，未来几年，很可能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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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形成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方、以中国及其战略伙伴为另

一方的 “对立”态势。中美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在南海等

区域或会发生武装冲突。朝核、台海等问题也可能成为中

美冲突的 “导火索”。

第四，两国决策环境出现变化，国内因素、 “第三方”

因素的影响增大。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

都处于深刻调整期，都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社会民粹现象

等问题。社交媒体日趋发达，民意对决策层的影响增大。

尽管两国政府层面保持顺畅沟通，交往气氛尚好，但两国

的民间舆论往往 “不买账”，期待政府更加 “强势”。中美

关系中任何 “一招一式”的不当，都可能引发舆论战。这

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加大了中美政府达成战略谅

解的难度。此外，近年 “第三方因素”集中发酵，中美关

系日益受到朝、韩、日、越、菲、俄等 “第三方因素”的

牵扯。

值得强调的是，两国之间在价值观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仍

很突出，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阻碍。美国对华战

略以其价值观为基底，这是中美矛盾 （人权问题、“颜色革

命”等）的直接来源，中国对美损害其政治安全、政权安

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近年，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成

为美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中国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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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等做法，美方人士多表达不

满。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并

因此更加担心中国在对外行为中放弃 “韬光养晦”方针，

对邻国、对美国咄咄逼人，图谋排斥美国，成为亚太地区

新霸主。

二　中美关系面临战略选择

近年，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在相互理解、管控分

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能力继续维

护中美关系的大局。虽然媒体、战略界感到悲观，但双方

高层仍在积极把握中美关系的航向，工作层交往极为密切。

中美高层都认识到 “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性，对 “不对

抗、不冲突”互有需求，双方努力 “避撞”，防范两国关系

“脱轨”。两国政府防范危机的意识都在增强，在南海争端

等问题上能把握住 “止损点”，也都清楚双方承受不起陷入

“恶斗”的代价。

然而，两国关系仍呈现较大脆弱性，存在战略误判的风

险。中美之间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

多、更深了。尤其是，国际秩序问题开始成为双方争论的

焦点，这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中国方面担心，美国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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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国际战略不甚清晰而拉长磨合期，导致不确定因素增

加。特朗普政府外交、国防班子的成员可能有一些中方不

大了解的 “新面孔”，整体对华认知也许会朝着消极方向变

动。美国方面则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感到不安，认为

“美国衰落论”在中国精英层中日趋盛行，中国展现出 “必

胜主义”情绪并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强硬，甚至担心中方在

２０１７年的中美磨合期中趁新政府立足未稳 “出手”。

应当看到，未来数年，世界仍将处于既有秩序受到冲

击、新秩序尚待建立的特殊阶段，这增加了中美关系整体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是走向激烈冲突还是维持

竞争与合作及至稳定合作大局，两国需要做出战略选择。

从世界历史看，新兴力量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

突，各方选择什么样的战略至关重要。国际体系转型绝不

仅仅是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简单故事。无论是中国

还是美国，它们既拥有巨大力量，同时也有其脆弱性和战

略可塑性，而且其脆弱性和可塑性是相互作用的。中美双

方都有必要保持战略克制，要看到各自面临的现实挑战和

力量限制，应在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和全球秩序稳定上

力争有更大作为。如果中美两国陷入激烈冲突，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将陷于迟滞，以至于失去实现 “中国梦”的机遇；

美国也将失去 “重新伟大”的机遇，经济上遭受重大创伤，

·９·

 总　　论 



国际地位降低；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将难以维持，亚太地

区将陷入分裂，全球性挑战也无法得以有效应对。

中美避免战略对抗并非 “不可能的任务”。人们常认

为，作为世界上的 “霸权国家”和最重要的 “崛起国家”，

中美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 “结构性矛盾”或 “结构性冲

突”，然而中国和美国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 “结构性合作”

的巨大动力。当前，双方需要对各自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

图进行再确认，对中美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进行再确认，

对双方维护和平、稳定与发展承担的责任进行再确认。着

眼于未来１０—２０年，中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框架。未

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是 “权力”（ｐｏｗｅｒ）

问题，即如何更好地使用自身不断增长的权力，如何构建

在国际层面维护和平和促进繁荣的能力，以及参与制度建

设的意识。美国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在于，能否认识到自

身一直追求的 “绝对优势” （ｐｒｉｍａｃｙ）已不符合时代现实，

能否适应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和协调合作的需求，

以及如何以更包容的方式推进国际秩序的改革。

中美关系的走向已经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最关键因素，

而管理中美关系也已成为两国最艰难的挑战。为了避免与

美国陷入所谓的 “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提出构建中美 “新

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旨在管理两国之间 “竞争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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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关系，避免滑向战略对抗。美方

不应忽视中方的积极意愿和主动作为，中方也需要以更加

具体和有效的方式阐明自身战略意图。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之路将是复杂的、渐进的，双方不应因为某些具体问题未

能获得满意的解决就失去信心和方向感。中美两国有责任

也有必要更准确地界定国家利益和优先任务，更诚实地面

对自身局限和困难，更有力地推动国内变革，更明智地选

择彼此相处之道。双方完全可以在重新调适自我的基础上

合力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挑战。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博弈，而是必然之举，是一个对彼

此和世界都事关重大的选择。

三　如何避免中美战略对抗

本报告从经济、亚太、军事、政治和全球治理五个领域

分析中美关系现状，希望增进对两国各自政策变化和中美

关系整体变化的认知与把握。针对中美关系如何保持稳定

和健康发展，报告的各个部分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本

报告认为，中美双方需要深入思考以下几方面的关键问题。

一是就国际秩序愿景进行持续沟通，中美应当成为全球

持久稳定的共同维护者。全球不稳定因素正在多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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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领域急剧涌现，如果放任自流，终将威胁两国的共同

利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义务维护开

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促进全球金融、贸易、货币、投资治

理体制的渐进性变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实现 “全球化

２０”，而不是竞相建立排斥对方的经济集团。在地区热点

问题，核安全和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新疆域问题上，应

主动推动形成更多共识，并努力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

共识。双方要防止世界走向结盟对抗的时代，保障全球持

久稳定。可通过共建亚太自贸区等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

通过 “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建立安全共同体，通过加

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构建责任共同体。中

美有责任培育和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开放、以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这也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保证。

二是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避免做出战

略误判。更好地应对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好的外

交政策始于国内”，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 “共同进化”，这

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中美领导层面临

的最主要挑战实际上都在于国内事务，中美都在推进富有

挑战性的国内变革议程。双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对

·２１·

 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 



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内政策，还要避免中美受国内因素驱动

而对对方做出战略误判，或因考虑不周、表达不清晰而引

起对方的战略误判。美方应认识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等

对中国的重要性，承认中国的自主变革努力。中方需认识

到美国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全球领导地位理念等对美国的重

要性。中美双方都有较强的大国抱负和 “例外主义”传统，

两国都需要保持战略克制，克服 “必胜主义”情绪。双方

需要审视各自正在推进的变革和转型，培育新的合作互补

性，避免对对方国家的政治关切造成伤害。随着中国经济

结构的深入调整、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提升，美国的企业

界正更多地从 “中国转型”中获得新的机遇。双方需要加

强人文交流，寻找中美共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促进本国

社会和舆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彼此。

三是对 “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的管理，避免被干扰

甚至绑架，发挥 “第三方”正面效应。在涉及 “第三方因

素”的情况中，有些是美国的关切，需要中国配合；有些

则是中国的关切，需要美国配合。双方需要切实管控那些

可能导致两国直接对抗的 “第三方因素”，而在那些有可能

实现更大合作的 “第三方因素”上加强协调协作。在东亚

地区，日本、菲律宾、朝鲜都可能是导致中美关系 “破局”

的 “第三方因素”。中美可以用合作共赢精神和开放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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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建构 “中美＋Ｘ”的新型三边／多边合作框架。中国推

动 “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也为中美构建促进全球

发展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广阔空间。

四是中美应大力培养 “合作的习惯”，探索以 “新型”

方式有效应对 “新型”难题。无论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

还是海洋方向的挑战，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新问题，需

要双方以一种直面问题、相向而行的 “新型”心态和方式

予以应对。中美两国政府近年处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

问题的经验表明，只要双方本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就有

可能使敏感问题降温，甚至将中美之间的 “冲突领域”转

变为 “合作亮点”。此外，中美两国还应就国际治理机制的

改革和完善持续进行沟通，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卫生

等方面继续大力拓展 “新型”协作。

五是中美双方应找到界定相互关系的、便于表述的准则

（ｆｏｒｍｕｌａ），建立更为通畅、坦诚、高效的对话机制。２０世

纪末，双方共同提出了 “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

伴关系”；２００５年，美方提出中国应成为 “负责任的利益攸

关方”，得到中方正面回应；２００９年，中方提议建设中美合

作伙伴关系，美方高级官员提出了 “战略再保证”的想法；

２０１３年中方提倡建立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随着特朗普政

府上台执政，双方可在以往关系定位的基础上，根据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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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新现实制订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准则。两国元首的

非正式对话对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良好效

果。双方需要用好在２０１７年４月新建立的 “全面对话”机

制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对话机制，并努力使它们

更有效率、更具实效。中美两国智库可围绕上述问题，秉

持建设性的态度，继续向两国政府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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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ｈａｓ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ｂｌｅ，ｉｔ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ａｓ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ｉｎ
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ａｄｅｂａｔｅ
ｏ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ｓｔｉｎ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ｍａ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ｖｉｅｗ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ｎｅｗ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ｈ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ＣｏｌｄＷａｒｅｒ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
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ｅｐｕｐ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ａｖｏｉ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ｈｕｇｅ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ｃｏｓ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ｂｙ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ｒｉｆｔｉｎ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ｈａｖ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ｌｅａｄｅｒ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ｂｅ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ｔｒａｄｅ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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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ｅ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ｉｔ
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ｅｗ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ｓｕｅｓｌｉｋ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ｔｏ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ＩｒａｎａｎｄＫｏｒｅ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ｈｅｌｄ
ｈｉｓｆｉｒｓｔｅｖｅｒ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ｓＵ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ｉｎＦｌｏｒｉｄａＸｉ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ｏｒｋａｎｄｎｏｒｅａｓｏｎｔｏｂｒｅａｋｉｔ”Ｔｒｕｍｐ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ａｓ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Ｕ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ｇｒｅａ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ｏｐ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ａ
ｓ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ｉｎ
ａｂｉｄ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ｈａ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ａｄｏｐ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ｍｉｇｈｔｍａｋｅ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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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ｏｉｔｓ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ｍａｙｔａｋｅ
ｔｏｕｇｈｅ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ｙ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ｎｅ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ｐｕｔ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ＰＲＫ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ｈｏｌ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ｔｈ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ｆｒｏｍ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ａｉｍｓ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ｆ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ｄｅｆｉｎ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ｉｎｄｏｗ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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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ｓｉ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ａｓｅ
ｏｆｉ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ｉｔｓ
ｍｏｓｔ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３０ｙｅａｒ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ｎｍａｋｅ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ｖｅｓ，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
ｔ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ｏｆ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ｇａｉｎｉｎｇｗｉｄｅｒ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ｎｅｉｔｈｅｒｆａｒｅ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ｎｏｒ
ｆａｒｅｍｕｃｈｗｏｒｓｅ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ｅｎｓａｙｔｈａ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ｔｏ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ｗｈｉｌｅｒｉｖａｌｒｙ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ｂｅｉｎｇ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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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ａｓｔｈｅ
ｃｏｒｅｌｅａｄ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Ｔｈｉｓｄｒｅａ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
ｂｅ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ｈｉｎａｓＧＤＰｈａｓｔｏｐｐｅｄ
＄１０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ｔｒａｄ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ｔ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ｇｕｎ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ｔ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ｌｓｏ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ｈｉｎａ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
ｔｏｆｉｎｄａｎｅ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ｈｉｎａｈｏｐｅｓｔｏｕｐｈｏｌ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ｉｔｓｃｏ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ｓ 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ＩＩＢ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ａｒｅ
ｎｏｔａｂｏｕｔ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ｒ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ｉｔｗｉｔｈａ
ｎｅｗｏｎｅ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ｆａｃ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ｇｒｅａｔａｇａｉｎ”，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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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ｓａｓｔｏｈｏｗ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ｉｓｇｏａｌ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
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ｕｔｔｉｎｇｂｕｄｇｅ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ｉｔ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ｕ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ｄｗｉｔ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ｍｅａｒｅｗｏｒｒｉｅｄｔｈ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ｓ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ｉ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ｇｉｖｅｎｕｐ
ｓｅｅｋ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ｈａｓｂｅｅｎ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ｉｔ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ｒｏｌｅｂ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ｎｏｗ
ｍｏｒｅｐｒｕｄｅｎｔｗｈｅ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ａｎ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ｇｉｖｅｓｍｏｒｅｗｅｉｇｈｔｔｏｓｅｅ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Ｊｕｄ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ｓｕｃｈ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ｓＧＤＰ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ｓ
ＧＤＰ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６０％ ｏｆＵＳＧＤ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ｇｕｌｐｓｔｉｌｌｅｘｉｓ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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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ｈａｖｅｔａｋｅｎ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ａｖｅａｒｉｓｅｎｏｖ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ｍｅ”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ｗｈａｔｉｔ
ｓｅｅｓａ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ｓｓｅｎｃ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ｃｌｉｎｇｉｎｇｔｏ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ａｎｄ
ｚｅｒｏｓｕ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ｓｕｐｅｒａｂｌ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ｅｘｉ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ｎｔｓｔｏｒｅｓｈｕｆｆ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ｐｌａｃ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ａｉｓ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ｆｒｅｅｆｌｏｗ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ｐｕｔｍ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ｈｉｎａ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ｒｕｍｐｈａ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ＴＰＰ，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ｌｉｋｅｌｙｐｕｔ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ｉ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ｙｗａｙｏｆｎｅｗ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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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ｈｏｌ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ａｂ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ａｖｅｎｏ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ｖｅｒｒｕ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ｓｌｏｗｉｎｇ
ｄｏｗｎ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ｉｔｗｉｔｈ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ｏｓｓｉｎ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ｉｓｓｔｉｌ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ｈｅａ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ｒｕｍｐ
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ｓｅｅｍｔｏｈｏｌｄ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ｒ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ｉｎ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Ｕｎｆａｉ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ｒｉｓｅｔｏａ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ｓｆｒａｕｇｈ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ｅ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ｒｅｆｕｇｅ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ｉｔｅｓ
ｈａｓｇｒｏｗ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ｓｅ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ｗｏｒｌｄｐｏｓｅｈｕｇｅ
ｒｉｓｋ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ｌａｒｇ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ｉｋ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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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ｒｏｍ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ａ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ｉｒｄ，ｔｈ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ａ
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Ａｓｉａ”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ｉｔｓ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ｈｉｇ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ｍｏｖｅｄ
ｔｏｄｅｐｌｏｙｔｈｅＴＨＡＡ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ｅｍｏｖｅｓ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ｍｏｒ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Ｉ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Ｂｅｌｔ
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ｉｒｍｌｙｕｐｈｅｌ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ｉｔｓ“ｐｉｖｏｔ”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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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ｓｉｔｓｂａｓｅ，
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ｔｏｅｎｌａｒｇｅｉｔｓ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ｂｙ
ｇｏ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００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ｈｅａｄｏ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ｍａｙｇｉｖｅｒｉｓｅｔｏ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ａｔａｒｍｅｄ
ｃｌａｓｈ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ｒ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ｏｃｃｕｒ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ｌｓｏｓｐａｒｋ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ｕｒｔｈ，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ａ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ｅ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ｎａｒｒｏ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ｈａｓ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ｗ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ｍｏｏ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ｔｈａｎｎｏ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ｗ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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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ｐｅｎｌｙｓａｙ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ｕｒｇ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ｂｅｍｏ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Ａｎｙ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ｏｒｕ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ｕｌ
ｍｏｖ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ｓｅｔｏｆｆａ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ｗａｒｆａ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ｍａｋｅｉｔ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ｏｒｅａｃｈ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ｖｅ
ｓｕｒｇ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ｏｕｔｓｉｄ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ＰＲＫ，ｔｈｅＲＯＫ，Ｊａｐａ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

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ｎｏ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ｄａｕｎｔｉｎｇ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ｓｔｉｌｌｅｘｉ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ｉ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ｏｗｎｖａｌｕ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ａｎ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ｈｉｇｈ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Ｕ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ｐｉｃｏｆｄｅｂａｔｅａｍｏ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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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ｔｈｅＵＳｓｉｄｅｈａ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ＮＧＯｓＴｈｅｙａｒｅ
ｐｕｚｚｌｅｄａｎｄａｇｉｔａｔｅｄ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ｗｏｒｒｉｅｄ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ｍｉｇｈｔｇｉｖｅｕｐ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ｌｏｗ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ｏｗａｒ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ｅｗ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ｙ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
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ｓ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ｍｕｔ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ｍｕ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ｓｏｕｎｄ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ｎｉｏ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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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ａｎ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ｋｅｅｐ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ｙ
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ｈａｖｅａｍｕｔｕａｌｎｅｅ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ｔｈａｒｅ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ａｖｏｉｄｃｌａｓｈｅｓ
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ｄｅｒａｉｌ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ｗ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ｇｒａｓｐ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ｓｕｅ，ｆｕｌｌｙａｗａｒｅｔｈａｔｎｅｉｔｈｅｒｃａｎａｆｆｏｒｄａ
ｆｉｅｒｃ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ｒｉｓｋｓｏｆ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ｎｇｍａｄｅ
Ｍｕｔ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ｈａｓ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ｎｅｄ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ｌｅｓｓｅｎ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ｈａｓｆｏ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ｄｅｉｓｗｏｒｒｉ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
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ｙｕｎｄｅｒｇｏａ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ｄｕｅｔｏｉｔｓｉ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ａｄ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ａｙｅｒ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ｂｅ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ｏｆ
ｗｈｏｍｗｉｌｌ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ｈａｖｅ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ｗ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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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ｌｙｐｕｓｈｔｈｅ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ｐｉｒａｌ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ｄｅｆｅｅｌｓｕｎｅａｓｙ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ａｔ
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ＵＳｐｏｗｅｒｉｓ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ｌｉｓｔｍｏｖ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ｏｒｅｈａｗ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ｅｖｅｎｗｏｒｒｉｅｄ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ｍｉｇｈｔｍａｋｅａ“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ｍｏｖｅ”ｔｏ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２０１７

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ｌｓｔｉｌｌｂｅｉｎ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ｇ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ｒｄｅｒｉ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ａｎｄａｎｅｗｏｒｄｅｒｈａｓｙｅｔ
ｔｏｂｅｕｓｈ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ｄｄｓｔｏ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ａｖｅ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ｏ
ｍａｋｅ：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ｏａｆｉｅｒｃｅｒｉｖａｌｒｙｏ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ｎｅｗｌｙ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ｄｏｅｓ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ｆｉｅｒ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ｓｔｈａｔ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ｋｅａｒｅ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ｎｏｔｓｉｍｐｌｙａｓｔｏｒｙ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

