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美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关系新进展
*

张丽娟

摇 摇 内容提要:近年来,影响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主要经济因素是,“经济治

略冶主导了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经济衰退使美欧寻求跨大西洋关系建设

新共识,亚洲崛起对国际经济新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美欧传统经济合作机制持续

稳固,双边经济依存度高,近年来在区域贸易中竞争也在加强,但盟友关系尚未改

变。 近期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突出了共同的“就业和增长冶目标,美欧启动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冶谈判,期望以此重振本土经济,重构全球贸易体

系。 但是,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仍然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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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作为盟友曾经共同主导创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构建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三大支柱为主体的全球金

融、投资和贸易框架体系。 自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爆发以来,美欧在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的角色和作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

面,美欧本土各自受困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美
欧还不得不面对“金砖五国冶的崛起等新兴国际经济力量的挑战。 2013 年 3 月

20 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告知国会,美国政府将与欧盟进入旨在构建“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冶(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的务

实谈判。 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未来走向备受关注。

* 本文为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对美国商务外交策略研究冶 (项目批准号:
12AGJ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文章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一摇 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现实背景

众所周知,过去 60 年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是美国和欧洲分享了在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权,并主导了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

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回合谈判和全球贸易规则制定。 为确保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固,美欧曾约定双方之间不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由此,
美欧双方长期共同扮演着合作伙伴和国际经济秩序领导者的角色,也一直没有

受到任何国际经济力量的实质性挑战。 但自美欧自身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以来,原本只要美欧联手就有力量解决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的范式被打破了,美

欧作为国际规则领袖的传统地位受到新兴经济体的挑战,而亚洲的崛起似乎又

为双方调整跨大西洋关系定位注入了重要的催化剂。 综合起来,近年来影响美

欧跨大西洋关系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力推“经济治略冶谋求复苏经济

2009 年初,奥巴马上任伊始所面临的经济衰退,是美国自上世纪 30 年代大

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在 2008 年第四季度

至 2009 年第一季度出现了 60 年来最为严重的下滑,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冶对美

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凸现,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负担和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加之制

造业的衰退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这一切都决定了奥巴马的主要执政方针必须是

经济治国。 因此,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中,特别强调了“经济治略冶 (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中心。 时任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指出:“经济治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我们(美国)
如何运用全球经济的力量和工具以加强我们(美国)的外交和在海外的存在;二

是我们(美国)如何去让外交和海外存在服务于增强国内经济。冶希拉里强调:
“我们(美国)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外交目标以强化我们(美国)在世界上的

经济领导力和引领国内经济复苏。冶淤

在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评价普遍不高,这一方面由于

美国国会政治近年来变得效率低下且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也因为奥巴马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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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经济衰退的现实困境,着力谋求恢复美国就业增长和经济复苏的路径,

从而维持美国的经济霸权不会受到任何挑战。 因此,美国外交策略中就增加了

与经济利益有关的谈判筹码。 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主张中,美国的国家利益主

要围绕着如何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等“硬实力冶与其“软实力冶巧妙结合构

建所谓的“巧实力冶。 由于民众对就业高度关注,奥巴马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均

以产业界的“利益集团政治冶和谋求连任的“选票政治冶为轴心,在这样的前提

下,“贸易政治冶贯穿于美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始终,保护就业、促进出口成为最

主要的贸易政策目标,并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有时甚至不

惜暂时牺牲双边外交,寻求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 2009 年,奥巴马政府对来自

中国的汽车轮胎启动特别保障条款就是典型的例证。

(二)欧债危机催生跨大西洋关系新共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影响颇为深远。 受欧债危机困扰,

欧洲已经分为三个阵营:(1)经济强劲的欧元区核心国;(2)经济乏力的欧元区

外围国;(3)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徘徊在欧元区以外的欧洲十国。 这三大阵营面

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而如何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共识还不得而知。淤 因

此,欧洲对美国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机会的优势正在逐渐被亚洲取而代之。

欧债危机还促使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方面,美国希

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希望欧债危机顺利解决。 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所言,美国应当支持欧洲一体化,因为一个强大

的欧洲至少是美国潜在的战略伙伴,而一个弱势欧洲却不是。于 另一方面,作为

美国的长期盟友,欧债危机的蔓延使得欧盟本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问题的所在,

在美国正需要欧盟市场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之时,欧盟的大门却似乎正在关

闭。

2012 年 5 月,美国前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的演讲中称,二战后 60 多年来,美国和欧盟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大、最先进、深

度一体化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但双方现在面临的贸易和投资问题比过去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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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更困难、更复杂。 美欧正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那就是促进就业和刺激经济增