·０３·

 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ｎｄ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ｆａｃｅ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ｊｏｉｎ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ｍａｋ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ｓｔａ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ｖｉ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ｏａｆｉｅｒｃ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ｅ ｔｏ ａ
ｓｔａｎｄｓｔ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ｏｆｕｌｆｉｌ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ｗ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ｌｏｓ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ｂｅ“ｇｒｅａｔ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ｏｓｓｅｓａｎｄａ
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ｓｕｃｈａｃａｓｅ，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ｔｉｓｎｏｔ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ａｖｏｉｄ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ｚｉｎｇ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ｈａｖｅ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ｉ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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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ｈａｖｅｉｒ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ｕｔ，
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ｓｏａｓｔｒｏｎｇｉｍｐｅｔｕｓ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ｒｅａｆｆｉｒｍ 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ｕｃｈ，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ｔｏ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ｔｈｅｉｒ
ｅｖｅｒｇ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１０ｔｏ２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ｈｅ
ｎｅａｒ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ｋｅ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
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ｏｉｔ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Ｉｔｈａｓｔｏｆｉｎｄｗａｙｓｔｏｂｅｔｔ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ｔｓｐｏｗ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ｉｔ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ｔ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ｃｙｉｔ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ｈｉｓｅｒａ，ｉｔｈａｓｔｏｌｅａｒｎ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ｓｕｃｈｒｉｓ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ｃａｎ ｐｒｅｓｓａ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ａｍｏｒ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ｗａｙ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ｆｏｒｂｏ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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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ｄ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ｎｏｔ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Ｔｒａｐ，
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ｆ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ｓｌｉ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ｉｖａｌｒ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ｉｇｎ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ｉｌｌａｎｄ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ｅ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ｎｅｒ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ｓｈｏｕｌｄｌｏｓｅ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ｉ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ｂｅｈｏｎｅｓ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ｐｕｔｍｏｒｅ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ｔｏ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ｏｂｅｗｉｓｅｒ
ｉ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ｇｅｔ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ｔｉｓ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
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ｔｏｊｏｉｎ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ｂ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ｎｏｔａｇａｍｅｂｕｔ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ｏｖｅ，ａ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ａｔ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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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ａｖｏｉｄ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ｉｖｅ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ｏｓｔｅｒ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ａｓｔｏｈｏｗｂｅｓｔ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ｈｏｌｄ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ｉｒ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ｏｒｓ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ｆｗｅｔｕｒｎａｂｌｉｎｄｅｙｅ
ｔｏｔｈｅｍ，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ｌｌ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ｊｅｏｐａｒｄｉｚ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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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
ｔｗｏ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ｖｉｅ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ｔｏｂｕｉ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ｉｔ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ｔｏ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ｓ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
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ｒｅａｃ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ｒｙ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ｒｏｍ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ｔｏ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ａｎｂｕｉｌｄ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ｙ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ＴＡＡＰ），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ＰＳＣＦ），ａｎｄ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ｌｉｋ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ｊｕｓｔ，ｏｐｅｎ，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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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ｅｒｔｈａ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
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ｐａｔｈ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ａｖｏｉ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ｇｏｏ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ｌｋ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ｗｏｒｋ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ｏａｌ？Ｗｉｌｌ
ｔｈｅｙ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ｏｒｉｖａｌｒｙｏｒａｃｈｉｅ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ｗｉｌｌｄｅｃｉｄ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ｔｏｐ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ａｎｄ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ｓ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ｇｅｔａ
ｄｅｅｐ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ｓｐｏｆ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ｒｙｔｏａｖｏｉ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ｅｔｏａ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ａｖｏｉ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ｓｉ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ｏｒａｌａｃｋｏｆｃ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ｄｅ
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ｈ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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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ｄｅ
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ｌｉｓｍａｓａ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ｏａｌｏｆ
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ｒｅ ｒｅａｐ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ｎｅｅｄ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ｔｈｏｍｅｔｏｇａｉｎａ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ａｖｏｉｄ ｂｅｉｎｇｕｎｄｕ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ｏｒ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ｈｅｎ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ｉ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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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ｏｓ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ｍｉｇｈｔｌｅａｄｔｏ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ｏｓ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ｍｉｇｈｔｌｅａｄ
ｔｏ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ＰＲＫａｒ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
ｍｉｇｈｔｌｅａｄｔｏａ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ｗｉ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ｎｏｐｅｎ
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ｐｏｓ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
ｂｕｉｌｄａｎｅｗ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ＵＳ＋Ｘ”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ｇｒｅａ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ｈａｂｉｔ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ｎｅｗ
ｗａｙｓｔｏｃｏｐｅ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ｉｓｓｕｅｓ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ａｃｅ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ｔｏｗａｒ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ａｎｅｗ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ａｎｅｗｗａｙ
Ｒｅｃ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ａ
ｈａｒｄｈｅａｄｅｄａｎ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ｔ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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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ｒｎ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ａｓ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ｔｏ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ｅｗ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Ｆｉｎａｌｌｙ，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ｗｏｒｋｏｕｔａｎ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ｏ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ｍｏｒｅ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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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金融关系走向

预测与应对

何　帆　管　涛　熊爱宗　苏庆义

　　中美经济合作长期是两国关系的 “压舱石”，在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已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

局。未来，随着中美各自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国内经济政策

的调整，两国的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间确在贸

易逆差、汇率等问题上有着现实的矛盾，中美经济关系在

继续向着纵深发展的同时，各类分歧与摩擦也在积聚。是

打 “贸易战”还是加强对话协商，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景主

要取决于中美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两者导致的结果会

大相径庭。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至７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

总统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针对贸易问题讨论制订

“百日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双方对话协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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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在经过３０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已逐步回落。

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对内改革与

对外开放的红利逐步消退，简单依靠投资等原始要素积累

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

增长的新常态。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６７％，未来

可能会进一步走低。

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两个方

面发生改变：一是内外需的转换。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逐步降低。按此方向发展，未来五年，中国高度依赖外需

的时代可能要结束。中国将会更加依赖于内生经济，定位

国内市场，激活并释放国内消费潜能，依靠国内消费引导

经济高质量、和谐、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结构出现重大

调整，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的比重不断上升。２０１５年，服务业占 ＧＤＰ的比

重首次超过５０％，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迎来重要转折点。服

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在未来数年内将持续上升。

未来五年中国将会继续坚定地扩大对外双向开放水平。

中国共产党 （ＣＰＣ）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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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了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要求，在促进贸易便利化、

完善外商和外资投资管理体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

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举措。

从２０１８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

意味着除了明确禁止的 “负面清单”外，所有行业都将允

许外商投资。

服务业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目前，中国正

在四大自贸试验区就服务业开放进行先行先试。但服务业

开放相比中国原有的制造业开放更为复杂，牵涉的利益、

涉及的体制较多，开放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因此，迅速地

完全开放服务业，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

中国将继续坚定地推动市场化改革，其重要内容是国有

企业 （ＳＯＥ）改革。在总体要求、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中国政府都提出了国企改革的目

标和举措。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来国有企业占

比较高，国企改革将会有一个过程，而且具有中国自身

特色。

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对外需的依赖逐步降低，国

际收支趋于平衡。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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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将会增加，给世界包括美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伴随着产

业结构升级，中国对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将

从初级重型物品，如原材料、能源、大型机械等，转向

“软性”、数字的高附加值产品，也将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带来机遇。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或将更为突出。

从对内方面看，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产能过剩、投资乏力、

债务累积等问题日益突出。债务规模上升速度较快，特别

是企业债务负债率过高，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一大风

险。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对未来

经济发展带来约束。从对外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减速所带

来的外部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资本流动波

动性加大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向中高速过渡。但中国依然是全

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未来五年维持６％以上

的增速不仅能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保障，还将对全球经济

做出巨大贡献。

二　美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可能呈温和增长态势。从２０世纪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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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不断下降，特别是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速基线出现下移，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美国

经济增长维持在１５％—２５％的低速增速区间，明显低于

金融危机前３％以上的增速。未来五年，温和缓慢增长或将

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调。受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移

民改革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受到

制约。

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

化。第一，美国作为全球最后消费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的作用有所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依赖信用驱

动消费的增长模式带来冲击。第二，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希望借助制造业复兴，来巩

固经济复苏和刺激就业。在国内，美国政府提出 “再工业

化”战略，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甚至喊出 “雇美国人、

用美国货”的口号，对外则积极鼓励制造业回流。尽管有

评论认为，这可能只是创造就业的政治需要，制造业带动

就业的效果并不会太明显，但这种转变趋势值得关注。

美国经济在未来五年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从美国国内

来看，劳动生产率放缓、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基础设施投

资不足、收入不平等、政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正困扰美

国经济。美国出现劳动生产率长期放缓趋势，研发投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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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新技术上的投资势头较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有所下

降。这表明，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可能不只是周期性的，而

是结构性的，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经济长期放缓。

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显

示，２０１３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为６５００７４美元，是

中等收入家庭 （９８０５７美元）的 ６６倍、低收入家庭

（９４６５美元）的近７０倍，① 差距达美国人口统计局１９６７年

开始监测以来的最大值，美国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最

不平等的国家。中国希望美国努力弥合国内收入差距，以

扩大中产阶级比例，同时应防止以增加就业、保护低收入

阶层为由，对中国对美贸易和投资实施歧视性待遇。

三　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可能趋势

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相比，中美两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都将有不同程度的下移。未来五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将会进一步下降，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潜在金融风险

有所增加。美国经济虽持续复苏，但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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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潜在增长较此前也可能有所下降。双方经济增长将会更

为平缓，相比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应该更为稳定，但是深层次的

问题仍在累积，为双方带来挑战与风险。

中美两国未来经济的变化既会促进两国的合作，也会促

进两国的竞争。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将会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为双边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而增加两国的紧密度。但随着中美经济结构向趋同方向

发展，在制造业等方面可能产生更大的竞争。但无论如何，

中美经贸关系将会更为紧密。

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将会促进中美在全球的合作。作为世

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两国都将面对全球化退潮、

收入差距扩大、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交织等不利影响，唯有

加强相互合作才能对这些挑战做出应对。两国如果放弃已

有的合作，将会对两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

影响。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合作多于竞争，两国经济在共同演

进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总体仍然向好，但在具体领域双方利益

冲突会有所加剧，与此同时，政治因素对经济关系的影响

将会更大，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少地依赖

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总体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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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但一些美国政要仍不断控诉中国导致了美国巨额贸

易逆差以及 “窃取”了美国人的工作。可以预见，今后美

国在贸易政策方面将会更趋强硬，有可能会通过提高关税、

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指责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方式对中国

实施贸易保护。对此，不少国际媒体和观察家都认为，“中

美贸易战”已呼之欲出。中国担心美国放弃自由贸易原则，

追求贸易与投资保护，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

阻碍世界经济复苏，也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统

计，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２０１５年增加了两倍，达

到４５６亿美元，未来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① 但是，

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面临非常多的安全审查壁垒，如果特

朗普政府以保护美国企业竞争、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安全为

名，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增加中国对美投资障碍，将极大

阻碍中国企业在美加大投资的兴趣与力度。

部分美国人士对中美贸易的解读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

认为中国出口对美国就业产生冲击，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

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此类认识如果上升为美国政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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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破坏中美间密切的经济合作。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能用零和博弈的视

角去看待。中美建交 ３０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已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美贸易

额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５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１９６亿美元，３８

年间增长了２１１倍；中美服务贸易额已超过 １０００亿美元，

美方对华保持顺差。同时，中美双向投资迅猛增长，截至

２０１６年年底，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１７００亿美元。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２０１５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２６０万个

就业岗位，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２１６０亿美元，相当于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２％。① 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

物价水平降低了１—１５个百分点。

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美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提高了

自身的整体福利。② 除了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原因外，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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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失业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的产业升

级与转型，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研究发现，美

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逆差仅贡献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

１６３％ （中美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应该更低）。该研究同时发

现，美国制造业失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的生产率相对

服务业提高更快，其对失业的贡献度超过 ８０％。① 换句话

说，大部分的失业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

四　中美经贸关系的应对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美国主导并受益于战后的制度安排，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建立为商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美国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中国基本接受了这

种制度安排。中国也是现行全球经济秩序的受益者。

然而，中国也注意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的经济

全球化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国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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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失衡等问题。但全球化不能走回头路，而是应走向升级

版。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达沃斯世界经

济论坛演讲中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

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

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

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中国希望与其他各国一同，构建更加包容、和谐、平衡

的经济全球化，希望中美共同探讨有利于各方的经济全球

化的安排，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

开放、愿意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将继续为区域

及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愿意并积极努

力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重要的 “稳定器”。

中国关注美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态度，希望在以下 （但不限于）领域探讨与美方加

强双边和全球合作的可能：

第一，建设性缓和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合则两利、

斗则双输，中美贸易战将不会有赢家。中国非常希望增加

来自美国的进口，只要美国愿意放开不必要的出口管制，

美国对华出口就会有一个大的增长。希望削减美国对华贸

易赤字的 “百日计划”能遵循后者的思路。习近平主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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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８万亿美

元的商品、吸收６０００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

达到７５００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７亿人次。无疑，这将

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

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

第二，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对外投资有利于中美两国

创造就业。投资协定将为投资繁荣提供制度保障。尽快完

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谈判符合双方利益，并为未来

的全球多边投资规则奠定基础。

第三，加强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中方希望

能与美方加强合作，促进各自国内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中方对美国加

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一带一路”倡议持开放立场，

中方企业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特朗普总

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第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作为世界第一

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双方的合作对于稳定世界

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２０１６年，中美双方在 Ｇ２０等

领域的紧密合作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曾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美双方都应注意自身政策的 “溢出”和 “回荡”效应，

寻找政策工具的国内与国际目标的最佳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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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５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ｔ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ｓｈａｒｅｏｆＧＤＰ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ｒｉ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ｙｅａｒｓ

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ｉｔ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Ｆｉｆｔｈ
Ｐｌｅｎｕｍ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１８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ｔｏ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ｐｌａｎａｌｓｏ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ｗｏ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ｏｔｈ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ｉｎ２０１８，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ｆｏｒｍａｌ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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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ａ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ｂｅａｌｌｏｗｅｄｉｎａｌ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ｏｓ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ｙ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ｏｎ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ｉｌｌｂｅ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ｐｉｌｏｔａｉｍｅｄ ａｔ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ｐｉｌｏｔｚｏｎｅｓ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ｎ
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ｉｓｋ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ｓｕｃｈ，ａ
ｒａｐｉ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ｙｎｏｔｂ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ｔｅａｄ ｆａｓ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ｏｆ
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ＯＥ）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ａｒｅａｓｓｕｃｈａ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ｍｉｘｅ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ｆｒｏｍ ｆｌｏｗ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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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ｉｃｈＳＯＥｓｆｏｒｍｅｒ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Ａｓ
ｓｕｃｈ，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ｍａｎｄｗｉ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ｔｅｎｄｔｏｗａｒ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ｒｉ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ｉｍｐｏｒｔｍ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ｕｐｇｒａ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ａｓｈｉｆｔａｗａｙｆｒｏｍ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ｏｏｄｓ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ｂｅａｓｈｉｆ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ｏｆｔｇｏ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ｉｓｔｏｏ
ｗｉｌ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ｏｍ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ｉｓｋ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Ｄｅｂｔ
ｉ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ｌ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ｅｂｔ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ａｍａｊｏｒｒｉｓｋ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ｗｉｄｅｎ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ｈａｒｍｇｒ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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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ａｔ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ｈａｖｅｂｌｕｒｒｅｄ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ｆｒｏｍ
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ｏ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ｂ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ｓｔｅ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ｗｉｌｌ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ｙｅｎｔｅｒ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ｇａｎｆａ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
ｆａｌｌ，ｈｏｖｅｒｉｎｇａｔａ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ｏｆ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ｔｏ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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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ｃｅｎ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１５，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ｅ
ｃｒｉｓｉｓｌｅｖｅｌ，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ｏｒｓｌｕｇｇｉｓｈｇｒｏｗｔｈ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ｌｕｓ，ｔｈｅ
ＵＳ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ｂｙｓｕｃｈ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ｏｋｐｌａ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ｒｏｌｅ
ａｓ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ｆ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ｇｏｏｄｓ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
ｄａｍａｇｅ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ｔｈａｔｉ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
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ｒｅｖｉｖ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
ｓｏｌｉｄｉｆｙ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ｂｏｕｎｄａｎｄｓｐｕ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ｒｏ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ａ
“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ｈａｓ
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Ｂｕ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ｌｏｇａｎ
ａｎｄｂｅｅｎ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ｗｈｏｈａｖｅ
ｍｏｖ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ｒｏａｄ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ｈｏｍ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ｔｏｒｓｈｏｌ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ｏｙｔｏｂｒｉｎｇｂａｃｋｊｏｂｓ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ｔｈａｔ
ｗｏｎｔｂｅｖｅ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ｊｏｂｓ———ｔｈ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ｓ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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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ｆａｃｅａ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ｉｓｋｉｎ
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ｐｌａｇｕｅｄｂｙａｈｏｓｔ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ａ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ｓ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
ｔｈｅＵＳ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ｈａｓｆａｌｌｅｎ，ｓｏｔｏｏｈａ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ｐｒｅ
ｃｒｉｓｉｓ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ｉ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ｒｏｐｉｎｔｈｅ
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ｍｅｒｅ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ｈｉｓｍａｙｌｅａ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Ｓ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ｉｓａｌｓｏ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Ｓｂａｓｅｄ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２０１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ｓ＄６５０，
０７４ — ６６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９８，０５７）ａｎｄｎｅａｒｌｙ７０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ｏｆ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９，４６５）①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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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ｓＬｏ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ｉｓｎｏｗａｔｉｔ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ｂｅｇａ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ｉｓｄａｔａｉｎ１９６７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ｎｏｗ ｈａ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ｕｎｅｑｕａｌ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ｈｏｐ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ａｎ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
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ｍｐｏｓｅ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ｎａｍ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ｒａｔｕｍ

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ｔｓ，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ｐｒｅｃｒｉｓｉｓ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ｗｉ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ｔｗｈｉｃｈｐｏｉ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ｓｗｉｌ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
ｒｅｂｏｕ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ｍａｙａｌｓｏｆａｌｌ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ｅｖｅｌ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ｍａ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ｉｎｂｏ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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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５，ｂｕｔｄｅｅｐｓｅａｔ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ｔｏ
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 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ｗｉｌｌｓｐｕ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ｈｉｎａｓ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ｇｒｏｗｔｈ
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ｍａｎｄｔｏ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ｄｒｉｖｅｎｂ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ｄｅｍａｎｄｗｉｌｌｐｒｏｍｏｔ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ｕｒ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ｌｏｓｅｒＢｕｔａｓ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ｈｅｒｅｍａｙ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ａｒｅａ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ｃｌｏｓｅｒ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ａｔ

Ｎｅｗ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ｉｌｌｄｒ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ｔｗ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ｂｏｔｈｂ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ｉｄｅｏｆａｎｔｉ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ｇｌ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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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ｒｅ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ｗｉ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ｈａｓｂｅｅｎｇｏｏｄ，ｂｕ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ｌｌｃｏｍｅｔｏｅｘｅｒｔａ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ｄｅｓｕｒｐｌｕ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ｍｕｃｈ
ｌｅｓ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ｏｆｉ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ＵＳａｌｓｏｓａｗ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ｏｆ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ｋｅｐｔｂｌａ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ｓｔｅａｌｉｎｇｊｏｂｓｆｒｏ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
ｎｏ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ｔａｋ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ｙ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ａｒｉｆｆｓ，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ｕｂｓｉｄ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ａ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ｌｉｇｈｔ
ｏｆｔｈｉｓｔｒｅｎｄ，ｍａｎ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ａｏｕｔｌｅｔ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ｂｏｕｔａｎ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ｗａ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ｍａｉ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ｓｔｈａｔ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ａｙｆｏｌｌｏｗｓｕｉｔｉ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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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ｂａｎｄｏｎ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ｉｎｓｔｅａｄｐｕｒｓｕｅ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 ｉｍｐｅｄ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ｈａｒｍ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ｒａｐｉｄ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ＵＳＲｈｏｄｉｕｍ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ｉｐｌｅｄ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６，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４５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① Ｔｈｉｓ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ｅｎｄ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ｆａｃ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ｗｈ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ＳＩｆ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ｍｏｖ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ｔｗｉｌｌ
ｄａｍｐ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ｐｏｒｔｓｃａ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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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ｆｒｏ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ｗｉｌｌ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ｈｕｇｅ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ｆｉｔ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ｚｅｒｏｓｕｍ ｇａ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ａｒｔｅ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３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ｏ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ｅｎｔｗｉｎｅｄ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６，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 ＄２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５１９６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００
ｔｉｍｅｓｉｎ３８ｙｅａｒ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ａｓｕｒｐｌｕｓｏｆ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１０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
ｂｏ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ｓｕｒｇｅ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１７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２０１６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
ｒｅｐｏｒｔｊｏｉｎｔ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２６ｍｉｌｌｉｏｎｊｏｂｓ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２０１５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２１６ｂｉｌｌｉｏ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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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ｑｕａｔｉｎｇｔ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２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ｉｔｓＧＤＰ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ｙｅａｒ①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ｉｃ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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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②Ｂｅｓｉｄ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ｈａｖｅ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 ｃａｕｓ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ａ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ＵＳｎｅｔ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ｗｉｔｈ
ａｌ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ａｂｏｕｔｏｎｌｙ１６３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ｉｔ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ｌｏｗｅｒ），ｗｈｉｌｅａｆａｓ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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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ＡＡ，ＺｈａｎｇＪ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６（３）：１５３－１８３



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ｔｏｆａｃｔｏｒｙｌａｙｏｆｆ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①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ｍｏｓｔ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Ｓｇｕｉｄｅｄａｎｄａｌｓ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ｅｄ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ｗａ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ｒｅｔｔｏｎＷｏｏ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ｏｓ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ｖｅｌ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ｃｅｎｔ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ｃｏｍｅ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ｓｕ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ｏｓｔ
ｏ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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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ｅｈｏｅＴＪ，ＲｕｈｌＫＪ，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ＪＢ，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ｈａｖｅ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ｌａｗｓｅｘｉ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ｓｅｆｌａｗｓ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ｈｅｒｅｔｏ
ｓｔａｙ，ｓｏ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ｉｔ，
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ｈｏｗｔｏｕｐｇｒａｄｅｉ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ｉｎｈｉ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ｉｎＤａｖｏｓ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Ｗｈｅｔｈｅｒｙｏｕｌｉｋｅｉｔｏｒ
ｎｏ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ｔｈｅｂｉｇｏｃｅａｎｔｈａｔ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
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Ａｎｙ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ｃｕｔｏｆ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ｌａｋｅｓａｎｄｃｒｅｅｋｓｉｓｓｉｍｐｌｙｎｏ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ｄｅｅｄ，ｉｔｒｕｎ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①

Ｃｈｉｎａ，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ｎｔ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ａ
ｆｏｒｍ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ｍｏｒ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ａ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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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１７０１／１９／ｃ＿１３５９９７３
５０ｈｔ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ｓｏｔｈａｔａｌ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ａｎｃｏｍ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ｉｔｓ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ｉ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ｍ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ｉｓ，ｉｔ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ｒｅａｄｙｔｏｐｌａｙ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ｂｏ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ｂｅ，ａｎｄ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ｏｆ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ｙａｒｅ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ｒａｄｅｗａｒ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ｎｏｗｉｎｎｅｒ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ｅｉｔｈ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ｒ
ｌｏｓ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ｋｅｅｎ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ａｎ
ｒｅｍｏｖｅ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ｓｕｒｇｅ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ｔｈｅ１００ｄａｙｔｒａｄｅｐｌａｎ
ｗｉｌｌａｉｍａｔｔｈｉｓｇｏａ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ｘｉｎｇｓａｉｄａｔｔｈｅ
Ｄａｖｏｓｆｏｒｕｍ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ｎｓｔｏｉｍｐｏｒｔ＄８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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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ｄ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６００ｂ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ｋｉｎｇ＄７５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ｏｆ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７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ｖｉｓｉｔ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ｂｅｔｔｅ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ｈｅｌｐ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ｍｏｒｅｊｏｂｓｆｏｒｂｏｔｈ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ａｌｋｓｏｎ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ｌａｙ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ｅｔｏｆｒｕｌｅｓ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ｈｏｐｅｓｔｏ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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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ｏ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ｉ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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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亚太分歧与缓解路径