长。 柯克强调,重要的是始终要记住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具有独特的平等和

空前的规模,而且双边关系的成熟度与其规模大小相得益彰。 因此,在这一关键

时刻,美欧正在考虑的不是如何弱化双边同盟关系,而是如何寻求新的共识,即

促进国内经济共同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变革中,既要支持全球繁荣,也要从中受

益。

(三)亚洲崛起对国际经济新秩序影响加大

毋庸置疑,美欧作为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

序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这一曾经“独一无二冶的双边关系正在全球治理

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不是由于美国实力的衰落而导致的,淤更主

要的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打破了既有的平衡所引发的。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恢复与重建不同,美欧是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

制造者,而不是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引领者。 后者的作用则由“金砖五国冶等

新兴经济体所取代,特别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美欧双边外交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都在顺势发生变化,美国还提出了转向亚

洲战略。于

2012 年 12 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发

表了题为“2030 年的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冶(Global Trend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 报告称:“随着其他国家的快速崛起,单极时代结束了,而美国

治下的和平 ( Pax Americana)———始于 1945 年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

位———正在快速减弱。冶报告认为,到 2030 年,亚洲在 GDP、人口、军费开支和科

技投资等方面的发展将超越北美和欧洲。 在当代全球结构性转变中,全球经济

的健康更多地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盂

亚洲的崛起意味着美欧需要重新思考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亚洲在国际经济政

治新秩序构建中的作用。 当前的局势是,美欧均在南亚和东亚竞争市场,并相继

展开与东南亚各国探讨建立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框架协议。 随着地缘政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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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亚洲已经成为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合作与博弈的重点区域。

美国认为,跨大西洋时代曾经给美国实力和全球领导力的稳固提供了有效

的国际机制,而如何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巩

固美国经济实力和全球领导力更值得关注。 伯格斯坦等主张,TPP 为美国提供

了两个利好:首先,它将促进和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交往,特别是抵消由

于亚洲的区域内贸易所产生的对美国出口亚洲的歧视;其次,TPP 可以实现重要

的安全目标。淤 自从 1989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创始以来,越来越多的

亚洲国家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存在,并期望以此制衡中国崛

起带来的“威胁冶。 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邻邦期待与中国发展更为

广泛和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同时他们因自身缺乏安全感而刻意寻求美国在亚洲

的军事和安全存在。

上述经济背景的变化,历史性地推动着美欧寻求跨大西洋经济关系新共识。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美欧间经济贸易合作的机制和途径、双方在全球

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合作,以及双方各自内部经济目标与外部经济目标之间的协

调与平衡等等,都更值得关注。

二摇 跨大西洋经济合作机制的主要特征

美国与欧盟是世界经济和贸易中最具竞争力的贸易伙伴,但同时又是最为

平等和务实的贸易伙伴,这就决定了美欧传统的经济合作机制具备以下主要特

征:

(一)美欧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稳固

1990 年签署的《跨大西洋宣言》(Transatlantic Declaration)建立了美国与欧

盟的双边定期磋商机制。 1995 年签署的《新跨大西洋议程》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NTA)进一步确立了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伙伴关系与合作框架机制,从而

进一步增强和稳固了双边合作机制。 1998 年的 《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

(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确定了美欧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推动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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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合作的共同行动纲领。

近年来,美欧围绕经济增长巩固合作机制。 2007 年,美国和欧盟签署了《加

速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协议》,并宣布成立 “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冶

(Transatlantic Economic Council,TEC),确立了双方通过促进贸易和就业加快经

济增长、深化双边合作的宗旨。 2011 年 11 月,双方同意建立“欧美关于就业和增

长的高级别工作组冶(EU-US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期

望达成全面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共同应对面临的经济衰退和就业压力

问题,通过合作给双边带来重大经济利益。 2012 年 4 月发表的《美欧国际投资

共同原则》(US-EU Shared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则旨在确保双

方建立开放、透明、非歧视的投资政策环境。 2012 年 12 月,“美欧小企业促进备

忘录冶和“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备忘录冶相继签署,进一步显现了双方在振兴经

济方面更加具体务实的合作。

此外,美欧在贸易监管方面的合作程度也是全球贸易体系中最深入的。 双

方在有关减少规制的谈判和协商中包括了生产商、监管者和立法者等在内的更

广泛的利益攸关者,这在其他双边贸易关系中还不多见。 在美欧现存的跨大西

洋对话机制中,既有跨大西洋立法者对话(美国国会和欧盟议会间的交流)、跨

大西洋商业对话,还有跨大西洋消费者对话机制。

可见,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机制成熟稳固。 就贸易而言,双方在对

方市场均存在巨大的商务利益,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就主导权而言,双方在全球

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方面具有相对平等的发言权;而就安全而言,取得

欧盟的支持是美国赢得国际支持的关键。 因此,美欧均有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通过拓展贸易促进就业的内在需求,加之美欧合作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的价值