朱　锋　黄仁伟　胡　波

　　当前，中国日渐成为对亚太事务有巨大影响的大国，

而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和影响依然举足轻重，中美间崛起国

与主导国的权力竞争，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而中美利

益交融也最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关于亚太，中美的认

知与视角有所不同。在中国看来，“亚太”主要是指东亚和

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人往往持有 “泛亚太”的观念，还

有人提出了 “印太地区”（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的概念，包括太平

洋东西海岸、亚洲及印度洋。

在战略认知方面，中国的利益关切主要是维护该地区的

和平稳定与繁荣、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与主权，以及成为亚

太秩序中的重要角色；美国同样需要亚太和平与繁荣，同

时强调维护地区安全规则、盟友安全，以及亚太主导地位。

两国在亚太的矛盾与竞争随处可见。未来中美会走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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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或冲突，还是和平与合作，将取决于中美两国特别是

美国的选择。关键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与空间，并寻

求秩序理念上的相互包容。

一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观察近代以来中国在亚太的角色与定

位。第一阶段为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

族独立和解放，开始融入基于民族国家原则的现代国际体

系，成为首先取得完全独立的亚洲国家之一，并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为１９４９—

１９９１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保卫自身

主权和安全的能力提高，逐渐成长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的一支力量。面对冷战两极格局，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

关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大大改善了本地

区的安全环境，为亚太各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

件。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视和平与发

展为时代主题，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中美开始超越分歧，

加快经济合作的步伐。第三阶段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

济大幅增长，成为该地区新的增长引擎，成为牵动地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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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支持东盟主导地区合作

系列机制，提出综合安全观和 “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在

秩序层面探索和形成自己的观念和政策。

美国在亚太角色地位的演进也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

看。第一阶段为美国独立到１９４５年，美国通过自身发展和

陆、海战略扩张，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在确立世界超级大

国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主导亚太事务的权力。许多美国

人士同情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

了贡献，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第

二阶段为冷战时期，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界，以防范 “共产

主义扩张”为己任，并不惜介入朝鲜战争和越南内战，与

中国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冷战后期美国调整政策，与中国

共同抵御苏联的扩张，双方建立了反对霸权的共同立场，

与中国的关系得到缓和。第三阶段为冷战结束之后至今，

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亚洲发展较快的２０多年，

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曾有所降

低。但自２０１０年开始，美国突出安全因素，将维护亚太领

导地位与牵制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政府倡议 “重

返亚太”，提出了 “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盟友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防止一个崛起的中国侵蚀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其全球最

·４７·

 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 



大的战略威胁之一。

２０１６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第 ４５届美国总

统。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特朗普政府上台。特朗普政府究竟

将实行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还在观察之中。但

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竞选之后的对华政策主张来看，人

们似乎难以对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

特朗普政府似乎想要重申里根政府时代的 “以实力换和平”

战略，不仅将大举扩充美国军备、建设更加强大的核武库，

还威胁将对中国发动 “贸易战”、让美国的产业投资重新流

回美国国内、威胁不再接受 “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特

朗普的亚洲政策似乎想要从奥巴马时代的保障 “有规则的

秩序”，转向 “以实力为基础的秩序”。特朗普时代的美中

关系究竟将如何演变，是更多的合作还是趋于更多的对抗，

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和美国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历史上，两国合

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对抗的时间，两国的地区角色多数情况

下是互补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的最大亮点，就是亚太

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这也离不开中美两国的贡献

与合作。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抱有不认可和

不信任的态度，期待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起来后会导致政治

变革，在对华政策上从未放弃 “两面下注”。近年来，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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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加之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急剧调

整，中美战略分歧的一面日渐凸显，一些战略界人士甚至

认为，“中美正在接近一个冲突的临界点”。

二　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

与对美方的关切

自１９７８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亚太的战略

目标总体上是一以贯之的，具有较强的延续性，那就是为

自身发展构建和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捍卫领土完

整、主权与主权权益，以及在亚太秩序的改革与完善中发

挥建设性作用。

（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亚太区域的稳定、和平与繁荣，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

前景和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治社会稳定。

过去３０余年，得益于自身努力与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人

均ＧＤＰ从１９７８年的不到２００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８０００美

元。中国经济高度依赖面向东亚和太平洋方向的对外通道

联系。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货物贸易大国，且６０％

的对外贸易面向亚太地区，中国的海外利益也主要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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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向全球延伸。

２０１２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 “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即到２０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２０４９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两个一百

年”目标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基点，这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国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对外政策包

括周边外交也将服务于这一目标，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内外安全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希望美国能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

要力量与合作伙伴，也注意到美国在促进亚太经济繁荣、

制止核扩散、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所起过的积极作用。

但近些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与作战概念等都

日益瞄准中国，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也

在快速强化。这越来越引起中国对美国危及自身安全的担

心，也促使许多中国人怀疑，美国究竟有无诚意尊重中国

的和平发展？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在亚太

的合作也是该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中国倡导了 “一

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欢迎美国参加，

对美方表现出的批评和阻碍姿态难以理解，也希望美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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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要再试图在该地区建立排他性的地区性秩序安排。

（二）领土完整、主权与主权权益

近代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列强的侵略，有着百余年的民

族独立斗争历史，时至今日，中国仍没有实现大陆与台湾

的统一，在海上也有一些岛礁被其他国家侵占。中国十分

珍视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地位，在此类问题上异常敏感

和警觉，不能放弃自己的严正立场，更不能允许对中国领

土主权和权益的新的挑衅和侵犯。

考虑到历史和现实，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需要，中

国在相关问题上一直奉行和平、务实而克制的态度。中国

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争取以 “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两岸

和平统一，只要台湾当局不搞 “台独”，大陆愿意继续推动

两岸和解。台湾问题的出现源自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中方认为美国始终将台湾问题当作牵制中国的一张牌。在

台海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台

湾岛内政局动荡的情况下，美国的既定政策面临巨大挑战，

是倾向于约束 “台独”？还是再次纵容台湾当局挑起危机？

在钓鱼岛、南沙岛礁等问题上，中国的政策是 “主权

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近些年来，中国在东海、南

海的维权行动确实变得日益坚决，主要是针对日本、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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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等国家挑衅行动的反制，中国处理上述问题的大政方针

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

调要坚持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要

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

定”。美国频繁声称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 “选边站”，

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支持甚至鼓励其他争议方给中国制造压

力，在中方看来显得过于虚伪。考虑到历史上美国是钓鱼

岛和南沙群岛问题出现的始作俑者之一，中国对美国在这

些问题上 “选边站”非常反感，更不能接受美国走上前台

公开介入上述问题。至于美国所谓 “维护国际法和地区稳

定”的说辞，难以让中国人信服，事实上，正是美国 “重

返亚太”以来，这些海洋争端问题才愈演愈烈。美国需要

严肃考虑自己在这些争端问题中的角色，如果后任美国政

府仍坚持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中美走向对抗或冲突的危险

只会越来越大。

（三）地区安全架构与秩序

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安全问

题。在秩序观念方面，中国不主张泾渭分明的结盟和对抗，

更青睐开放、包容的安全制度。冷战后，中国奉行合作安

全理念，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各种开放型安全机制，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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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中国不在美国所界定的安全架构之内，游离于美国主导

的同盟体系之外。不过，在７０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的相当

长时期内，中国都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和平相处。虽然中国

不欣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美国的同盟体系，但只要它不针对自

己，中国也没有采取强硬立场予以反对。中国尊重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传统存在和利益，但中国不希望成为美国所主

导的同盟体系排斥、威胁甚至恐吓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发

展和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对此自然愈发难以容忍，反抗

力度也会越来越大。

过去几年，美国的同盟体系建设明显针对中国，除美

日、美菲、美澳等传统盟友体系外，美国还极力打造美日

澳、美日菲等小多边的同盟网络。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多

个热点问题上关系趋于紧张，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同

盟体系的日趋咄咄逼人。随着中国与美国的部分盟国间矛

盾的日渐尖锐，美国需要认真考虑以同盟体系为支柱的地

区安全架构的包容性问题，如果美国继续以盟友画线，在

构建地区安全规则时继续绕着中国走，甚至毫不顾忌中国

作为一个亚太大国的应有安全利益和活动空间，两国的安

全困境和战略疑虑势必更加恶化。美方经常讲 “基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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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而规则的基础是共识，国际规则意味着主权国家

利益和权利的让渡，因此必须基于相关国家间不同立场和

主张的最大公约数。而以完全基于自身立场的所谓规则去

规范他人，那就是霸权。中方的问题是究竟是谁的规则，

哪些规则，如何根据现状的发展来定义规则，以及如何实

现共同规则的演进和发展。

三　妥善应对亚太热点问题的建议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近期有三大热点问题，中美双方无

法回避，需要妥善处置。

（一）“台独”问题

台湾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完整，攸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

国坚持不放弃武力遏止 “台独”的选项。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经过多轮激烈的折冲和博弈，逐渐形成目前相对稳定

的共识，美方明确了自己不支持 “台湾独立”的立场。美

国近三届政府都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敏感性和危险性，保

持审慎态度，台海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在马英九执政期

间，两岸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上台的台湾民进党政权拒绝承认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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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识”，两岸关系正在经历新震荡。中国关注美国的对台

政策，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反对美国在亚太区

域安全版图的调整过程中，鼓励和支持 “台湾角色”。美国

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前，就台湾问题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坚

持 “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行，一度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０日，特朗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主席的电话通话

中，声明将坚持 “一中政策”，坚持发展对华合作，给两国

关系开了个好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 “不容谈判”

的问题，中国对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不容置

疑。中、美增进两岸关系在 “一中框架”下的在台海局势

问题上建设性地互动，降低台湾因素对北京—华盛顿关系的

干扰，符合两岸三地的共同利益。

（二）南海问题

近两年来，随着美国加大介入，南海问题有从中国与邻

国间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滑向中美间地缘战略竞争的

风险，双方应认识到，南海不应成为两国战略博弈的竞技

场。中国拥有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以及相关海洋权益，南海

亦是中国通往远洋的最为重要的海上通道。美国既然宣称

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那么中美在南海不应该

有实质性的分歧，两国均有责任维护南海通道和西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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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障南海 “航行自由”，这也符合中美

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然而，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持续关注，特别是通过派遣军

机和军舰在南海中国岛礁抵近航行，夸大中国在新建岛礁

的 “军事化”等行动，鼓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 “域

外国家”在南海和美国联合巡航等干预性行动，不利于南

海局势的稳定。美国军方更是倾向于将南海问题视为保障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战略优势、防止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

焦点地区。一方面，中国、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三边关

系，因为南海问题复杂化难以降低；另一方面，日本在美

国的鼓励下，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外交和军事介入，未来南

海局势的不确定性难以降低。如果美国只考虑自己和盟友

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企图以牺牲中国主权和利益为代价维

护其海上霸权，那么中国必然要进行反制，中美两国在南

海的战略对抗似乎难以避免。

中美两国需要及时和冷静地处理两国在南海的争执，并

努力发展在南海地区有利于主权争议解决与各自关注得以

有效应对的合作架构。维护南海局势稳定与商业水道安全，

中美不仅有竞争性的关注，同样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美

国应该鼓励中国和东盟之间正在进行的 ＣＯＣ框架谈判，鼓

励中国和东盟就南海争议的解决启动双边对话，支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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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盟国家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制度。这些举措，都将实

质性地有利于降低南海主权争议引发的冲突。

对于被他国侵占的南沙岛礁，中方在考虑历史和现实的

基础上，应继续落实同有关声索国和东盟对话的 “双轨”

思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岛礁归属争端。中国原则上支持

在南海地区建立 “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也尊重包括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但中国在南海诸岛

享有主权的法律依据与历史事实清晰。美方应对南海问题

的经纬和中国的政策有更全面和准确的了解，避免将中国

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曲解为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谋求排他性

的 “控制权”，坚守中立立场，停止鼓励、刺激盟友和伙伴

在南海采取与中国对抗的行为。我们强烈建议中美双方应

就南海问题展开对话。

（三）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是亚太地区目前最具威胁性和爆炸性的地区安

全热点。从２００６年以来，朝鲜已进行了５次核试验，其中

４次都发生在２００８年六方会谈停摆之后。朝鲜还不间断地

进行卫星和弹道导弹发射。金正恩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不

再参加六方会谈、不会放弃核武器甚至是在竭力加速建立

可投射的核能力的进程。２０１６年９月朝鲜进行的第五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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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和２０１７年２月进行的导弹试验，意味着朝鲜的导弹与

核威胁达到了新水平。中美双方有必要加强合作、采取共

同的行动，打破目前朝核问题的僵局，切实推进朝核问题

的解决进程。我们应该看到，“只制裁、不对话”的政策没

有达到遏制朝鲜拥核的目的。美韩在半岛频繁举行大规模

联合军事演习，也只会加剧朝鲜半岛的对立情绪。同时，

美国一方面试图把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又鼓励韩国部

署 “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了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联合应对

的努力。

中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坚持半岛局势 “不生

乱”和 “不生战”的立场，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

和半岛分裂局势。２０１７年４月６—７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第一次 “习特会”，

就朝核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领

导人认识到朝核问题的威胁性和严重性的上升，愿意加强

合作，共同遏制朝鲜有可能采取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等

挑衅性行动，推进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习近平主席

与特朗普总统所达成的 “海湖庄园共识”，需要进一步落实

到行动上。在朝核问题上一旦重建中美紧密合作，打破目

前半岛的紧张局势，并切实启动朝鲜半岛 “停、核机制”

的转化，将十分有利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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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进程的发展。

四　中美亚太分歧的出路

１９７２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

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原则今天仍然适

用，关键在于中美两方都不应谋求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正

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无论是分权共治、共同进化，还是安全共同体，归根结底

都要看中美两国能否在亚太形成更具共识性、包容性和建

设性的 “共同愿景”。我们认为，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双方应做如下努力：

第一，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是缓解分歧的基础。中美双方

应培养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主动沟通的意识和习惯。从

中美交往的历史和现实看，彼此的沟通和了解对战略判断

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现在，中美业已成为亚太棋局中的两

个最重要棋手，彼此的哪怕是很小的动作，都不可避免地

会引发对方的猜测与反应。两国应围绕亚太重大问题进行

更加坦诚的战略沟通与对话，内容可包括 “一带一路”倡

议、中国海洋战略、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同盟体系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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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探索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

合作的各种可能路径。

由于中美的亚太互动涉及主权、权力、发展、规则、荣

誉等多重利益和原则，所涉议题高度敏感，中美需要加强

高层对话和展现领导力，并在各自国内构建强有力的跨部

门网络，切实落实高层沟通的成果。

第二，相互的战略调适是中美长期和平的保证。双方需

要从战略高度探索 “和平共存”和 “共同进化”的可能性。

中国从陆望海，海洋战略一定是区域性的；而美国从海看

陆，其海洋战略通常是全球性的。两国不仅先天地理禀赋

有很大差异，两国历史传统和发展路径也截然不同，这决

定了两国的视角和目标具有天然的差异性和包容性。目前

两国在海上的权力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中国在近海需要有

适当的空间和地位，即便美国要保持在全球海洋的主导地

位，在西太海域有利益关切和传统影响，但不应试图构建

排他性势力范围，阻挡中国成长为海洋强国。双方都需要

认识到自身实力的缺陷，相互包容妥协。

中国最需要改进的是追求目标的方式。中国在行动时，

需要给予传统强国美国以适当的外交空间，更及时准确地

向美国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海洋争端中需慎重考虑军

事手段的应用，避免迫使美国在或是与中国对抗、或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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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盟友的两难境地中做选择；在追求近海利益时，要充分

考虑美国有关海上航行自由等利益关切。中国需要建立强

大的军事威慑，但要注意到自身海上力量发展的有限性，

不宜追求美国那样的全方位的海上目标。

美国应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中美在亚太的主

要矛盾，是中国维护主权及海洋权益与美国维护亚太海上

主导地位之间的摩擦。美国应理性地认识到，只要中国保

持崛起势头，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终究会发生较大变化。

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崛起和走向海洋的追求，给予中国应有

的空间和地位，避免过度激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应放弃在该地区打造针对中国的 “北约”的企图，肯定并

鼓励中国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航行自由与地区稳定

等方面的贡献。

第三，共同塑造包容性的亚太秩序是两国的根本路径。

美国在亚太的安全秩序、利益不能容纳也不能顾及非同盟

国家，是当前亚太安全矛盾和摩擦的制度性根源。中美要

想在亚太共存，没有别的出路，唯有超越现存安全架构，

共同促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特别是需要在

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问题上 “重新对表”，防范该地区出现

“新冷战”，抑或 “阵营化”的局面。中美两国应与亚太其

他国家一道，共同筹谋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应比目前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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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次区域机制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应涵盖非传统安全问

题。在这个架构之下，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与在亚太影响

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可以实现共处，避免亚太地区出现新的

对立和对抗。通过更加包容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美国、

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力量，可以在维护地区安全、降低紧张、

管控危机等方面分担责任，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

间也可以建立起更为制度化和规则化的沟通机制。

第四，坚持用合作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中美

之间的一切争议和冲突，是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

的关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

普先生赢得２０１６年总统大选后的贺喜电话中表示： “中美

建交３７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特朗普先生

在电话中对习近平主席强调以合作来应对美中关系中的一

切问题的看法，也表达了积极的认同意见。中美关系今天

确实面对着诸多的经济、贸易、安全与战略领域的争议。

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南海与东海的维权政策走向、

中国国内市场状况、军事力量发展和政策含义都有诸多的

疑虑甚至焦虑；中国对美国是否在加大对中国周边形势的

干预也存在着浓厚的疑问。然而，不管中美之间出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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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争议、摩擦甚至冲突，只要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坚持

合作性的应对路径，中美关系就能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发

展势头。这是两国领导人为了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

平与繁荣，需要共同承担的历史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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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ｔｅｒｕｓｕａｌｌｙ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ａｎ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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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

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ｓｄｅｅｐ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ｍａｊｏｒｐ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ｂｕｔ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ｒｕｌｅ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ｃａｎ

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ａ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ｓｔｒｏ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ｈｏｗ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ｅｖｏｌｖ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ｒ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ｉｔ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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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ｏｌ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８４０ｔｏ１９４９，Ｃｈｉｎａ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ｗｉｎｉｔｓｆｕｌ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ｄ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

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９４９ｔｏ１９９１，ｓｉｎｃｅ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ｙ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ＰＣ）Ｉｔ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ｇｒｅｗ
ｉｎｔｏａ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ｆｉｒｍｌｙ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
ｏｎｅｓｔａｔ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ｉ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ｈａｗ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１９７０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ｔｉｍｅｄｕｒ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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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ｊｏｙｅｄ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ｉｎａ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ｉｔｓｅｌｆｉｎｔｏ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ｆｒａｍ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ｌｏｏｋ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ａ
ｆａｓｔｅｒ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８，ｔｈ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ａｎｅｆｆｏｒ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ｒｔ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ｏｐｅｎｕｐ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ｗｏｒ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
Ｗａｒｉｎ１９９１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ａｓｎｏｗｂｅｃｏｍｅ
ａｇｒｏｗｔｈ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ｓａ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ＳＥＡＮ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ｓａｌｓｏ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ｔｓｏｗｎ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ｄｅｒ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ｓａｌｓｏｅｖｏｌｖ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７７６ｔｏ１９４５，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ｃａｍｅａ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ａｆ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ｗｏ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ｓ，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ｏｗ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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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ｔｏ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ｍａｎ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ｉｔ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ｉｔ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ＷＷＩＩ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ｗｈｉｃ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ｅ
ｆｕｌｌ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
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ｗｈａｔｉｔｓａｗａ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ｏｆｉｅｒ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ｔｓ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ｊｏｉｎｅｄｈ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ｎｌｙ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ｊｏｙｅｄ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
ｔｈｒｅ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ｄｒｅｗ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０，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ｏｎ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ｒｏｌｅ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ｙｐｉｖｏ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ｉｔ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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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ｖｉｅｗ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ｗ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６，ａｎｄｔｏｏｋｏｆｆｉｃｅ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１７
Ｉ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ｗｈａ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ｓＡｓｉａ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ｂｕｔｌｉｔｔｌｅ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ｃａｎｂｅ
ｇｌｅａｍｅｄｆｒｏｍ ｈｉｓ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ｈｉｎｇ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２０１６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ｆｏｒｍｅ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ＪｉｍｍｙＣａｒｔｅｒ，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Ｕ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ｏｕｎｄｂｙ
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ＭｒＴｒｕｍｐ
ｒｅｃａｓｔｈｉ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ｐｅａ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Ｕ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ｒｓｅｎａｌｇｒｅａｔｌｙ，ｖｏｗｉｎｇ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ａ“ｔｒａｄｅｗａｒ”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ｒｕｍｐｓ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ｏｋｌｉｋｅ？Ｉｔｓｅｅｍｓｉｔｗｉｌｌ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ｐｏｗ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ｉｓｃｒｅｄｉ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ｓ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ｇｉｖｅｎｕｐｏｎｉｔｓ“ｈｅｄｇｉｎｇ”
ｇａｍｂｌｅｏｎｉｔｓ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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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ｒａｐ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ａｓｔ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ｈａｖｅ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ｅｄｇ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２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ｉｎｃｅ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ａ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１９７８，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ａｎｄｕｐｈｏｌｄ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ｐｌａｙ
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ｒｄｅｒ

（１）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Ｃｈ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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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ＧＤＰｒｏｓｅｆｒｏｍ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００ｉｎ１９７８ｔｏ
＄８，０００ｉｎ２０１５，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ｈｉｇｈ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ｒｏｕｔｅｓ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ｎｄｅｅｄ，ａｓ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ｇｏ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６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ｉｔｓ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ＣＰＣ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ｇｏ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
１８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ｎ２０１２：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ｙ２０２１—ｔｈｅｙｅａｒｔｈｅ
ＣＰＣ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ｉｔｓ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ｔｒｏ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ｙ２０４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ｇｏａｌｓ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ｍｕｓ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ａｐａｔｈ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ｔ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ｕｓｔａｌｓ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ｉｍ 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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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ｓｉｎ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ｈｉｎａｈｏｐ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ｂｅ
ａｗ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ａ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ｉｔｉ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ｉｔ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ｓｅｓａ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ｌｉｎｃｈｐｉ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Ｕ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Ｕ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ｔｈｅＡｓｉ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ｉｔｆｉｎｄｓ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ｗｏ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ｌｓｏｈｏｐｅ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ｎｏｔ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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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０ｙｅａｒｓＥｖｅｎ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ｈａｖｅｙｅｔｔｏｂｅｒ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
ｓｈｏａｌｓａｒｅ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ｙ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ｉｖ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ｏ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Ｃｈｉｎａ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ｌｅｒｔｔｏ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ｎｏｔｇｉｖｅｕｐｉｔｓ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ｎｏｒｗｉｌｌｉｔａｌｌｏｗ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ｆｏｌｌｏｗ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ｉｗ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ａｎｂｅｓｕｍｍｅｄｕｐａｓ“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ｄｏ
ｎｏｔｐｕｒｓｕ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ｉ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ｉ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ｌａｙ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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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ｉｗａｎｃａｒｄａｓａ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ｓｆａｃｉｎｇ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ｄｒａｓ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ａｉｗａｎ
Ｗｉｌｌ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ｒ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ｉｎｄｕｌｇｅ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
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ａｃｒｉｓｉｓ？

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Ｎａｎｓｈ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
ｓｈｏａｌ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ｅｔａｓｉ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
ｊｏｉ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ｄｅｆｅ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ｂｕｔ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ｔ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ａ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ｔａｓｉｄ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ｓｔａ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ｓｔｒｉｖｅ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ｔｗｉｌｌｎｏｔ“ｔａｋｅｓｉｄｅｓ”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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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ｖｅ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ｏｔｈｅｒｃｌａｉｍａｎｔ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ｅｘｅｒ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ｈｙｐ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ｒ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ｏｎｅ
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Ｎａｎ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ｉｓｓｕｅ，Ｃｈｉｎａｉｓ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ｓｉｄ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ｏｐｅ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ｎｏｒ
ｗｉｌｌＣｈｉｎａａｃｃｅｐ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ｆ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ｈａｖｅｆｌａｒｅｄｕｐ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ｐｉｖｏｔｅｄ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ｄｏｓｏｍｅｓｏｕｌ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ｏｎ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ｎｅｗＵ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ｉｔ
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ｌｄｃｏｍｅｉｎｔ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ｒ，ａｔｔｈｅｖｅｒｙ
ｌｅａｓ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ｓｏｆｓｕｃｈａ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ｄｅｒ
Ｉｎｉｔ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ｔｏ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ｉｅｓｏｎ

ｉｔｓｏｗ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ｉｔ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Ｃｈｉｎａ
ｆａｖｏｒｓａｎｏｐｅｎ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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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ｏｐｅ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ｐｌａｙ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ｏｄ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ＵＳｄｅｆｉｎ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ｓ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ＵＳｌｅ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ａｗａｒｍｉｎｇ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ｙ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Ｕ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ｔｆｉｒｍｌｙ
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ｌｏｎｇａｓｉｔｉｓｎｏｔ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ｂｕｔｉｔ
ｄｏｅｓ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ｏｒｅｖｅｎ
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Ｓｌｅｄ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ｉｔ
ｇｒｏｗｓｂｉｇｇｅｒ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ｆｉｎｄｓｔｈｉｓ
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ｅｓｉ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Ｕ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ｉｔ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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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ｒ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ｏｍｅＵＳ
ａｌｌｉｅｓｇｒｏｗ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ｍ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ｔａｋｅａｃｌｏｓｅｒ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Ｉ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
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ｉｓｍ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ｕｒｎａｂｌｉｎｄｅｙｅｔｏ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ａｓａｍａｊｏｒ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ｌｌｏｎｌｙｗｏｒｓｅ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ｔｅｎ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ａ“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ｒｄ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ｌｅｓ”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ｔｈａｔ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ｍｕｓｔｂ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ｆ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ｕｓｅｓ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ａｓｅｄｓｏｌｅｌｙｏｎｉｔｓｏｗ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ｅｎａ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Ｃｈｉｎａｗａｎｔｓｔｏｋｎｏｗ：Ｗｈｏｓｅｒｕｌｅｓ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ｌｅｓ？Ｈｏｗｃａ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ｌｅｓ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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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ｅｄ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ｃａ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ｕｌｅｓｂｅｅｎｓｕｒｅｄ？

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ｓｏｆｆｉｃｅ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ｕ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ｌｙｆａ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

（１）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
Ｃｈｉｎａ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ｒｅａｔｓｔａｋｅｉｎ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ｉｓｔｓｔｈａｔｉｔｗｉｌｌｎｏｔｇｉｖｅｕｐ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ｔｏ
ｓｔｏｐ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ｙ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ｄｅｉｔ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ｉｔｄｉｄｎｏ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Ｆｕ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ｂｏｔｈ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Ｕ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ｏｋａ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ｒｏｓｓ
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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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ｉｗａｎ ｍａｄ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ｈｅｎＭａＹｉｎｇｊｅｏｕｗａｓｉｎ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ｙ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１９９２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ｆｔｅｒｉｔｃａｍｅｔｏｐｏｗｅｒｏｎ
Ｍａｙ２０，２０１６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ｇｅｔｔｉｎｇ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ａｙｓ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Ｔａｉｗ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ｉｓ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ＵＳａｒｍｓｓａｌｅｓ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ｔｏａｎ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ａｉｗａｎ
ｒｏｌ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ｏｎｃｅｄｉ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ｓｈａｋ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
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ｌｆｒｏｍ ＭｓＴｓａｉ
Ｙｉｎｇｗｅｎａｎｄｓｕ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ｌａｓｔｅｄ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Ｃａｒ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１９７９Ｓｕｃｈｔｈｅｍｏｖｅ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ｌｏｕ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ｑｕｉｃｋｌｙ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ｔｂｙ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ｉｎｇ
ｈｉ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ｈｅｍａｄｅ
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ｌ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２０１７Ｈｉｓ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ｓ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ａｎｄ
ｓｅ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ａｍｂｉ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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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ｅｗＵ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ｆｕ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ｈｅｆ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ｉｓｂｙｎｏｍｅａｎ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ｂｌｅ，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ａｉｗａｎ，ａｓ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ｒｅｆｒａｉｎ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ｉｎ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ｗ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ｃｕｔ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Ｔｈｉ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ｔｂｅｓｔ

（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ｓｕ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ａｖｅ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ｄｏｕｔ

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ｔｏ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ａｓＵ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ｗｏ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ｉｓｋｓｏｆｃｌａ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ｏｇｄｏｗｎｉｎ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ｒｅｓｔ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ｃｌａｉｍｓｔｏｂｏｔｈ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ｇｈ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ｓｈｏ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ｅｆ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ｈｉｓ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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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ｎｅｒｏｕｔ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ｌａｉｍｓ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
ｔａｋｅｓｉｄ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ｓｈａｒ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ｕｓｉｅｓｔｓｅａｌａｎｅ
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ｉｔｓ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ｄｒａｇｇｅｄ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ａ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ａｒｅ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ａｉｌ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ｆｌｙｏｖｅｒｗｉ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ｌａｎｅｓ，ｒ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Ｊａｐ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ｆｏ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ｊｏｉｎｔｐａ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ｖｅ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ｈａｖｅ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ｔｌｉｔｔｌｅｈｅｌｐ
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ａｒｇｕｉｎｇｆ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ｋｅｅ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ａｃｋ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ｉｔｓｉｓｌａｎｄ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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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ｕｌｄｃｏｍ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ｇｒａｐｐｉｎｇｉｔｓ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ｕｔ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ｃｏ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ｄｒｉｖ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ｉｓ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ＡＳＥＡＮ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ｉｎｇ，ａｎｄ
Ｔｏｋｙｏｉｓ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ｔ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ｌｙ
ａｎｄ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ｔｈａｓｎｏｄｏｕｂｔｔｏｈａｒｄ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ｏｓｔａｎｄｆｉｒｍｌｙｆｏｒｉｔ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ｃｌａｉｍｓ
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ｎｌａｒｇｅ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ｔ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ｈｕｓ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ｏｕｌｄｈａｒｄｌｙｄ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ｗｏｕｌｄ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ｅａｓｅｏｆｆ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Ｂｏｔｈ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ｃｒａｆｔａ
ｔｉｍｅｌ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ｉ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ｏｗ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ｈｉ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ｕｌ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ｗｈｉｌｅ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Ｆｏｒ
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ｒｅｓｐ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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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ｌａｎｅ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ｉ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ａｎｙ
ａｃｔｔｏｉｍｐｅｄｅｏｎｓｕｃｈ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ｔｏｗｏｒ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ｗａｙｔｏ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ＣＯＣ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ｏａｉｍａｔ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ａ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ｉｓｓｕｅｓｆｒｏｍｆｉｓｈｅ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ａｎｔｉ
ｐｉｒａｃ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ｃｕｉｎｇＡｌｌｓｕｃｈ“Ｃｈｉｎａ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ｉｓｏ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ｄｗｉｌｌｃｏｎｃｅｉｖａｂ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ｌ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ｏｔ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ｓｈｏａｌｓｔｈａｔａｒ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ｐｕｓｈ
ｆｏｒ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ｌａｉｍａｎ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ｏｔｈｅｒ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ｗｉｌｌ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ｉｓ
ｑｕｉｔ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ＵＮＣＬＯＳａｓｗｅｌｌＢｕ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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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ｗｏｕｌｄｓｔｅｐｕｐｔｈｅｉ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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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ｄ，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ＡＡＤ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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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ｓｄｏｍ ｗｉｌｌｎｏｄｏｕｂｔｂｕｉｌｄｕｐｎｅｗ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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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ｉｎｇｎｅｗｎｕｃｌｅａｒｂｏｍｂ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ｍｉｓｓｉｌｅｓｗ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ｃｏｓｔｉｔ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Ｍａｒａｌａｇ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ｎｔｏ
ｒｅ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ｉ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ａｉｌｓ，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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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Ｋｏｒｅａ，ｉｔｗｉｌｌｃｏｎｃｅｉｖａｂｌ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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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ｒ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ａｔ
ａｎｙｏｎｅｔｉｍｅＡｎｙｍｏｖｅ，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ｈｏｗｓｍａｌｌｉｔｍ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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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ｂｙＣｈｉｎａ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ｈｅｓｓｇａｍｅ—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ｉｎｖｉｔｅ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ｃａｎｄｉ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ｎｍａｊｏｒ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ｇｏａ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ａｔｈ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ｉｌｌｃｏｖｅｒ
ｍａｎ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ｏｗ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ｈｏｎｏｒ，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ｏｔｈ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ｔｏ
ｓｔｅｐｕｐ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ｒｏｂｕｓｔｃｒｏｓ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ｔ
ｈｏｍｅ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ｎ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Ｐｅ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Ｂｏ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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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ｔｓｎａｖ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ｕｓｔｂｅ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ａｓ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ｏｎｓｈｏ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ｕｓｔ
ｂ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ｏｎｅ

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ｈｕ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ｈａｖ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ｙｅｔ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ｇｏａｌｓＴｈｅｉｒ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ｉｓｎｏｔｉｒ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ａ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Ｅｖｅｎａｓｉ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ｈ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ｕｉｌｄ
ａ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ｄｅ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Ｗ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ｅｍｏｓｔ，ｉｓｉｔｓｗａｙｏｆ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ｈｅｎｔａｋ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ｇ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ｓｐ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ａｎ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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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ｎｏｔｔｏ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ａｈａｒ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Ｉｎｐｕｒｓｕｉｎｇｉｔ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ｖｅｒ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
ｂｕｉｌｄａｒｏｂｕｓ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ｂｕｔ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ｅ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ｅｅｋ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ｇｏａｌｓａ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ｏｅ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ｉｔ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ｇｏａｌｓ
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ｓｅｅ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ｕｐｈｏｌｄｉｔ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ｔｓｏｗ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ｃｏｏｌｈｅａｄｅｄ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ａｔｓｏｌｏｎｇａ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ｒｉｓｅ，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ｌｌｓｈｉｆｔ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ｕｓ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ｇｉｖｅ
ｄｕ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ｉｎｆｌａｍ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ｕｐｉｔｓ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Ｃｈｉｎａｔｏｍａｋｅｍｏｒ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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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ｕｓｔＪｏｉｎｔｌｙＢｕｉｌｄａ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ｒｅｆｏｒ
ｎｏｎａｌ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ｈｉｃｈ，ｉｎｔｕｒｎ，ｉ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ｐａｔｈｗａｙ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ｇｏｉｎ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ｂｙｊｏｉｎｔｌ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ｍｏｒ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ｒｄ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ｉｆｔｈｅｙｗｉｓｈ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ｅｗＣｏｌｄＷａｒｏｒ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ｂｌｏｃ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ｔｏｂｕｉｌｄ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ｍｏｒ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ｕｂ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Ｉｔｍｕｓｔａｌｓｏｂｅａ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ｈａ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ＵＳｌｅｄ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ｃｏｅｘｉｓｔ
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ｕｓ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ｎｅｗ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ｔｈｉｓｍｏｒ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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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ａｎ ｓｈ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ｉｎ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ｌｅｄ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ｏｕｌ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ｉ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ｋｅｅｐｉｎｇ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ｌｉｅｓｉｎ 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ｎ ｂｏ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ａｌｌ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ｍｅｕｐｏｎｔｈｅｍ

Ｉｎｈｉｓ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ｌｔｏｔｈｅ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Ｔｒｕｍ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ｆｏｎｄｌｙ
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ｎｃｅａ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１９７９ 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ｉｌｅｎｏｔａｂｌｙ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ｈｉ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ｌ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
ｏｎｌｙｒｉｇｈｔｃｈｏｉｃｅｆｏｒ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ｈｏｅｓｆｒｏｍＭｒＴｒｕｍｐ，ａｎｄ
ｂｏｔｈｌｅａｄｅｒｓ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ｉ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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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ｈｔｉｎｊｅｃ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ｎ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ｒ
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ｂｅｅｎｍｉｒｅｄｂｙ
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ｂ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ｓｓｕｅ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ｄｅｅｐｅｎｅｄ，ａｎｄｏｍｉｎｏｕｓｌｙ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ｏａ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ｏｔｈｅｗａ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ｈａｐｅＣｈｉｎａ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Ｃｈｉｎａｓｆｅａｒｓａｎｄｗｏｒｒｉ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ｓ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ｐｉｌｅｄｕｐａ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ｅｎｄｓｔｏ ｓｅ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ｓｍｅｄｄ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ｓｌｏｗ
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ｕｃｈ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ｆｎｏｔｒａｔｃｈｅｔｅｄｄｏｗｎ，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ｎｏｏｎｅｃａｎ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ｗｏｒｓｔ
ｃａｓ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ｏｆ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ｌａｓｈ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ｍ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ｄＧｉｖｅｎｔｈｉｓ，ｂｏ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ｅｒ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ｏｓｑｕａｓｈａｎｙ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ｒｒｙ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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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ｔｂｏ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ａｌｅ，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ｎ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ｎｏ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ａｔｓｏｒｔｏｆ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ｅｍｅｒｇｅ，
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ｕｓｔｆｉｇｕｒｅｏｕｔａｗａｙｔｏ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ｙ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ｍＩｔｉｓａ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ｔｅｓｔｆｏｒｂｏ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ｂｏｔｈ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ｂｕ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ｂｏ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ｓ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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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关系：演化、前景与建议

姚云竹　张沱生　赵小卓　吕晶华　李　晨

　　近年来，军事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变量之

一。双方军事利益的碰撞面迅速扩大，显现出更多的零和性

质和地缘战略竞争趋向。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

力量的海外拓展，美国亚太联盟体制的强化与兵力部署的提

升，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升

高。与此同时，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危机的实际努力，并已

经取得某些成果。在一个迅速变化和不确定性上升的新时

期，中美都意识到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开展防务合作。

一　历史与现状

１９７２年，中美双方基于地缘战略需要，为应对共同安

全威胁开启了两国交往，军事合作自然而然成为交往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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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内容之一。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后，最先得到发展

的亦是军事关系。军事交往主要围绕高层互访、对口交流

和务实合作三个方面展开。１９８０年两国国防部部长实现了

互访，开启了其后１０年高度务实的军事合作。防务部门和

军队高层官员的互访，为军事关系的发展确定了积极的基

调。军队之间频繁的对口交流，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

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对两

国军队建立各层级的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务实合作则突

出表现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美国国会不断放宽向中国出

口军品的限制，给予其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中

美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

协议。

中美军事合作在 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后戛然而止。首先，

该政治风波再度突出了两国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矛盾。美国停止了与中国的所有军事交流，不再执行军售

与技术合作协议，并至今对华实施军事技术封锁和武器禁

运。１９９９年美国国会通过 《２０００年国防授权法》，严格限

制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其次，冷战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解

体和苏联崩溃，使中美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抽走了军事

合作的基石。再次，“台独”走向激化了中美的军事对立。

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关系、强化对台军售和在中国周边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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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存在，中国为反 “台独”进行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双方

围绕台湾的军事互动，构成了互为潜在交战对手的军事关

系基调。最后，美国对华武器禁运政策迫使中国独立发展

完整配套的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体系。军事技术合作内容

的缺失，使军事关系出现了空心化趋势，也弱化了双方发

展关系的热情。上述原因导致中美军事关系一直在低水平

徘徊，难以有实质性发展。而中美之间的军事危机，如

１９９６年的台海危机、１９９９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

馆、２００１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相撞，以

及美国多次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都导致军事关系较长时

间的中断。

从２００８年台海两岸承认 “九二共识”开始，中美军事

关系逐渐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亮

点。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

歧，并时有摩擦发生，但双方始终保持高频度的军事交往，

维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两军高层领导频繁互

访，促进了战略沟通与理解。过去几年，中美在 “战略与经

济对话”框架下开设了 “战略安全对话”。２０１７年４月，习

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 “海湖会”上确定建立 “外交与安

全对话”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双方防务部门对话的级别。防

务部门还定期举行 “防务磋商”和 “防务政策协调磋商”，

·４２１·

 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 



军队之间的对话机制日益增多并逐渐机制化，先后建立了国

防部、战略规划部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平台，联合参谋部之

间也即将建立对话机制。年度交流项目多达５０—６０项，涵

盖了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

学、军事档案、海上搜救、港口访问、抢险救灾、反海盗等

内容，并在继续扩大领域。两军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符合

双方利益，并为此建立了预防和控制危机的机制，于２０１４

年年底签署了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

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并通过陆续

增加新附件，不断扩大互信措施的范围。

此外，中美军队开始在 “东盟防长扩大会”、亚丁湾护

航和运送叙利亚化学武器等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行动中进行

合作，显示了中美超越双边，在亚太和全球安全事务中进

行合作的潜力。

二　中国的战略、军队任务、军事

能力建设与美国因素

（一）中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

１国家战略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战略日益清晰明确，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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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完成两个百年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

环境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

和平。

２国家安全战略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涵盖广泛的内容，包括内部和外部

安全、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和发展

安全、自身和共同安全，要求运用多样化综合手段来加以

维护。军队是营造良好国内国际环境、保障和平发展大局、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３军事战略　

中国的军事战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

战略。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遵循防御、自卫、

后发制人原则，坚持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

同时，维护周边的安全稳定。通过营造稳定态势，减少

危机诱因来维护和平；通过实施威慑和控制行动，防止

危机升级；一旦战争强加到中国头上，则坚决打赢战

争。为此，中国军队要做好打赢 “信息化局部战争”的

准备，这种战争主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台湾 “独立”

（２００５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反分裂国家

法》赋予中国军队以非和平手段阻止台湾分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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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自海洋方向的其他安全挑战。

（二）中国军队的任务　

中国军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领土完

整，应对各种军事威胁和突发事件，保障宪法确立的国家

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

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等。中国军队还实施反恐、

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

和、国际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三）中国军队的能力建设

根据军事战略的要求，中国将重点发展粉碎 “台独”