观和社会制度框架之下,跨大西洋经济合作有其必然性。

(二)美欧双边经济依存度高

首先,美欧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方面均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2 年,美国

对欧盟货物贸易占美国当年货物贸易总额的 17% ,而欧盟也是美国服务贸易最

大的进口贸易伙伴,美国全年服务贸易的三分之一出口到了欧盟。 作为世界贸

易强国的集合,美国和欧盟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美国对欧盟贸

易在 1993 年之前主要为顺差,1993 年之后持续逆差并在 2005 年达到逆差峰

值,随后美国经济衰退和欧元债务危机,逆差持续缩小,2009 年为 61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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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呈现继续扩大趋势,2012 年增至 1157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壁垒不是美欧贸易不平衡的主导原因,而宏观经济运行

状况以及汇率的变动主宰着美欧贸易平衡的走向。 美欧之间的关税贸易壁垒仅

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如农业、食品、纺织和服装,但这些领域也是美欧传统的贸

易保护领域,保护的诉求也主要是国内利益攸关者和贸易政治的需要。
其次,在双边投资方面,美欧都是全球对外投资最主要的流入地,美欧之间

的相互投资依存度更高。 2010 年,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欧盟占了 63% ,而
在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公司的投资占了近 50% 。 双方相互投资为美国

和欧盟创造了大约 400 万个就业岗位。 由于美国和欧盟主要工业国均在科学和

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双边产业内贸易不断扩大。淤

美欧经济的高度依存不仅具有双边意义,更具有全球意义,因为美欧经济在

世界经济总量中居绝对主导地位。 2005 年,美国和欧盟 GDP 总量占世界经济

总量的比重为 57. 61% ,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 2011 年仍高达 46. 65% 。 (见
表 1)

表 1摇 2005-2011 年美国和欧盟 GDP 及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单位:万亿美元)

年份
美国欧盟 GDP 占世界

总量的比重(% )

美国 GDP 总量及占世

界的比重

欧盟 GDP 总量及占世

界的比重

2005 57. 61 12. 564 27. 47% 13. 766 30. 14%

2006 56. 58 13. 315 26. 91% 14. 684 29. 67%

2007 55. 45 13. 962 25. 02% 16. 977 30. 43%

2008 53. 05 14. 219 23. 23% 18. 253 29. 82%

2009 52. 12 13. 864 23. 95% 16. 306 28. 17%

2010 48. 46 14. 447 22. 88% 16. 149 25. 58%

2011 46. 65 15. 094 21. 57% 17. 552 25. 08%

摇 摇 注:表中历年 GDP 数据为以当前美元价格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为世界银行官网,ht鄄

tp: / / databank. worldbank. org / data / ,表由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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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欧在全球事务中的盟友关系尚未改变

首先,美欧在联合国事务中基本采取了务实合作的立场。 英、法是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局势的稳定至关重要。 作为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盟友,

美欧在建设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方面均采取了积极务实的推进策略。

其次,欧盟稳定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 尽管美国在帮助欧盟寻求解决主权

债务危机等问题上难有作为,但美国始终认为,一个稳定的欧盟有利于美国经

济,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再次,当前面临的国际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美欧联盟解决世界问

题的能力在下降,但美国已经注意到,美欧同盟弱化对世界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欧盟和美国联合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要比单边应对更为有效。 “不论新兴

经济体是选择挑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还是仅在其中提升他们自己,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欧盟如何参与,不仅与他们(新兴经济体)还包括美欧

间的彼此合作。冶淤

最后,对美国而言,还没有一个能够取代欧盟的同盟出现。 这也是美国外交

策略中不能忽视的现实。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冶实际上有可能

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区域联合起来,形成全新的国际贸易框架体系,这是美

欧经济复苏的需要,也是美国维持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主导地位的需要。

(四)美国的亚洲转向并无忽略欧洲之意

美国提出转向亚洲战略后,全球学者开始研究其用意何在? 甚至欧洲人也

在怀疑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在欧洲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并急需美国支持之时已经

发生了转移。 学术界还引发了关于美国对二战以来长期由美欧合作主导国际政

治和经济秩序构建的格局进行重新定位的争论。 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明确指出:“我们(美国)的亚洲战略转向不是转离欧洲,恰恰相反,我们

(美国)希望欧洲更多参与亚洲,和我们(美国)一起不仅把这一地区作为一个市

场,更要作为共同战略参与的中心。冶希拉里还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欧洲是美国

“最先想到的伙伴冶,是不可或缺的盟友。 事实上,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或者“转

向冶,并不意味着欧洲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次于亚太,美欧同盟关系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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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只是双方面临着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深度困扰,且短期内难有好转,而
亚洲对奥巴马的经济复苏计划至关重要。