图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作战能力；维护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的海空能力；遏制和挫败强国

军事干预的拒止能力；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新兴领域攻防

能力；慑止对中国国土核攻击的核报复打击能力以及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多样化能力。针对军队担负的

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保障公民权益、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

品、承担国际安全义务等任务，还应具备打击国际恐怖主

义，实施国际维和、救援、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等境

外行动能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远程兵力投送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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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发展这些能力的途径：一是军民融合，在富国的同时实

现强军目标，在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

领域逐步形成军民融合发展的格局。二是实战训练，按照

实战标准从难从严训练部队，保持常备不懈，随时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三是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

开展对话交流，举行联演联训，提高在国际环境中联合行

动的能力。

（四）中国军事战略和防务规划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作为亚太安全的主导国家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

家，对中国安全有重大的影响。美国保持和提升与台湾

的防务关系，坚持对台军售，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时不

得不考虑的外部干预因素。奥巴马政府通过推行 “亚太

再平衡”战略，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增加前沿部

署，对中国进行长时间、大范围、高频度海空抵近侦

察，构建减损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东亚导弹防御系统，

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美国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

中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增加了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

主权权益的复杂性。中国的军事战略和防务规划需要考

虑美国对中国构成的诸多安全挑战。尽管特朗普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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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继续使用上届政府 “亚太再平衡”的提法，但其亚太

安全政策的基本要素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军队必须警

惕防范，做好美国成为交战对手的准备，在必要时敢打

必胜。

但是，中国并没有将美国定位为敌人，中美军事

关系也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中

美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利益重叠，利益重叠往往

大于利益冲突。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与美国进行军备

竞赛和军事对抗，不符合自身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不

利于塑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也不符合世界和平发

展的大趋势。

三　中国视角中的美国对华战略意图

和军事力量发展

（一）美国在战略上将中国定位为军事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军事挑战，只

是在不同时期对挑战的程度有不同判断。２０１３年奥巴马总

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 “庄园会晤”时，对中方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倡议表示了赞赏。但与此同时，美国国防

部仍高度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指责中国 “对其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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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军事能力及战略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增大了地区

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①。

从２０１５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判断趋于严峻。

２０１５年２月美国公布 《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在东海、

南海与邻国的争端视作安全威胁。６月，美参联会发布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将首要战略目标由原来的 “打击

暴力极端主义”调整为 “应对国家威胁”，并直接点了俄

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同期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和 《网络空间战略》等文件，美国

高级将领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也都严辞谈论中国 “威

胁”。２０１６年 ２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就 《２０１７财年

国防预算》申请报告发表的讲话，以及次月国防部公布的

首份 《国防态势报告》，都将中国作为安全挑战，排在五

大安全挑战的第二位。

与其他领域相比，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定位更侧重

交战对手而非合作伙伴，使中美军事互动具有更多的对

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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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在军事规划、作战概念、兵力部署和装备研

发上准备与中国交战

从美国的军事规划、作战概念、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研

发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是美国的作战对手。

１“空海一体战”和 “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美军２００９年提出针对中国 “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

的 “空海一体战”概念，２０１５年又将其更名为 “全球公域

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尽管美国军方声称这一作战概念并

不是针对中国，但 “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早已成为美

国军方描述中国作战能力和战法的专用术语。２０１２年的

《防务战略指南》更是明确将中国作为实施 “反进入”作战

的主要敌手。

２“第三次抵消战略”指导下的 “颠覆性技术”研究

美国国防部２０１４年提出了第三次 “抵消战略”。虽然

美国从未公开宣称该战略针对中国，但美国 “国家利益”

网站有文章明言，该战略 “意在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反进

入与区域拒止挑战”①。中国防务分析人员普遍认为，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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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对中国的针对性毋庸置疑。

３亚太兵力部署的调整　

美国国防部在全球战略收缩的态势中，仍然决定在

２０２０年前将６０％的海空力量部署于亚太。截至２０１５年，美

国海外驻军总兵力为２３５万人，其中亚太１５４３万人，占

６５％。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也率先部署到亚太。２０１６年９月，

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卡特宣布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

分进入第三阶段，未来会将 Ｆ－３５、Ｆ－２２战斗机，Ｐ－８Ａ

侦察机，升级版的 “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等更多先进装备

派往亚太，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航

器以及太空战和网络战技术等。这些举措给中国带来实实

在在的周边军事压力。

４在中国周边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　

美军每年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１０余项例行大型军演，

针对中国保持着极高频率的海空抵近侦察，在南海实施直

接挑战中国主权权益的 “自由航行行动”。中国军事分析家

认为，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强烈焦虑感及应对措施，

正在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主权权益争端演化成中美之

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５涉及中美军事冲突的研究报告　

２０１５年以来，兰德公司、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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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全中心等与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智库，接连完成多项

有关中美军事冲突的评估报告。① 这些报告假设中美发生武

装冲突的各种情景，量化评估双方作战能力和冲突结果，

提出对策建议。

（三）美国在亚太构建制衡中国崛起的联盟体系与伙伴

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联盟体系、推动防务合作的措施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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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遏制中国。

１双边联盟向三边和多边发展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除并行发展５组双边同盟与诸多伙

伴关系外，还努力推动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

三边和多边机制化军事合作。这些动作都使中国产生强烈

的被排除感。

２介入中国与盟国的领土争端

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的紧张事态发生之后，美国确认

《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指责中国断续线主张 “与

国际法不符”，并借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裁决，不断公开

指责中国的南海政策。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也不断指责

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

３发展牵制中国的军事关系

为从地缘战略上牵制中国，美国不惜在 “择友标准”

上淡化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人权等传统要素。例如，与

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等国，成为美国的军事合作

伙伴；可为美国前沿存在和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成为军事关系发展重点；甚至与中国关

系密切的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也成为美国发展军事

关系的新对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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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美两国的军事关切及合作空间

中国的军事关切集中在周边，而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关切

仅是其全球关切的一部分。这种明显的不对称，导致双方

发生军事纷争时，中国视美国为 “外部干涉势力”，美国则

视中国为 “破坏国际秩序”。

（一）中美在东亚的军事关切及合作空间

１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　

美国军事同盟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消极作用：一是构

建了防范和威慑中国的地缘战略态势，压缩了中美良性军

事互动的空间；二是排他性地追求同盟成员的利益和安全、

无视中国和其他非成员国的利益和安全。维护亚太和平稳

定，符合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但是以什么样的安全架构

维护和平与稳定，双方的理念不同，实践上也有所不同。

缓和中国与美军事同盟之间的尖锐对立，构建能够包容中

国、美国及地区各国安全利益的架构和安排，符合中美双

方的共同利益。

２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共同目标，但中国不能接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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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出现严重的动荡，美国亦不肯放弃针对朝鲜的军事选

择；中国力推六方会谈复谈，美国则侧重使用军事威慑与

胁迫手段。与此同时，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加强战略部署、

应急规划和大规模演练，加紧为军事解决朝核问题做好各

项准备。这些做法加剧了半岛紧张形势，也对中国的安全

构成消极影响。考虑到朝鲜半岛可能出现中美不得不共同

面对的紧急事态，就加强危机管理进行军事合作，符合双

方的利益。

３“萨德”反导系统　

从技术上看，“萨德”反导系统无法有效保护韩国免遭

朝鲜导弹的打击，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弹道导弹的早期预

警、跟踪探测、弹头识别和拦截的能力，减损了中国的核

威慑效能，破坏了双方的战略稳定。在 “萨德”系统尚未

部署、美国和韩国政府换届之际，有必要充分考虑各方的

安全关切，重新审查 “萨德”系统的部署决定，就各方关

切进行认真对话，寻求更佳的解决方案。

４台湾

台湾是中国不惜动用武力也要坚决捍卫的核心利益。美

国会通过的 《２０１７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包括提升美台军事

交往层级和坚持对台军售的内容，当选总统特朗普破例与

台湾领导人电话交谈，又称 “一中原则”可以谈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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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重关切。任何违反双方既定原则和共识的言行，都

将引发台海紧张形势与危机。近期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高

官多次重申了 “一中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内涵还需要进

一步形成默契。双方就保持台海稳定进行沟通与避免误判，

防止因台湾问题爆发武装冲突，符合两国、地区和全球的

共同利益。

５东海与南海　

美国以履行军事同盟义务为由卷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

端，借此在东海和南海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对中国的军事

威慑态势，对中国的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做出过度反应。

这些措施不利于营造解决争端的氛围，增加了中美两军一

线部队之间接触与摩擦的概率。防止摩擦升级和避免直接

冲突是中美的共同利益，缓和海上紧张形势也符合双方的

长远利益。

（二）新兴战略领域

１海上安全　

中美在第一岛链内形成了海上竞争态势，但竞争的程度

受到双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事能力以及危机管控措

施的制约。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是中美共同的海洋利益，用

合作的方式维护东亚、亚太和全球范围内海上通道的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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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应是双方的重大共同利益。

２核战略与核安全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有关进行军备竞赛和扩大核能力的

主张，引发了中国对战略稳定将遭破坏的担心。美国政府

正在重新审查核政策和核力量，其政策结果将直接影响中

国的核评估和核力量发展规划。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

能，也就有跨过核门槛的风险。太空、网络和电磁空间的

军事能力愈发展，战略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愈下降。

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以及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战略导

弹核潜艇用途的多样化，为管控核升级带来新的挑战。在

此形势下，就保持中美战略稳定进行对话，加深了解和达

成广泛的共识，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此外，中美作为核

武器国家，在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防止核扩散、保

障核安全、遏止核战争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负有

共同的国际责任，更有进行合作的需要。

３网络空间　

多年来，美国积极构建和维护网络空间军事优势，制定

网络空间作战条令，设立网络空间司令部，组建网络战部

队。中国军队为了适应军事变革，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

也在发展网络作战能力，但不谋求与美国进行网络军备竞

赛和对抗。同时，美国不断批评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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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中国网络威胁。网络空间是新的战略领域，无论是在

多边还是双边框架，都尚未建立起完善可行的国际行为准

则。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既有重大共同利益又有严重分歧，

对话、合作与冲突都有巨大空间。

４外层空间　

长期以来，美国在外空拥有巨大优势，并希望把这一优

势永远保持下去。对于中俄提出的签订禁止外空武器化条

约的建议，美国一直持拒绝态度。然而，随着中国外空能

力的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外空能力的关切已经大大增加。

在双方都具备一定太空军事能力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对话

管控涉及太空的军事竞争，协商制定太空军事行为的规则。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反恐

两国军队根据各自政府的对外政策，通过实施救灾、人

道主义救援、非战斗人员撤离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为国际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和海外利益保护中，中美两

军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潜力。

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并将重点放在

消灭伊斯兰国极端恐怖势力上，中国政府也一贯坚定不移

地推进反恐，两国在反恐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

美国指责中国的反恐行动违反人权，中国反对美国对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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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进行军事干涉。随着中美利益交集的扩大、国际反恐

合作机制的增加，也随着中国军队反恐能力的提升和经验

的积累，中美两军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空间将不断扩大。

五　对发展稳定中美军事关系的建议

在中美两国政府换届的重要时期，保持稳定的军事关

系，是保持良好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中美首脑２０１７年４

月的 “海湖会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建设性的基

调，并再次强调将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的发展。

（一）为发展军事关系制定指导方针

中美双方都曾就构建新型军事关系提出了一些基本原

则，包括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等。政府换届时这

些原则的表述可以改变，但核心内涵应得到肯定，特别是

明确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此外，双方还

应明确，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在双边领域和西太地区，

发展军事关系的重点应是管控分歧与危机，避免滑向美苏

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和地缘战略对峙。而在多边及全球，

则应以协调合作为主，为应对共同安全挑战和为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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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军事安全对话

双方应充分利用并建立更多的机制化对话平台，坦诚清

晰地阐述各自的战略意图，并逐步增加军事能力的透明度，

以深化了解，建立互信。

（１）对已经建立的防务部门和军队的对话平台，要提

高对话质量，注重内容而非形式，美方应争取国会放宽对

华军事交往的法律限制，使对话内容更加广泛。

（２）增加两军对口部门之间的对话平台，逐步增设防

务部门与军队直属机构、战区司令部、军种、军队智库和

院校之间的对话机制。要充分利用 “海湖会晤”开启的

“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和即将建立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

制，增强高级别对话和战略互信。

（３）开展战略稳定对话，将涉及全球战略稳定的核政

策与核战略、反导系统、网络和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防扩

散等议题纳入对话范畴。

（４）在地区和全球多边对话和论坛机制中，积极开展

双边对话。

（三）加强危机管控

两军须将危机管控作为稳定中美军事关系和避免军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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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核心，从危机防范和控制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１）双方领导层应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始终保

持直接沟通渠道、发出清晰信号、避免 “承诺陷阱”、缓慢

升级、做出对称反应等达成共识。

（２）将危机管控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各层级的安全和军

事对话。

（３）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联络机制。应赋予国防部热

线危机管控的明确功能，确定简化、快捷的使用程序。适

时考虑建立两国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形成多层

次紧急联络机制。

（４）落实两国军队签署的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

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

备忘录”，定期评估备忘录履行情况，修改和扩充内容，逐

步强化约束力。

（５）就危机事态和管控措施等进行１５或２轨对话与

预案模拟推演。

（四）扩大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军事安全合作

中美军事关系早已超越双边，涵盖亚太甚至全球安全事

务。需要跳出双边摩擦的桎梏，在多边平台寻找合作机会。

（１）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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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武器扩散、维和、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

犯罪等领域的合作。

（２）在维护全球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等领域

增加合作。

（３）应改变在网络、太空和核等全球战略领域中的对

抗式互动，通过共同维护现行国际规则和建立新领域的国

际规则，逐步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

（五）改变中国与美军事同盟之间的零和关系

为缓解中国与美国亚太双边军事同盟之间日益加深的

对立：

（１）中国需要认识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

实，要准备与之长期相处，发展关系。美国需要推进同盟

的转型，降低其排他性及对军事手段的过度依赖。

（２）探索建立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之间的对话机制。

如中美之间的 “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２＋２机制），可以

必要时增加其他国家，形成 “２＋２＋２”的机制。

（３）美国将其与盟国之间的重大政策调整、兵力部署

变化和军事演习等活动纳入现有中美情况通报机制；中国

将其与战略伙伴国的重大军事活动纳入现有中美情况通报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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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或观摩其与盟国举行的联合军

事演习；中国邀请美国参加或观摩其与别国举行的联合军

事演习。

（５）两国应共同支持 “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

会”“东亚峰会”“六方会谈”和 “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

多边机制，推动形成中美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安全

机制。

（六）就避免陷入安全困境达成共识

为防止两国在亚太陷入 “安全困境”：

（１）两国和两军领导人应就亚太与全球未来的安全秩

序、双方的亚太安全利益和目标、各自拟发挥的作用、对

地区安全架构的期许及对现有规则的看法等重大问题进行

对话，在相互理解与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战略层次的

长期互信。

（２）双方应就军事力量对比达成默契。在战略威慑能

力上，保持虽不对等但却有效的相互威慑。中方不寻求发

展与美国对等的核军备水平，美方不寻求减损中国的核威

慑效能。在常规军力方面，中方不寻求在全球和亚太地区

与美国军力的平衡，但要发展和保持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

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能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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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在保持全球及亚太军力优势的情况下，应对中国的军

力发展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持包容的态度。

（３）双边应就东亚安全热点问题达成共识。在南海，

把缓和紧张、避免军事化作为共同目标。中方坚持以和平

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积极推动双轨政策取得进展；美方停

止在南海的 “自由航行行动”，减少对中国的军事侦察，不

在南海周边谋求新的军事基地。在东海，双方要避免因第

三方因素卷入冲突与对抗。中国加强与日本的危机管理机

制建设；美方应约束日本，不使其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在朝鲜半岛，双方应就防止军事冲突以及一旦发生紧急突

发事件时的核安全管控等问题进行对话，或事先确定进行

紧急对话的条件、方式与机制。在台海，中方坚持一国两

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美方坚持 “一个中国”和不支

持台湾独立的政策，双方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

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开始执政，中国共产党也将在

２０１７年召开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两国首脑 “海湖会晤”

取得了巨大成功，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发展也步入新的时期。

保持近年来两军交往对话的良好势头，努力发展健康、稳

定的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也

有利于亚太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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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ｈｏｌｌｏｗｅｄ
ｏｕｔ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ｄａｍｐｅｎｅｄ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ｒｏｂｕ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ａｔａｒｅａ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ｓ
ｋｅｅｐｓ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ａ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ａｋｅｉ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ａｎｙ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ｒｉｓｅｓ，
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ｌｅｌａｕｎｃｈｃｒｉｓｉ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ｉｎ
１９９６，ｔｈｅｂｏｍｂ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ｉｎＢｅｌｇｒａｄｅｉｎ
１９９９，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ｖａｌｆｉｇｈｔｅｒａｎｄａ
ＵＳｓｐｙｐｌａ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２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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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ａｒｍｓ ｓａｌｅｓ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 ｈａｖｅ ａｌｌｌｅｄ ｔｏ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ｔｉｌ２００８，ｗｈｅ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ａｇｒｅｅｄｔｏｂａｓｅ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１９９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ａｔ
ｗｅｓａｗ ｓｔｅａｄ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ｂｅｅｎ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ａ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ｅｔｃ，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ｏ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ｖｉｓｉｔｓｈａｖ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ＳＤ）ｗａｓｓｅｔｕｐ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ＭａｒａＬａｇｏＳｕｍｍ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
ａｎ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ａ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ｔａｌｋｓ
（ＤＣＴ）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ａｌｋｓ（ＤＰＣＴ）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ｈａ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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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
ｎｅｗ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ｆｆｓｗｉｌｌｂｅｓｅｔｕｐ
ｓ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ｓｍａｎｙａｓ５０ｔｏ６０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ｊｏｉｎ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ｅｓｃｕｅ，ｐｏｒｔｃａｌｌ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ｃｕ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ｐｉｒａｃ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ｇｒｏｗ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ａ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ｙｈａ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ｗｏ
ＭＯＵｓ，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Ｍａｊ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ｉｒ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２０１４Ｎｅｗ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ｄｄｅｄ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ｗｏｒｋｅ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ＤＭＭＰｌｕｓ，ａ
ＵＮｍａｎｄａｔｅｄｅｓｃｏｒ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ＧｕｌｆｏｆＡｄｅｎ，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ｏｎａ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ｙｒｉ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ｍｏｖｅｄ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１５１·

 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ａｓｋ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Ｆａｃｔｏｒ

１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８，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ｉｔｓ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ｓｔｏｓｅｃｕｒｅ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ｏｖｅｒｓ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ｉｔ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ｏｒｉｔ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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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ＰＬＡ）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ｎ
ｆｏｒｇｉｎｇｓｔａｂｌ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ｒｖｅｓ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ｓｔｒｉ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ｓｔｒｉｋｅ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ｃ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ｔａｉｍ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ｐｅａｃｅｂｙ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ｓｔａｂ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ｅｋｓ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ｃｒｉｓｉｓ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ｕｐｔ，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ｉｌｌ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ｔａｋ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ｖｉｃｔｏｒｙＴｏｔｈｉｓｅｎｄ，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ＬＡｉｓｔａｓｋ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ｔｏｗｉｎｉｎ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ｌｏｃａｌｗａｒ”，ｗｈｉｃｈｍａｉｎｌｙａｉｍｓａｔ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ｄｅｅｄ，ｉｎ２００５Ｃｈｉｎａｓ１０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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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Ｌａｗｗｈｉｃ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ＰＬＡｔｏｕｓｅｎｏｎ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ｍｅａｎｓｔｏｓｔｏｐＴａｉｗａｎｆｒｏｍ
ｇ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２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ａｓｋ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ＬＡ ｈａｓｂｅｅｎ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ＣＰＣ）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ｓａｌｓｏ
ｔａｓｋ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ｗａｒ（ＭＯＯＴＷ），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ｃ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ｆ，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ｅ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ｔｈｗａｒ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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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ｉｔｓａｉｒａｎｄ
ｓｅａ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ｕｐ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ｔｓｄｅｎ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ｗｅｒ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ｉｔｓ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ｗａ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ｏｒｙ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ｔｅｒａｎｙ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ｉｎｇｉｔｓ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ｔａｓｋｓｏｆ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ＬＡ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ｓｕｃｈ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ｌｉｅ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ｅｓｃｏｒｔａｎｄ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ｕｃｈ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ｍｙ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ｊｏ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ｋｅｙｓｅｃｔｏｒｓ；（２）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ｏｍｂａ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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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ｒｅａｌ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ｄｂｅ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３）ｓｔｅｐｕ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ｌｄ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ｄｕｃｔ
ｊｏｉ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ｊｏｉ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Ｔｈｅ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ａ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ａｈｕｇ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ｍａｙｅｖｅ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ｉｔ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ｍｓｓａｌｅｓｗｉｔｈＴａｉｗ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ｍａｊ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Ｉｎｉｔｓ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ｉ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ｃｌｏｓｅｉｎａｅｒｉａｌ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ｂｕｉｌｔ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ｌ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ｓｗｏｒｓｅｎｅ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ｉｄ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 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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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ｕｐｈｏｌｄ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ｈａｖｅｔｏ
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ｏｓｅ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ａｔｃｈ
ｐｈｒａｓｅ“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ｒ“ｐｉｖｏｔ”ｍａｙｎｏｔｓｕｒｖｉｖｅ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ｋｅｅｐ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ｔｓ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ａｓｔｏｈｅｄｇ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ｉ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ｙｂ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ｒｅａｄｙｔｏｆ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ｒｅｎｏｔ
ｅｎｅｍ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ａｆａｒｃ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ａｔ
ａｎａｒｍｓｒａｃｅ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ｅｒｖｅ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ｆ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ＩＩＩ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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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ａｔ”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ｉｎＳｕｎｎ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ｎ
２０１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ｂｌａｍｅｄ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ａ“ｌａｃｋ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ｉｔ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①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ｔｅｒ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ｉｅｗｅｄ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ｗｉｔｈ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ａｓ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Ｓｔａｆｆ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ｏｄｉｓｒｕｐｔ， ｄｅ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ａｔＶＥＯｓ（ｖｉｏｌ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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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Ｍａｙ２０１３，ｐ１６，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ｏｄｅｔｅｒ，ｄｅｎｙ，ａｎｄ
ｄｅｆｅａｔｓｔａｔ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ａｓｉｔｓ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ｏｒｓ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Ｉｒａｎ，ｔｈｅＤＰＲＫ，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ＤｏＤ Ｃｙｂ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ｓｕ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ｙｅａｒ，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ｅｓｂｙｓｅｎｉ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ｉｎ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ａｔ”Ｃｈｉｎａｒａｎｋｅｄ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ｆｉｖｅ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ｍａｄｅｂｙ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Ｃａｒｔｅｒｗｈｉｌｅｐ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Ｙ２０１７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ｕｄｇｅｔ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ｓｔ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ｍｏｎ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ｆｉｅｌｄｓ，ｔｈｅＵ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ｓ
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ｅａｓａｒｉｖａｌｔｈａｎａ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ｅｄｇ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ｈａｓｍ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Ｗａｒ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ＵＳ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Ｒ＆Ｄ

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Ｒ＆Ｄ
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ｉ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ｉ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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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ＡｉｒＳｅａＢａｔｔｌｅｉｎ２００９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ｔｉ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ｄｅｎ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２／Ｄ２）
Ｉｎ２０１５，ｉｔｗａｓｒｅｎａｍｅｄ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ｒ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ｃｌａｉ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ｄｏｎｏｔ
ｔａｒｇｅ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ａｎｔｉａｃｃｅｓｓ／ａｒｅａｄｅｎ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ａｓ
ｌｏｎｇｂｅｅｎ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ｅｒｍ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ｃｔｉｃｓＴｈｅ
２０１２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Ｃｈｉｎａ
ａｓｉｔｓ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ｉｎａｎｔｉａｃｃｅｓ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ｓｅｔ”：Ｉｎ２０１４，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ａｍｅ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ｓｅ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ｖｅ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ｍａｄｅ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ａｌｍｏｓ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ｉｔｉｓ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
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２／Ａ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①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ｈａ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ｉｎｄ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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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 Ｂｉｔｚｉｎｇｅｒ， Ｗｈｙ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ｅａｒｔｈｅ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ｓ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２８，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ｂｌｏｇ／ｔｈｅｂｕｚｚ／ｗｈｙ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ｆｅａｒ
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ｓ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７５０５



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ｅｓｐｉｔｅ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ｐｌａｎｓｔｏｄｅｐｌｏｙ６０％ｏｆ
ｉｔｓｎａｖａｌｖｅｓｓｅｌｓａｎｄ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ｂｙ２０２０Ｂｙ２０１５，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ｌｏｙｅｄ１５４，３００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６５％
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ｏｔａｌ２３５，０００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Ｓｏｍｅ
ｎｅｗｗｅａｐ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ａｔｅｒ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ｈａｄ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ｈａｓｅ
ｏｆｔｈｅ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ｂｅｆｉｅｌｄｅｄｔｏ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ｒｅＦ－３５ａｎｄＦ－２２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Ｐ－８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ｕｐｇｒａｄｅｄ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ｃｌａｓｓ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ｓ，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ｏｍｂ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ｅａ
ｄｒｏｎｅ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ｍｏｖｅｓｉｎ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ｏｌｄｓ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ｉｎ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ｃａｒｒｉｅｓｏｕｔｈｉｇｈ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ｃｌｏｓｅｉｎ ａ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ｔｉｓａ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ｔｈ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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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ｏｖｅ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ａ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５，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
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ａｖ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①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ｅｔｕｐ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２６１·

 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 

① Ｓｕ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ｂｕｔａｒｅｎｏ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ＥｒｉｃＨｅｇｉｎｂｏｔｈａｍ
ｅｔｃ，ＴｈｅＵＳＣｈｉｎ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Ｆｏｒｃ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ｐｕｂ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Ｒ３９２ｈｔｍｌ；
ＪｅｆｆｒｅｙＧＥｎｇ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Ｃｈａｓｅ，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
（ＰＬＡ），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ｐｕｂ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Ｒ８９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ＭａｒｋＧｕｎｚｉｎｇｅｒ，ＢｒｙａｎＣｌａｒｋ，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ｒｉ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ＣＳＢＡ，２０１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ｃｓｂａ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０／０９／２０１００９１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Ｓｔｒｉｋｅｐｄｆ；Ｋｅｌｌｅｙ
Ｓａｙｌｅｒ，ＲｅｄＡｌｅｒ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ＵＳ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ＣＮＡＳ，
２０１６，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ａｓ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ｄａｌｅｒｔ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ｕｓ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ａｖｉｄ Ｃ Ｇｏｍｐｅｒｔ， Ａｓｔｒｉｄ Ｓｔｕｔｈ
Ｃｅｖａｌｌｏｓ，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ＬＧａｒａｆｏｌａ，Ｗａｒ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Ｕｎｔｈｉｎｋａｂｌ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ａｍ／ｒａｎｄ／ｐｕｂ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Ｒ１１００／ＲＲ１１ ４０／ＲＡＮＤ ＿
ＲＲ１１４０ｓｙｎｏｐｓｉｓｐｄｆｅｔ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
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３ Ａ Ｈｅｄｇ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Ａｌｌｉｅｓ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Ｓ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ｉｔ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ｉｔｓ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１）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ａｓｉｄｅ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５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ｍｏｎｇ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ｈｅｓｅｍｏｖｅｓ
ｇａｖ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ｔｒｏ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ｗｉｔｈ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ｗｔｅｎｓ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Ｊａｐａｎ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ｂｌａｍｅｄ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ｆｏｒｉｔｓｃｌａｉｍ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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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ｎｔａｆｉｎｇｅｒａｔ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ｆｏｒｇｉｎｇ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ｈｅｄ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ａ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ｉｅｗｓ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Ｖｉｅｔｎａｍ，ｂｏｔｈｏｆ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ｔｓ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ｈｉｌ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ａｎｄ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ｗｈｉｃｈ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ｆｕｔｕｒ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ｃｕ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Ｌａｏｓ，ａｎｄＭｙａｎｍａｒ，
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ｃｌｏｓｅ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ｎｅ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Ｖ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ｉｔ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Ｕ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ｒｅ
ｊｕｓｔｐａｒｔｏｆｉ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Ｇｉｖｅｎ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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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ｆｏｒｃ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ｃｃｕｓｅｓＣｈｉｎａｏｆ“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

１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ｉ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ｗｏｗａｙｓ：（１）ｉｔｔａｋｅｓｏｎ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ｈｅｄｇ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ｕｒ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ｑｕｅｅｚｉｎｇ
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ｉｔ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ｐｕｒｓｕｅｓ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ａｔ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ｙｅｒｓ
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ｖｉｅｗｔｈｅ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ｓ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ａｓ
ｗｏｒｓｅｎｅ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ｐｌａｃｅｄｍｏｒ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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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ＵＳＲＯ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ｆｏ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ｒｉｓｉ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ｕｃｈｍｏｖｅｓｈ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ｎｄｅｘｅｒｔｅｄ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ｔｅｎ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ｉｔｉ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ｐｕｐ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ＴＨＡＡ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ＡＡＤ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ＲＯ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ＤＰＲＫｓ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ｍｉｓｓｉｌｅｔｈｒｅａ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ＴＨＡＡ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ｌｌ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ｕｐｇｒａｄｅ
Ｕ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ｈｕｓ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ｂｏｔｈｔｈ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Ａ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Ｋ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ｓｔｉｌｌｈａｖ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ｓｅｅｋ
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ａｉｗａｎ：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ｏｒｅｓｏｒｔｔｏ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ｉｔ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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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ｆｏｒＦＹ２０１７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ａｒｍｓｓａｌｅｔｏＴａｉｗａｎＡ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
ｈａｄａｎ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ｐｈｏｎ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ｌｅａｄｅｒ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ｄｅｅｄｓｔｈａｔｂｒｅａｋ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ｌｏｎｇ
ｈｅｌ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ｌｌｒｅｖｉｖ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ｕｌｄ
ｅｖｅ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ａｃｒｉｓｉ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Ｉｔｉｓｎｏｔ
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ｔｌａｒｇｅ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ｖｅｒ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ａｒ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ｖｏｉｄ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ｔｉｃｋｔ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ｏｖｅｒｒｅａｃｔ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
ｕｐｈｏｌｄｉｔ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ｌ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
ｎｏ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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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ｓｕｃ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ｌｓｏ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ｓｌａｎｄｃｈａｉ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ｔ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ｅｓｅａｌａｎｅｓ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Ｃ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ｏ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ｒｍｓ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ｈａｖｅｒａｉｓ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ｖ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ｏｓ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ｕｒｅＡｎ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ｂｅａｒ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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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ｐａｃｅｂｅｃｏｍ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ｆｉｅｒｃｅ，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ｂｅａｒ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ｗｅａｐ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ｏ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ｏｗｅｒｅｄ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ｍｉｓｓｉｌ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ｓ，ｈａｖ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ｉｓ ｏｆ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ａｒ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
ｇｌｏｂａｌ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ａｒＩｔｉ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ｒ
ｔｈｅｍｔ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ｆｉｅｌｄｓ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ＵＳｅｎｊｏｙｓａｌａｒｇ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ｂｙ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ａ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ｆｏｒｃｙｂ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ｙｂ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ｅｄ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ｓ
ｏｗ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ｉｎｏｒｄｅｒ
ｋｅｅｐｕｐｗｉｔｈ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ｌｏｃａｌｗａｒ
Ｃｈｉｎａ，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ｅｅｋ ａｎ ａｒｍｓｒａｃｅ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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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ｙｐｅｓＣｈｉｎａｕｐａｓａ
ｃｙｂｅｒｔｈｒｅａｔＡｓ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ｉｓ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ｎｏ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ｓｈａｖｅｙｅｔ
ｂｅｅｎｓｅｔｕｐ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ｉｔｈｅｒｉ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ｎｏｔｏｎｌｙ ｔｏ ａｍｐｌ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ｊｏｙｓ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ｔ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ｔｈａｓ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ａｄｒａｆｔＴｒｅａｔｙ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ｐｏｎｓｉｎ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ｏｒＵｓｅｏｆＦｏｒ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ｂ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ｓ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ｒａｐｉｄｌｙ
ｂｕｉｌｔｕｐｉｔｓｓｐａ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ｆｏｒ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ｅｎｇａｇｅ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ｉｓｅｖ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ｓ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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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ＭＯＯＴＷ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ＯＯＴＷ，ｓｕｃｈａ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ｃｕ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
ｃａｎａｎｄｎｅｅｄ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ｏｃｕｓ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ｆｉｇｈ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ｉ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

Ｖ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ｔａｂｌ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ｅｌｐ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ｒａＬａｇｏ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Ａｐｒ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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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ｓｅｔｕｐ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ｎｅ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ｎｅｅｄｔｏ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ｓｅｃ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ｒｕｓｔ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ａｆａｉｒｌｙ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ｔｏｃｏｍ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ｒｉｓｅｓｓｏａｓｔｏａｖｏｉｄ
ｆａ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ｏｌｄＷａｒｓｔｙｌ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ｏ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ｋｅａｊｏｉ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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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ｔｅｐｓ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ｏｖｅｒ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ｓｏ
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ａ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ｆｒａｎｋｌｙａｎｄ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ＴｈｅＵＳｓｉｄ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ｉｖｅｆｏｒ
ａ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ａ
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 ｍａｎｎ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ｔｒ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ｐｅｎｅｄａｔｔｈｅＭａｒａＬａｇｏＳｕｍｍ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ｆｆ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ｒｕｓ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ｐｉｃｓｓｕｃｈａ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ｉｓｓｉｌ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ｃｙｂｅｒ
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

— Ｃｏｎｄｕｃｔ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ｉｄｅｌｉｎ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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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ｕｍｓ

３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ｍｕｓｔｐｌａｃｅ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ｔ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ｍａｙｂｅ
ｔａｋｅｎｉｎ 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ｒｉｓｉ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ｃｈ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ｔａｌｌｔｉｍ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ｓｅｎｄ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ｐ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ＤＯＤ
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ａｃｌ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ｔｌｉｎ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ｒｎａｖｉｅｓ，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ａｔｅｒ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ａ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ｉｍｅｓｓｏｔｈａｔ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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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Ｕｓ， 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Ｍａｊ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ｓｉｇｎ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ｉｍｅｌ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

— 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ｒａｃｋ１５ａｎｄｔｒａｃｋ２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ｒｉｓｉｓ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ｙｔａｂｌｅｔｏｐ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４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ｌｏｎｇ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ｃｏｐｅｉｎｔｏ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ｒｅｖｅｎ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ｅｋ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ＭＤ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ｉ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ｅｔｃ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ｇｌｏｂ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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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ｄ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ＳＬＯＣｓ
— Ｍａｋ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ｓ，ｓｕｃｈａｓ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５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ＺｅｒｏＳｕｍ Ｎａ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Ｌｅ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Ｕ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ｂｏｔｈ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ｏｎｅ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ｄ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ｆｏｒａ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ｔ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ｏｖｅｒ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ａｎｓ

— 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ａｄ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Ｕ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ｏｐｅｎｅ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ｉｎｖｉｔｅａ
ＵＳａｌｌｙｔｏａ２＋２＋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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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ｉ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Ｍａｊ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ｔｓ
ｊｏｉｎ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ｙｉｎｖｉｔｅＣｈｉｎａｔｏａｔｔｅｎｄ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ｉｔｓｊｏｉｎ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ｉｅｓ，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ｍａｙｉｎｖｉｔ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ａｔｔｅｎｄ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ｅ
ｉｔｓｊｏｉｎ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ＡＲＦ，ＡＤＭＭ
ｐｌｕｓ，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ｕｍｍｉｔ，ＳｉｘＰａｒｔｙＴａｌｋｓ，ａｎｄＡＰＥＣ，
ｗｈｉｌ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ａｎ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
ｗｈｉｃｈ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ｙｐｌａｙ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ｓ

６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 Ｓｕｃｈｔｏｐｉｃｓａ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ｓｉｎ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ｓ，ｅｔｃ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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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ｈｅｌｐｂｕｉｌｄ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ｖｅｌ

— 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ａｃｈａｔａｃｉ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ｏｗ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ｂ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ｔｕａｌ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ｋｅｐｔ，ｉｎ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ａ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ｅｅｋ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ａ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ｅｅｋｔｏ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ｅ
Ｃｈｉｎａ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ｅｅｋ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ｎｄｉｎ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ｕｔ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ｗｈｉｌｅｐｕｒｓｕ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ｄｏｐｔａ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

— Ａｃｏｍｍ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ｏｔｓｐｏｔ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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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ｓｈａｒ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ｉｓｅ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ｙ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ｉｔｓ“ＤｕａｌＴｒａｃ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ｗｉｔｈ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ｏｐｉｔ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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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倪　峰　樊吉社　刁大明

一　历史与现实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是中美关系发展演变

中的制约因素，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政治制度和

意识形态分歧都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状态。

冷战初期，中国选择 “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在中苏分裂后，采取了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战

略姿态。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

在中美对抗的２０多年中，意识形态对抗是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苏联逐步扩张，中美曾经因为面

临共同威胁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走向共同应

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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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前后，中美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再度

凸显，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断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

展。在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时期，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中

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

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 “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

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

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

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

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冷战结束后，中国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处理中美分歧的上

述原则。美方则看到了双方之间越来越大的共同经济利益

和战略合作机遇，没有将意识形态分歧置于双边关系的首

位。但中美在 “人权”和 “民主化”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仍然时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克林顿担任总统

后，美国曾经企图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

一度冲击双边关系。此后，虽然美国将两者脱钩，但在诸

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见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国内

政问题上仍然攻击中国政府，一些美国机构继续在中国进

行政治和思想渗透，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存在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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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其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

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是美国的阳谋。冷战结束后，美国

除了进行较为频繁的所谓 “人道主义干涉”之外，还积极

支持、推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 “颜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

之春”，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搞 “民主

试验”。此外，“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

化浪潮”在美国学者中有很大影响，这些学说认定各国政

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应遵循西方民主原则，否则就是站在

“历史的错误一边”，同美国发生冲突。

介入中国内政以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始终是美国对华

政策目标之一，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数中国人认

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存在明确的指向性，其根本目

的是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改变中国基本制

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美国官员讲话和专家学者

的研究成果中，也常常看到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

态的批评和疑虑。美国积极推动并且协助中国 “融入国际

社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从现存国际体系中受益颇

多。但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假设，似

乎是期待中国在此进程中出现 “政治民主化”、思想舆论自

由化，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当美国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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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待的中国内部变化没有出现，反而看到一个坚定地走

向与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时，美国的抵触、怀疑、防范心理

就与日俱增，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政治制

度、地缘战略、经济规则等多方面挑战。冷战结束后２０多

年来在美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 “中国威胁论”，究其思想根

源，都可以追溯到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

道路的反感、忧虑和恐惧。

相比而言，中国在涉及美国内政问题上异常谨慎。美国

在政治问题上偏好 “己所欲，施于人”，而中国奉行的政治

哲学根植于传统文化，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国

内政治治理的实践不但从未企图损害美国利益，而且在美

国所关切的具体问题 （例如某些人权个案和最近通过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讨论和执行方面）上倾听美方

意见并予以妥善回应。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该国人民根据自

身国情选择的结果，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国内政

事务。

２０１３年６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

园会晤，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重要共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包括三个层

面：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

其中，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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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

鉴，共同进步。在中国看来，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

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与中国早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一脉相承。对于

中国政府关于 “相互尊重”的倡议和解释，美方一直含糊

其辞。这一态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强烈印象是，美国在需要

中国配合的国际领域积极寻求支持，却在中国最关切的核

心问题上避免表态和承诺，不愿意尊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下的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这难免加深中国人对美

国战略意图和道德标准的怀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

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

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

本共识，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

限制。

回顾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可以注意到，虽然中美

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这远非中美关系的主要部分。自中美关系实现突破以来，

中美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

益，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美共同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

在拓展，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拓展。这些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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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有助于中美两国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扰，促进两国

关系稳步发展。

面对在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的政治因素，中国的基本立

场是全力排除干扰、强调共同利益；美方一方面始终不放

弃政治议题，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与合作。在冷战结

束之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持续介入中美关系，促使中美

关系中的政治分歧愈发显性化。长期以来，人权、台湾、

西藏、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持不同政见者等

政治议题持续存在，但由于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点，这些

政治议题仍处于相对可控的状况。

二　中国的立场和关切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

的原则”，这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

进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

化，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

目标迈进。与此同时，中国在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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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改善人权，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等政治

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凝聚国家力量、保持社会团结、实现战略性发展的

制度基石，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中国道路的

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持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不适应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对外开放是中国将

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全面、继续深化各个领域

的改革，进一步对世界开放。反腐倡廉是现阶段中国政治

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因

而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加强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务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确保

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２００４年３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明确写入宪法。在 《宪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

义务”中，对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作了详尽规定。中国政府不

仅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还在国家治理实

践中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当然，任何公

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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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国力增强，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意义上

日益自信，不断继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和实践。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

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地

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健全司法权

力运行机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通过反腐

行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

事、管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

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完善人权司法

保障制度，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

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

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

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发展中维持了

国内政治稳定，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和符合中国国情的，

美国期待的中国政治体制演变并没有成为现实。与此同时，

美国受两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影响，相对实力有所下降，

对于能否继续维持其全球霸主国地位和世界事务的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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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自信心有所下降，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挑战较为担忧。

这是否会导致两国在排除政治干扰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

因素是否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美方对中

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也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始终不愿放弃政治议题，在人权、

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异

见分子等政治议题上持续指责中国。尽管多年来美方提出

的长长的人权个案单子不断缩小和更换，尽管事实证明中

国在保护人权上不断取得可见的巨大进步，但美方总试图

挖掘新话题，表达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疑虑和对中国外交行

为的担忧。例如最近开始对中国完善国内治理的政策和立

法提出怀疑或者指责。例如 《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

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美方认

为这是对所谓 “公民自由”的威胁，从而抨击中国政治体

制。美国一度抵制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企图阻止其盟友参加。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提出的 “一带

一路”倡议是输出中国模式，用 “中国梦”对抗 “美国梦”

等。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一些美国人

则认为是中国国内 “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并且在反腐问

题上迟迟不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对于中国在国内打击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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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的行动，美国设定双重标准，等等。中国同样怀疑

美国在香港所谓 “雨伞革命”中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幕

后予以煽动支持；美国驻华官方机构包庇个别异见分子，

做出有损中国政治形象的行为，等等。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只有三成 （２９％）

的中国公众相信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一半 （５２％）

的民众则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成为能与之抗衡的大国。

此外，有约一半 （４５％）公众表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国

际威胁，持这个观点的民众同２０１３年相比，增加了６个百

分点；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公众也占４４％。

近年中美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渐表

面化，美国一些重要官员的讲话甚至隐含了类似与中国开

展冷战的内容。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中方担心台湾

问题再度困扰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由

于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台海问题，两岸关系得到了发展，保

持了稳定状态。随着２０１６年岛内政党轮替，过去一贯主张

“台独”的民进党当选，美国政府未来能否恪守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确立的政治立场，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

台湾 “独立”，不仅事关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将影响中

美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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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变化也使许多中国人感

到困惑和担忧。由于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严重，

政治极化日益突出，反全球化呼声强烈，排外情绪上升，

民粹主义发酵。在这一背景下，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体

诿过于外，将中国视为在国家发展模式与国际地位方面对

美国的双重威胁，描绘为抢夺美国工作机会和利益的 “汇

率操纵国”。２０１６年５月的另一份皮尤调查报告表明，有近

１／４的调查对象视中国为美国的对手。在中国方面，主流媒

体和社交媒体纷纷报道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的乱象、政客相

互攻讦、媒体报道失实、智库预测失灵等，中国人普遍感

到，美国现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三　关于未来的思考

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但是同时也是可以管理

的，这是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中美关系新的

背景下，如何管理日益凸显的政治分歧是关心中美关系的

智库学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第一，如何认识当前的政治分歧：相似的问题，不同的

解决方案。

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国内政

·１９１·

 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治问题是有相似性的，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开始持续

发酵，社会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精英对民众的回应

性下降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导致社会各种焦虑情绪蔓延。中

美两国曾被视为在全球化进程获益最多的两个国家，但也

遭遇到同样的问题，并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中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采取的是全面从严治党、

反腐、扶贫攻坚等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加以应对，而美国则

付诸竞争性的政治方式，２０１６年大选中引人注目的种种现

象和观点，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对各种全球化弊端不满的宣

泄。应当说，对于相似的问题，两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维简单地否定对方的探索。

未来，中美两国可在共同关心的政治治理议题方面展开

更多的理论性探讨，议题可以涉及 “国家政权在国内的善

治”，“主导族裔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

“公民权利的疆界与辩证逻辑”，“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个体

差异性”，“网络时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两国共

同面对的议题，从而实现两国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理解。

第二，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坚持与完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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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

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与全球同步进入信

息社会。所有这些成就表明，中国不可能放弃取得这些成

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时，中方也意识到，中国自身的政

治发展仍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和希望了解包

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以从中获

得启发和教益。中国也注意到，美国对外输出所谓民主政

治模式，将美国认同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做法导

致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乱局，这是中国坚决不能接受的，而

且这种局面客观上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例如伊拉克和叙利

亚的乱局导致了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使美国和欧洲面临

更为严峻的反恐形势。

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将继续完善自己的政治制

度。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现状是与目前中国发展态势相适

应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中国政治中的 “集权”

与 “分权”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有机统一。任何强加给中国、

迫使中国接受的别国模式都会 “水土不服”，都无法保证中

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持续稳定与发展，甚至反

而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要想有更好的发展，美国不应期待与一个臆想

的 “未来”中国打交道，而应立足于现实，与现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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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交道。

第三，相比政治分歧，中美应关注更重大、更紧迫的地

区性和全球性议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美已经建构了某种具有战略稳定

意义的双边关系，包括中美在核领域的非对称战略稳定、

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中美对一个和平稳定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的依赖等。中美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已

经被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所证实。

不仅如此，中美在诸多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共同利益

不断拓展，就此而言，地区的动荡、政治混乱、全球性传

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远比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和

意识形态分歧更为重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

发达国家，这些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中美两国在防止

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种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负重大责任，

也有着广阔的对话和合作空间，在这方面需要两国不断的

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够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

题上的分歧，避免从根本上挑战对方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

治稳定，中美完全能够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２０１７年４月６—７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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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

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愿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

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习主席介绍了中国的发

展理念，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奉行

“你输我赢”的理念，不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愿同美方

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特朗普总统表示，美方

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

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

面给予更多配合的希望，美方则积极表示了对中方追逃追

赃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两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理解与合作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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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ｄｅｒ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ｍａｄｅ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ｅｍａｒｋｓｗ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ｌｏ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ｈａ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ａ
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ｒｉｖａｌＷｅ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ｄｏｎ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ｔｏｈａｒｍ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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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ｆｉｇｈ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Ｉｍ
ｎｏｔｔａｌｋｉｎｇｊｕｓｔａｂｏｕｔａｒｅａｌｗａ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ｂｏｕｔａｗａｒｏｆ
ｗｏｒｄ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ｈａｔＡｓＩｈａｖｅｓａｉｄｏｎ
ｍａｎｙ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ｎｏｔｃｏｐ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ｔｉｓｕｐｔｏ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ｏｓａｙ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ｉ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ｇｏｏｄｏｒｂａｄ，ａｎｄｗｅｄｏｎｏ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Ｗｈｅ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ｓｉｄｅ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ｓ
ｍｕｃｈ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ｓｅｔｔｌ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ｗｉｌｌｂｅ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ｉｆ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ｏｎｌ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ｕｔｉｆ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ａ ｇｏｏ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ｔｏ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ｇｒａｓｐｅ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ｗｅｒｅ ｎｏ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ｖ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ａｖｅ
ｅｘｅｒｔ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ｉｅｓＷｈｅｎ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ｔｏｏｋｏｆｆｉｃｅ，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ｌｉｎｋ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ｓｔ
ｆａｖｏｒ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ｔｏｉｔ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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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ｙｅａｒ
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ｔｗｏｗｅｒｅａｇａｉｎｄｅｌｉｎｋ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ｉｌｌ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ｕｃｈａｓ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ｅ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ｐｕｔｇｒｅａｔ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ｔｓｏｗｎｖａｌｕ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
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
ａｎｙｎ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ｏｐｔ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ｌｄ Ｗａｒｅｒａ，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
ＳｔａｔｅＪｏｈｎＤｕｌｌｅｓｔｈａｔ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ｓｕｂｖｅｒ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ｍｅａｎｓｂｙ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ｓｍｅａｎｔｔｏ
ｉｎｃｉ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ａｓａｎｏｐｅｎｌｙｋｎｏｗ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ｍａｎｙ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ｔａｌ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ｏｆｆｅ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ＡｒａｂＳｐ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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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ｉｋｅＩｒａｑ，
Ｓｙｒｉａ，Ｌｉｂｙａ，ａｎｄ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ｅｎｄ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ｍｏ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ｗｈｏ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ｐｐｌｙｔｏａｌ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ｉ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ｂｅ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ｓｉｄｅ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ｓｔｉｎｅｄｔｏ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ｆａｉｌａｓａ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ｒｍａｋ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ｅｉｔｓｅｌｆ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ｇｏａｌｓｏｆ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ａｓａ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ｔｏｏｌ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ｕ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ｇｏａｌｓ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ａｇｅｎｄａｂｅｈｉ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ｔｏｓａｂｏｔａｇ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ＣＣＰ）ａｎｄ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ｉｎａｓｂａｓ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ａｃ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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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８０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
ｆｒｏｍ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ａｌｓ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ｗｏｕｌ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ｒｏｍ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ｓ，ｔｈｉｓｐｏｌｉｃｙｈａｓｎｏｔ
ｙｉｅｌ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ｄｈｏｐｅｄｆｏｒ，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ａ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ｉｔｈａｓｃｈｏｓｅｎ，ｍｕｃｈｔｏｔｈｅ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ｓ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ｖｅｒａｒｉ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ｏｍｅｅｖｅｎ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ｅ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ｅｖｅ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
ｏｆ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ｉｌｌ
ｐｒｅｖａｉｌｓＭａｎ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ｖｉｅｗ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ｓａ
ｔｈｒｅａｔｃａｎ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ＵＳ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ｆｅａ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ｖｅｒｙｐｒｕｄ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ｈｅ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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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ｅｆｅｒｓｔｏ
‘ｄｏｕｎｔｏｏｔｈｅｒｓｗｈａｔｏｎｅｗａｎｔｓｔｏｄｏ，’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ａ
ａｂｉｄｅｓｂｙ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Ｒｕｌｅｏｆ“ｄｏｕｎｔｏｏｔｈｅｒｓａｓ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ｍ ｄｏｕｎｔｏｙｏｕ”Ｔｏ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ｗｈａｔ
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ａｉｄｉｎｌａｔｅ１９８９，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ｄｏｎｅ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ｔｏｈａｒｍ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ｄｏｅｓｎｏｔ
ｗａｎ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ｄｏ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ｔｏｈａｒｍＣｈｉｎａ
ｅｉ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ｆ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ｖｅ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ｏｍ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ｅｎａｃｔｅｄ２０１６ＰＲＣＬａｗ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ｈｏｓｅｎｂｙｉｔｓｏｗｎ
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ａｎｄｗｉｌｌｎｅｖｅｒｔ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ｗｈｅ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ｍｅ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ｎｙｌａｎｄｓｅ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ｙ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ｊｏｉｎｔｌ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ｃ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ｎ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ｒ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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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ｗｉ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ｍｅａ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ｏｎｅｓｏｗｎｗｉｌ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ｃｔ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ｌａｙ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ｅ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ｒｅｖｅｒｙｍｕｃｈｉｎ
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ｆｉｒｓｔ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５０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ｉｓｈａｓ
ｌｅｆｔ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ｗｏｕｌｄｏｎ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ｅｅｋ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ｔｒｙｔｏａｖｏｉｄ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ｙ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ｔｏ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ＣＣＰ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ｄ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ＣＰ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ｈｉｎａ
ｉ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ｉｎｄｏｕｂ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ＵＳｍｕｔｕ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ｈａｓｄｅｔｅｒ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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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ｈａ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ａｒｅａｓＩｆ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ｅｔｏｒｅａｃｈ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ｖｅｒ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ｗｉｌｌｂ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ｏｎ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ｄｅｓｐｉｔ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ｎ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ｓｈ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ｉｎｃ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１９７９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ｗａｒ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ｉｅｓ

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ｈａｓｌｏ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ｔｐｌａｙ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ｏｔｈｖｉｓｉｂｌｙａｎｄ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ｙ，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ｎｏｔｔ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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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ｈａｓ
ｂｅｅｎ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ｄｏｕｂｌｅｇａｍｅ：ｗｈｉｌｅｉｔ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ｇｏｏｆ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ｐｏｓｅｄｂ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
ｌｅｄｔｏ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ｔｈａｓａｌｓ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ａ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ｏｕｔｗｅｉｇｈｅ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ｎｄ
ｔｏｄａｙｔｈｏ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ｒｅｍ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ａｂｌｅｆｏｒ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ＩＩ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ＣＰ，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ｖｅａｌｌｂｅｅｎ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ｆ１９８２

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ｔｅｎｄｅｄｔｏ
ｓｔｉｃｋ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ｐｕｌ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ｅｆｆｏｒｔ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ｏｎｇｏ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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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Ｔｈ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
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ｎｏ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
ｌａｗ，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ＣＰ—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ｄｅｅｄ，ｉｔｉｓ
ｔｈｅＣＣＰｔｈａｔｈｅｌｐｓｔ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ＣＰ，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ｏｐｅｎｕｐ
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ｔｓｅｌｆｂ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ｉ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ｙｆａｉｌｔｏｍｅ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ｅｅ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Ａｔｉｔ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ｉｍ ｏｆ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ｔｉ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ｈａｖｅｒａｉｓ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ａｓｋｉｓｔｏ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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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ｓｆｕｌｆｉｌｌｔｈｅｉｒｄｕ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ｉｒｍａｎ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ｔｉ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３，ｗｈｉｃｈ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Ｉ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ｇｒｅａｔ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ｅｎｊｏｙ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ｉｔｓ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ｔａｌｓｏｐｕｔｓ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ｔｏｓａｙ，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ｓｕｃｈ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ｍｕｓｔｎｏ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ｕｐ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ｏｒｕｐ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ｆｕｌ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ｓ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 ｓｏ ｈ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ｉｔｓｃｈｏｓｅ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ｉｔ，ｉｔ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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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ｂｕｔｎｏ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１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ｏａｓｔｏ
ｍａｋｅ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ｏａ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ｐｏｗｅｒｂ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
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ｓ
ｆｕｌｆｉｌｌｔｈｅｉｒｄｕ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ｉｒｍａｎ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４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ａｓ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ｒｅｎｏｔ
ｖｉ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ｒ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ｗ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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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ｉｔｓ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ｉｔｈａ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ａｐａｔｈ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ａＵＳｓｔｙｌ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ｅｎｔｏｂｅｕｎ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ｗａｒｓｗａｇ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ｅｍｓｔｏｈａｖｅｌｏｓｔ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ｎｄ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ｒｉ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ａｐｉｄｌｙ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Ｗｉｌｌｔｈｉｓ
ｌｅａｄｔｏ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ｔｓｔａｎｄｓ，ｔｈｅｗａｙ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ｓ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
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ｓｏｆｙｅ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ｎｏｔ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
ｔ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ｆ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Ｉ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Ｃｈｉｎａｓ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ｏｆｉｓｓｕｅｓｒ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Ｔａｉ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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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ｂｅ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ｌｉ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ｓｈ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ｂｙＣｈｉｎａ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ｆｉｎｄｎｅｗａｒｅａ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ｏｕｂ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ｙｍａｋｉｎｇｎｅ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ｙｅｔｔｈｅｓ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ｅｔｗｉｔｈｒｅｎｅｗｅｄ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Ｌａｗ，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ｔｈｅ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
ｈａｖｅａｌｌｂ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ｓｍｏｖｅｓ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ｃｕｒｂ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ａｓ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ｆｉｅｒｃｅａｔｔａｃｋ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ｏｙｃｏｔｔ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ＩＩＢ），
ａｎｄｓｔｒｉｖ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ｔｓａｌ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ＩＩＢ
Ｃｈｉｎａｓ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ｖｉｅｗｅｄａｓｙ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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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ｍｏｖｅｔｏｃｏｍｐｅ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ｌｌｏｕｔ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ｅｎｆｏｒｃｅｓｔｒｉｃｔＣＣＰ
Ｐａｒｔ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ｉｔｃｈｈｕ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ｔｈｕｓ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ｔ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ｏｎ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ｕ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ｃｏｍｂａ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ｏｍｅ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ｏｎｃｅｈａｒｂｏｒｅｄａ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ｃｉｔｅｄｔｈｅｍ ｔｏ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Ｉｎ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ｖ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ｏｓｕｓｐｅ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ｖｉｅｗ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ｒｅｃ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ｎｌｙ２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ａｇｒｅ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ｗｈｉｌ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ｏｆ
ｔｈｅｍ（５２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ｐｅ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ｈａｌｆ（４５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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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ｂｅ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６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ｕｒｖｅｙ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２０１３Ｆｉｎａｌｌｙ，４４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ｇｉｖ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ｖ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ｒｅｒｉｓｉｎｇ，ａｓｗｅｌｌ，ｔｈｅ
ｏｎｃｅ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ｈａｖｅｂｅｇｕｎｔｏ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ｙｅａｒＲｅｍａｒｋｓ
ｍａｄｅｂｙｓｏｍｅｈｉｇｈ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ｈａｖｅｅｖｅｎｉｍｐｌｉ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ｗａｇｅａｓｏｒｔｏｆｎｅｗｃｏｌｄ
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ｓ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ｉｎ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ｓｕｅｍｉｇｈｔ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ｏｐｉｃ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ｙ—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１６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
ＭｓＴｓａｉＩｎｇｗｅｎｈａｓ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ｙｃｌｅａ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１９９２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ｒ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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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
Ｔａｉｗａ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ａｎｄＭｓＴｓａｉｓｅｎｔａ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ｆｏｒａｌ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Ｃｈｉｎａｗｏｎｄｅｒｓ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ｓｔｉｌｌｓｔｉｃｋｔｏｉｔ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ｓ， 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ｓ———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ｏｕｒ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
ｐｕｚｚｌ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ｍ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
ｔｈｅｗｉｄｅｎｉｎｇｇａｐａｎｄｅｖｅｎ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ｉｃｈ
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ｏｒ———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ｒｕｍｐｓ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ａｎ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ｒｉｓ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ｓｕｃｈ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ｍ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ｆｏｒ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Ｐｅｗ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６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２３ｐｅｒｃｅｎｔ）ｖｉｅｗＣｈｉｎａ
ａｓ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ｔｗｏｕｌｄａｐｐｅａｒ
ｔｈａｔｍｅｄｉ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２０１６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ｌｅｆ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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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ｍｕｓｔ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ｗｒ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ＩＩ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ｕｔ
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ｔｅｌｌ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ｍａｎａｇｅａｂｌｅＮｏｗ，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
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ｏ２ａｎｄＮｏ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ｉｓ
ｍａｋｅｓｉ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ｈｏｗ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１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ａｃ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ｆ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ｕｒｒｅｄ
ｂ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ｉｄｅｎｉｎｇ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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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ｉｔｅ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ｌｅｓｓａｗａｒｅ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ｓｔｇｏｅｓ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ｎｇｅｒ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ｖ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ｌ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ｒｅｓｌｏｗｉ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ａ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ｗａｙ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ｉｅ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ｙｅｔ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ｂｏｔｈ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ｔｏｆｉｎｄ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ｏ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ｗｈｅ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ｈｉｎａｏｐｔｅｄｆｏｒａｔｏｐｄｏｗ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ｒｔ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ａｎｄ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ｈａｓｒｅｓｏｒｔ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ａｒｔｙ，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ｓｅｅｍｓｆａｉｒｔｏ
ｓａｙｔｈａｔ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ｄｉｖｅｄ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ｏ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ｅａ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ｄｅｎｙ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ｉｍｐ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
ｏｗ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ｎｄ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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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ｗｅｌ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ｎ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ｔｏ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ｙ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ｇｅ，ａｎｄｓｏｏｎＢｙｄｏｉｎｇｓｏ，ｂｏｔｈ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Ａ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ｍａ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ＣＰＳ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ｏｐｅｎ
ｕｐ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ｔ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ｉｔｓｏｗｎｗａｙ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ｕｔ
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ｇｉａｎｔｔｈａｔｈａｓ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ａｔｎ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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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ｔｈａｓ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ａ
ｉｓｆｕｌｌｙａｗａｒｅｔｈａｔ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ａｌｓ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ｏ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ｓｃｒｅａ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ｔ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ｕｔｏｆｓｕｃｈｆａｉｌ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ｈａｓ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ｉｎｇｉｎａｍｕｃｈｍｏｒｅ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Ｉｒａｑａｎｄ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ｄｄａｍ ｒｅｇｉｍｅｌｅｄｔｏａｃｈａｏ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ｒａｑｉ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ｏｎｅ
ｔｈａｔｓｕｆｆｅｒｓｍｏｓ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ｖａｃｕｕｍｗｈｉｃｈｅｎａｂｌｅｄＩＳＩ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ｔｈｉｓｈａｓｏｎｌｙａｄｄｅｄｍ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ｏ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ｓｐｒｏｖｅｎｔｏｂ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ｔｈｕｓ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ｉｔｓｏｗ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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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ｒ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
ｓａｍｅｃｏ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ｎｏｔ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ｓ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ｐｌａｃｅｉｔｓｈｏｐｅｓｉｎａｎ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ｂｕｔ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

３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ｕｒｇ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Ｏｖｅ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ｅｆｆｏｒｔ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ａｂｌ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ｏｕｒｐｉｌｌａｒｓｉｎｔ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ａｍｅｌｙ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ｂｕｔ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ｗｈｉｃｈｂｏｔｈｃａｎｐｒｏｓｐｅｒ
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ｓｔｏｏｄｔｏｇａｉｎｆｒｏ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ｓ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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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ｍｏｉｌａｎｄｃｈａｏ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ｓｆａｒｏｕｔ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ｂｙ
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ａｙ 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ｏｎ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ａｎｄ ｍｏｓｔ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ｇｒｅａ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
ａｖｏｉｄ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
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ａｎ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ｉ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ｉｎｆｒｏｍ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ｅｖｅｒｙ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ｅｓｃａｐｅｔｈｅ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Ｔｒａｐ，ａｎ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ｆｏｓｔｅｒ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ｎ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ｒ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ｗｉ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ｈｅｌｄｔａｌｋ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Ｕ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ａｔＭａｒａ
Ｌａｇｏ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ＰａｌｍＢｅａｃｈ，Ｆｌｏｒｉｄａ，Ｕ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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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好的全球治理

达　巍　王　文 等

　　２０１６年，全球化在世界多地陷入了空前的被批评、被

责难的境地。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加上英国多数公众稍早前令人讶异地决定退出欧盟，都反

映了发达国家部分民众内心的深切疑问：全球化是否仍对

自己有益？

我们认为，自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迅猛扩展的、以新自

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确有其不足。中美两

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既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也

承受着全球化的代价。我们当然应该追求更好的全球化模

式，但是我们认为这只能通过更好的全球治理来实现。

过去八年，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气候变化等

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全球治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

重要亮点。中国期待与美国新一届政府扩大全球治理合作。

·１２２·



但是坦率地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使

我们担心这一合作是否仍具有光明前景。正是在此背景下，

本章的讨论反而变得更加重要、紧迫。

一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基本态度

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全球治理格局与体制进行集体学习，

这在世界各国领导层中恐怕十分少见。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国

成功主办了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领导人杭州峰会，中国参与

全球治理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

（一）中国重视全球治理的原因

中国人越来越关心全球治理，根本上源于国家实力的增

强。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当中国有了更大的力量，

很自然就会想到自己有责任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中

国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国家：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

广泛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同时又为本国悠久而

独特的历史文化深感骄傲。总之，中国似乎拥有一种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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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身份”，既能沟通南北，又能联通东西，完全有可能在全

球治理中做出独特贡献。

毋庸讳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热情也基于具体的国家利

益考量。中国期待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效维护利益，

也期待在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的过程中，在国际社会

赢得更大话语权，以做出更大贡献。

（二）当前国际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领域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全

球治理需要行动。世界经济仍处于相当困难的阶段，恐怖

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挑战迫在眉睫。我们需要全

球治理的高效机制，不能停留在口号和方案层次。第二，

全球治理需要创意。一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持续多年难以解

决。我们需要提出新思路和新方案。第三，全球治理机制

应更具代表性。由于历史原因，发达国家一直在全球治理

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的一员，中国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但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

熟，全球治理应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

声音，扩大这些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路径

首先，与一些外国观察者的担心恰好相反，中国是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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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治理体系的受益者，主张维护现有机制，同时对其进

行必要的改革和补充。中国不是国际体系中的所谓 “修正

主义国家”，也不希望抛弃这一体系 “另起炉灶”。

其次，中国主张渐进、务实、基于共识的改革。对于国

际治理机制，中国并非手拿一纸 “蓝图”、对现有体系 “大

破大立”，而是基于各方共识，能改什么改什么。

最后，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过程，

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的

合作对有效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过去几年中美在全球治

理领域的合作已证明，“通过中美双边合作推动全球多边合

作”的路径是有效的。

（四）中国的疑虑与面临的制约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之后，中国人对全球治

理最大的疑虑是，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治理将持何种态度？

从竞选期间的言论看，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似乎更强调民

族国家层次，对全球层次的议题要么缺乏兴趣、要么充满

怀疑。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另外一个长期疑虑是西方

国家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很多西方人的视野中，全球治理

是所谓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一个西方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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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非自由主义”的中国快速崛起，且试图提出全球治理

的 “中国方案”，是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中国的积极参与

是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善意地接受，还是因意识形态 “本

能”而被 “膝跳反应式地”拒斥 （正如中国在成立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案例中所看到的），甚或被戴上 “修正主

义国家”的帽子。这是中国的长期关切。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制约。一方面，中国对

全球治理知识储备不足，虽有贡献之愿望，但对全球治理

及其中的各个子问题缺少清晰、操作性强的方案，容易给

人以口号多、却不知到底想做什么的困惑。在这方面，中

国期待向美国等其他全球治理经验丰富的国家学习。另一

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只

能将主要资源投放于国内建设。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

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就是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这可能

与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 “承担更多责任”的期待有一定落

差，给人以中国 “选择性参与全球治理”的印象。

二　国际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以联合国体系

及相关机构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机构、机制和规则，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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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 （后改为

世界贸易组织）等。冷战结束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

主要国家又建立了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等机制。中国认为，

这些机制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已经相当成熟、覆盖所有主权

国家的多边治理机制。尽管存在诸多问题，这一机制仍是

全球多边治理的核心。

中国对这些全球治理机制的总体态度是支持其运作，加

强其权威性、效率和执行力，同时对这一机制进行必要的

补充和改革，使之朝着稳定、开放、包容、全面、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

中方对美方在这一领域的立场仍存在疑问与疑虑。双方

应通过言辞和行动减少误解，给予对方战略信心。

首先，历史上，美国在某些重大事件上曾采取绕过联合

国、本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行为。美国国会也拒绝批准

一些重要的联合国文件。美国既可以拿起这些工具，也可

以随时 “绕开”。２０１７年起共和党执政并在国会占据多数，

美国单边主义是否会大行其道，令人心存疑虑。

其次，美方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 ＷＴＯ与 Ｇ２０是

否能认真投入？很多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对国际经济治理

改革持勉强和拖延的态度，在美国国会审批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过程中即有所表现。中方认为美方对 ＷＴＯ与 Ｇ２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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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甚积极，并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而代之。特朗普当

选后美国选择不再推动ＴＰＰ，中美应在这类问题上重新协调

立场。

最后，美方对人民币国际化持何态度？美国一些人似乎

更多地从 “货币体系竞争”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担心中

国要颠覆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而中方则更多地从经

济视角也即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需要看待这一问题。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中美如何稳定货币关系是下一

步的关键问题。中美两国既要避免采取 “以邻为壑”的货

币政策影响对方国家的经济状况，也应当共同为国际货币

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做出贡献。

放眼未来几年，我们建议：

第一，中美合作维护和强化联合国体系作为全球政治和

安全多边治理核心机制的权威。推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

机构改革，优化内部机构，提升运行效率。加强联合国的

代表性，率先提升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话

语权；加快联合国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监督，同时逐步解

决联合国会费的拖欠问题。充分发挥联合国在气候变化、

难民、减贫、全球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等方面的多边

议程。

第二，中美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和相关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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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中美双方都应对自身的能力和对方的意图有足够的

认知。美元依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金融秩序的根基，

美国应认识到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此挑战。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逐步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目前仍符合大多数

国家的利益。美国应当和中国共同维护这一秩序的稳定。

第三，巩固和发挥 Ｇ２０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作用，推

动Ｇ２０建章立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落实 Ｇ２０杭州峰

会成果，解决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足、失衡严重、国

际货币体系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

投资等领域是中美可以率先取得合作成果的领域。同时，

中方应在Ｇ２０机制下平衡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议题，寻

求美方较能够接受的稳妥方式。

第四，维护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中美应当针对

多哈回合谈判的市场准入、国内支持等敏感问题深入探讨。

各种讨论中的区域或双边经济自由化安排都应是对多边贸

易体制的补充而非替代。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应当为整

个多边贸易体系的回暖做出示范和注入信心，在非农市场

准入、服务贸易等领域上寻求突破和早期收获。

第五，中国欢迎美国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全

球伙伴关系网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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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出的新倡议。即使不能正式参加机制，也希望特朗普

政府注意到中方倡议中的积极因素，做出正面回应。

第六，在金融监管领域密切合作。美方应在 Ｇ２０机制

下推进金融监管改革，至少不应从政治上或技术上阻拦 Ｇ２０

达成相关成果。中美两国都应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尤其是

作为主要储备国的美国，其货币政策应当更加透明，预防

系统性风险。

三　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

过去几年，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有效合作，使得

这一领域从中美的分歧点转变为合作亮点，有力地推动了

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峰会的成功。我们注意到美国新任总统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相关言论，期待新政府就美国的气候

变化政策做出澄清。在未来几年里：

第一，美方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严肃认

真、积极参与的态度。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治理，

对外是为了争取发展空间，推动全球气候正义；对内则是

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低碳转型，节能减排，推动

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因此，中国的气候变化

政策是坚定而可持续的，不会以美国的态度变化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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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方应继续积极落实 《巴黎协定》中的承诺。

美国不履行其对 《巴黎协定》的承诺，将对美国的国际公

信力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美国在其他方面引领国

际共识。

第三，中方希望中美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继续积极推

进，实现共赢。中国希望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争取更公平、

开放的国际环境，降低全球能源供给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

赖。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有义务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

资金、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支持，至少不应对相关的技术国

际转移制造障碍。

第四，美方应改变频繁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实施 “双反”

调查的做法。美国频频使用 “双反”大棒，给不少中国人

留下了不良印象，认为气候变化只是美国制约中国发展的

借口，不利于中国国内气候政策的推行。中方认为，用新

加坡作为成本标的认定中国产品倾销非常不公平。

四　中美网络空间治理合作

中美作为全球的网络大国与强国，均高度依赖互联网。

一个安全、稳定与繁荣的网络空间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关系曾经一度非常紧张。２０１５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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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美达成 “双边网络安全协议”，高层沟通与合作机制

得以建立，中美网络关系总体趋缓，也为中美在网络空间

的国际治理合作提供了基础和机遇。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在

此领域的合作，以稳定良好的双边网络关系，为国际社会

带来积极示范效应。

中方认为，中美在网络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缺乏战略互信。传统空间中的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

在网络空间仍大行其道。中美彼此间的战略疑虑直接制约

双方在网络空间的合作意愿与作为。

二是利益诉求不同。中美处在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对

治理优先与重要领域的判断不同，核心关切有所差异。美

方更重视 “经济利益考量”，而中方强调 “安全与发展平

衡”。

三是存在理念差异。双方网络空间治理的原则、模式与

机制有不同认识与主张。美国重视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中方希望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机制建设的

“公平”与 “公正”。

四是中美似有陷入无谓的 “阵营”之分的风险。由于

上述差异，很多人认为中美分属网络空间治理的不同阵营。

这种划分是错误的，但却造成了负面舆论氛围，在中美间

形成思维定式，使中美在诸多治理议题上未能形成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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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未来几年，中美双方应秉持务实的态度，共同考虑以下

几个问题：

一是建立讨论网络空间治理的对话机制。就网络空间的

国际治理进程与议题进行充分沟通和讨论，争取取得一致

立场，至少可以避免误判。

二是选取优先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数字经济发展、关键

基础设施保护、供应链安全、防范第三方大规模网络攻击、

网络空间国际行为准则等领域是中美双方有较强合作意愿

与良好合作基础的领域。

三是关注互联网发展援助项目。当前互联网发展进入

“大南移”的历史新阶段。未来互联网接入与市场增长主要

移向发展中国家。但受技术水平所限，发展中国家未来可

能成为网络安全的短板。中美作为网络大国和强国，可以

共同推进发展援助专项，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五　中美反恐合作

以 “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恐怖势力

对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构成长期安全威胁。因此，反

恐应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在这一问题上，中美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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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信息、开展合作。中方愿在以下重点议题上与美方开

展进一步合作。

（１）推动阿富汗、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中

方致力于通过推动政治和解、经济重建实现阿富汗的和平

稳定，防止其沦为恐怖势力的藏身窝点。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将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根除恐怖主义乱源。

（２）推进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进程，尤其是在联合国和

全球反恐论坛框架下的活动。

（３）防范打击外籍 “圣战”分子跨境流动问题。外籍

“圣战”分子的流窜对中美构成共同威胁，也是当前国际反

恐的突出挑战之一。中美两国应继续加强外籍圣战分子信

息的共享，携手堵住其流窜的通道。同时，鉴于部分发展

中国家缺乏应对该威胁的资源与能力，在其提出请求的前

提下，中美两国可联手行动，优化援助方案。

（４）商讨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的合作。针对在第三国的

海外公民和设施的保护，中美两国驻当地使领馆可建立沟

通渠道，共享威胁信息。同时，两国可探讨建立应急预案，

在突发恐袭事件中进行协调配合。

（５）开展多层次反恐对话与交流。对话可以包括反恐

政策、战略的交流；也可以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论 （包括

定义、根源）、“基地”组织与 “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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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发展趋势进行联合研究，增进共识。

（６）继续推动在港口、集装箱安全、反恐融资、自制

爆炸装置等问题上的双边合作。

（７）中方希望美方摒弃双重标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

反恐政策；在遣返 “东突”恐怖分子问题上充分考虑中方

的关切；放弃对在美国境内的 “东突”势力的支持。

六　中美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

中美在防扩散、核安保、核电安全领域交集多，分歧

少，可将相关双边合作打造为推进全球治理和润滑中美关

系的亮点。

在防扩散领域，随着伊朗核协议的签订、朝核问题的不

断升级，国际防扩散形势进入转折关头。中美可合作进行

朝核导能力评估，加强对涉核导物项和相关技术的管控；

中美应共同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推动２０２０年核不

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取得成功；在无人武器管控等新兴技术

领域加强磋商与合作。

在核安保领域，２０１６年核安全峰会落幕后，重点应转

移到相关国际及地区机制建设上，确保全球核安保合作的

持续。当前，“伊斯兰国”染指核生化武器风险增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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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来新安保隐患，国际原子能机构作用尚存不足。中

美有必要加强双边反核恐情报合作和核法证学、辐射探测

等技术合作；在核设施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研议标准；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加强主导作用；以 “核安

全示范中心”为基点，深化亚太地区核安保合作。

在核电安全领域，福岛核事故并未中断新一轮全球核电

复兴，不少国家为初次涉足核电，技术落后、人才匮乏、

监管滞后。中美两国核电技术与安全标准相似性强，在提

高核电安全监管及运行能力方面有共同利益。可在中方

“推广国家核电安全监管体系”倡议基础上，考虑联合提供

核安全监管能力的全面培训服务，提高新兴核电国家核安

全水平，降低全球核电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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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ａｋ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
ｉｓｂｏｔｈａ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ｕｒｓｕｅｓ
ｂｏｔｈ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ｄｒａｗ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ｉｌ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ｕｄｏｆｉｔｓ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ｑｕ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ｈｏｒ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ｅｍｓ
ｔｏｈａｖｅａｄｕ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ｅｎａｂｌｅｓｉｔｔｏｔａｌｋｔｏｂｏｔｈ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ｌｉｎｋ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
Ｉｔ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ｆｕｌｌ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ｍａｋｅａ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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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ａｌｓｏ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ｈｏｐｅｓ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ｏｇａｉｎ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ｓａｙ，ｔｈｕｓｍａｋｉｎｇ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ｕ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２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ｕｓｔｂ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ｉｒｓｔ，ｍｏ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ａｒａｔｈｅ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ｓ
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ｍｉｎ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ｍｅｒ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ｌｏｇａｎｓｏｒｕ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ｌａｎｓａｎｄ
ｐｕｔｉｎｐｌａ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ｅｃｏ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ｏｍ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ｈａｖｅｙｅｔｔｏｂ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Ｗｅｎｅｅｄｎｅｗ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ｗ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Ｔｈｉｒ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
ｋｅｙＦ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ｌａｙ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ｗ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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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ｎｏｗｒｉｐｅｆｏｒｔｈｅ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ｏｂｅｂｅｔｔｅｒｈｅａｒ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３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ｆｏｒｍ

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ｗａｎｔｓ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ｔ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ｏｓｏｍ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ｖｏｉｃｅｄ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ｉｓｂｙｎｏｍｅａｎｓａ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ｂａｓｅｄｒｅｆｏｒｍ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ｔｈｅｒｅｔｏｓｍａｓｈｔｈｅ
ｏｌｄ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ｔｈｅｎｅｗｗｉｔｈａ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Ｒａｔｈｅｒ，ｉｔｉｓ
ｒｅａｄｙ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ｏｆ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ｍａｎｙ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ｏｎ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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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ｈａｓｐｒｏｖｅ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Ｕ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１６Ｕ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ｈｉｎａｓｂｉｇｇｅｓ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ｕｍｐ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ｖｉｅｗ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Ｗｈｅｎｆａｃ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ｔｅｉｔｈｅｒｌａｃｋ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ｓｔｒｏｎｇ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ｃｅｒｎｔｈａｔｈａｓｌｏｎｇｈａｕｎｔｅｄ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ｉｎｄｓｅｔＩ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ｎ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ｒｉｓｅｏｆａｎ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ｔａｂｌｅ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ｅｍ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Ｗｉｌｌ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ｂ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ｗｉｌｌ，ｏｒ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ａ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ｋｎｅｅｊｅｒｋ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ｕｔ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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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ａｓ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ｏｒｅｖｅｎｌａｂｅｌｅｄａｓ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ａｌｓｏｆａｃ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ｄｏｅｓｎｏｔ
ｈａｖ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ｈａ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ｄｅｓｉｒｅｔ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
ｈａｖｅｃｌｅａｒｏｐｅｒａｂｌｅｐｌａｎｓ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ｎａ
ｓｕｂｓｅｔｏｆ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ｍａｇｅ ｈａｓ ｂａｆｆｌｅｄ ｍａｎ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ｗｈｏ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ｍｅｒｅｌｙ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ｓｌｏｇ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ｏｋ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ｒｉｃｈ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ｏｒｑｕｉｔｅ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ｔｏｃｏｍｅ，ｉｔ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ｉｓ ａ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ａ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ｏｗ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ｌ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ｈｕｇ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ｍａｙｂｅ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ｇａｐ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ｍｏ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ａ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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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ｓｅｔｕｐ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ｔｈｅＩＭＦ，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ＧＡＴＴ（ｌａ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ａｎｄ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
ｓｅｔｕｐｔｈｅＧ２０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ａ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ｎｌｙｓｅｔｏｆｆａｉｒｌｙ
ｍａｔ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ｓａｌ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ｉ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ｍ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ｉ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ａｓｔａｂｌｅ，ｏｐｅ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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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ｓｔｉｌｌｈａｓｓｏｍｅｄｏｕｂｔｓａ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ｄｕｃｅ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ｏｔｈ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ｄｅｅｄｓ
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ｏｎｍａｊｏ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ｔｈａｔ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ａｓ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ｒａｔｉｆ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ｓａ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ｉｍｐｕｌｓｅｔｏｔａｋｅｕｐｔｈｏｓｅｔｏｏｌｓ
ｏｒｂｙｐａｓｓｔｈｅｍ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ａｒｔｙｎ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ｂｏｔｈ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Ｗｉｌ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ｒｅｅｍｅｒｇｅ？

－ Ｗｉｌｌ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ｍｅ，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ｄ
Ｇ２０？Ｍ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ｒｕｄ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ｆｏｒｍ ｗ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Ｍ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ｅｙ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ｖ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ｉｅｗ
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ｄＧ２０，ａｎｄｉｓ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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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ｔｈｅｎｃｈｏｓｅｎｏｔ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ＴＰＰ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 Ｗｈａｔ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Ｂ？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ｅｍｔｏ
ｖｉｅｗｔｈｉｓ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ａｒｓａｎｄ
ｗｏｒｒｙ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ｓｅｔｔｏｄｉｓｒｕｐｔｔｈｅｄｏｌｌａ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ｓ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ｎ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ＲＭ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ｂｅｋｅｙ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ａｖｏｉｄｔａｋｉｎｇ“ｂｅｇｇａｒ
ｔｈ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ｅｎｌｏｏｋ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ｙｅａｒｓ，ｗｅｗ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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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ｅｙｍａ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ｔｔｈｅＵ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ｏｗ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
Ｕ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ｂｙｆｉｒｓｔｇｉｖｉｎｇｍｏｒｅｓａｙ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ｒｅａｒ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ｎｅｅｄｓｂｅｆｕｌ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ｙ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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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ｔｈｉｓｏｒｄｅｒ

－ Ｔｏ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ｉｎｔｏ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ｈｅＧ２０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ｒｕｌ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Ｇ２０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ｓｔｅｅｒｔｈｅＧ２０ｔｏｗａｒ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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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ａｄｍａｐ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ｒｅａ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Ｕ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ｅ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Ｇ２０ｉｎ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ｌｏｏｋｆｏｒａ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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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 Ｉｔｉｓ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ｓｅ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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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ｍｏ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ｒｉｓｋｓ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ａｌａｃｋ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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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ｉｔｆｒｏｍ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ａｎａｒｅａ
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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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ｃｔ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ｅ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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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ａｎ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ｖｅｒｙｌｅａｓｔ，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ｃｒｅａｔ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ｆｏ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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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ｏｐｉｔ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ｎｔｉ
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ａｔ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ｕｃｈｍｏｖｅｓｈａｖｅｌｅｆｔａｂａ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ｓ
ｏｎｌｙａｎｅｘｃｕｓｅ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ｖｉｅｗｉｓ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ｓ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ｔ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ｏｄｓ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ｄｕｍｐｉｎｇｉｓｖｅｒｙｕｎｆａｉｒ

ＩＶ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ｏｔｈｈａｖ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 ｓｅｃｕ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ａｓｔｈｕｓｓｅｔ
ｕｐ，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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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Ｕ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ｈｉｎａｒｅｍａｉｎｓｒｅａｄｙ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ｏｌｅａ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ａ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ｙｂ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ｖｉｅ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Ｌａｃｋ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ｄＷａｒ，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ｉｓａｌｓｏｗｉｄｅｌｙｓｅｅｎ
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ｏｕｂ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ｐｏｗｅｒ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ｏｎ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

－ 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ｉｔ
ｃｏｍｅｓｔｏ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ｌａｒｇｅｇａｐｓｉｎ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
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ｙｓ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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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ｏ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ｏ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ｉｓｋｇｅｔｔｉｎｇ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ａｐｏｉｎｔｌ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ａｍｐｓ
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
ｐｕｔ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ｍｐｓ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ｔｏ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ｕｃｈ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ｗｒｏｎｇＩｔ
ｆｕｅｌ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ｓ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ｆａｉｌｅｄ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ａｎｙ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ｏｐｔ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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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ｎｄａ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ｏａｓ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ｒａｔｌｅａｓｔｔｏａｖｏｉｄ
ｍｉ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ｈａｖｅａｆａｉｒｌｙ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 ａ ｓｏｕｎｄ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ｓｂｙ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ｆｏｒ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ｎｏｗｉｎａ
ｎ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ａｓｉ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ｌｌｓｈｉｆ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ｗｅ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ｙ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Ｖ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ｌＱａｅｄａ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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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ＩＳｐｏｓ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
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ｔｏｐｕｓｈｆｏｒｄｅｅｐｅｒＣｈｉｎａＵ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ｍｏｒ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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