因此,简单地认为美国将战略中心从欧洲转到了亚洲,实际上是一种误读。
欧盟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不可替代,尽管奥巴马政府重新强调了亚洲对美国的重

要性,但美国既没有离开过亚洲,也不可能主动降低或者弱化欧盟在美国全球战

略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稳固的合作机制和高度的经济贸易依存使得美国与欧盟的合作

关系增加了诸多的经济利益筹码。 同时,美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基于商

务利益基础上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缺乏安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这一关系

发展的主流是合作。 随着美欧对经济利益实现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贸易与投

资的扩大必然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推动。

三摇 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关系新进展

近年来,在对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建设途径的探索中,美欧把合作的目标

务实地确定为“就业和增长冶。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冶的构建,既有双

边经济目标也有全球外交目标。 双边经济目标以振兴经济走出危机为主,全球

目标则期望通过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重塑,继续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和危机后的

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
(一)跨大西洋经济关系以“就业和增长冶为核心

贸易和就业增长成为美欧双方首脑峰会和跨大西洋对话机制的主要议题。
2012 年底双方签署的“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备忘录冶,就具体地体现了美欧在经

济和贸易合作方面的深度,如此深层次的商务合作,确为世界其他双边关系所不

及。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2 年 11 月的讲话中指出:“今后美欧伙

伴关系的构建取决于双方能否像关注安全合作一样去关注经济合作。 也许没有

比跨大西洋两岸均趋弱的经济,更能够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如果我们对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是认真的,我们必须各自在本国建立较强的基础。
但美国是为数不多的没有与欧盟谈判超越最惠国待遇的 WTO 成员国,因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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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应当把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作为跨大西洋同盟的一个主要战略目

标。冶淤

2011 年 11 月 28 日,美欧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峰会期间,双方同意建立“关

于就业和增长的高级别工作组冶,明确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能够促进贸

易和投资增长从而利于相互创造就业机会和竞争力的政策和措施,并利用现有

的对话和机制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者密切合作。 美国和欧盟在就业方面

的互动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双边贸易伙伴。 欧洲公司在美国的雇员和美国公司在

欧洲的雇员,都为本土经济带来了重要的就业资源,要走出衰退、恢复经济,美欧

采取共同行动扩大就业是明智的选择。
2012 年 2 月,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鄄

ed States)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E)联合发表了题为“跨大西洋贸易领导力的新时代冶 (A New
Era for Transatlantic Trade Leadership )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美欧在经济上

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之时,正是启动双边贸易和投资谈判之机,而美欧间新的贸

易和投资动议应当成为努力创造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该报告认

为,现在的挑战不是肯定或否定双边战略,而是要设计贸易战略———不管是双

边、区域还是多边,只要能够产生增长和就业。 与此同时,使这些战略能够最终

为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创造正面促动,然后他们最终会导致非歧视基础上的全球

贸易自由化。于 该研究建议将目标定位于一个无壁垒的跨大西洋市场(Barrier-
free Transatlantic Market),旨在促进就业,引领经济增长。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张签署欧美零关税货物贸易协议,并认为这一协

议将产生双赢的结果。 据估算,欧美货物零关税协议预计将为欧盟创造0. 01% 、

为美国创造 0. 15% 的静态收益,而欧美的动态收益预计分别达 0. 32 -0. 47%
(约为 460-690 亿美元)和 0. 99-1. 33% (约为 1350-1810 亿美元)。 而福利收

益将主要在欧美两大经济体之间分配,欧美的动态福利收益预计分别为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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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 亿美元和 590-820 亿美元。淤

(二)美欧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谈判

美国和欧盟双边贸易的壁垒较低,贸易纠纷也较少。 自世界多边贸易体系

创立以来,由于美国和欧洲均在 GATT 以及后来的 WTO 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因

此,美欧之间并没有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双方认为,彼此之间的自由贸易协

定很可能会导致 WTO 多边贸易体系的瓦解,因此,美欧似乎没有在彼此间的贸

易自由化方面做太多努力。 但 WTO 近年来在贸易自由化谈判上的步履维艰,

加之欧盟和美国各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就业形势,使得美欧不得不开始思考如

何联手建立零关税协议,通过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帮助美欧经

济走出衰退。

美欧主要智囊机构提出的深化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具体策略,大致包括:

(1)减少规制壁垒,从而消除双方由于制度不同而产生的贸易纠纷,特别是在技

术创新领域;(2)谈判零关税协议,消除农业产品以外的所有关税,加速跨大西

洋经济一体化。 美国商会提出了签署“跨大西洋经济和贸易协定冶(Transatlantic

Economic and Trade Pact,TETP)的建议,期望消除关税、规制对等承认、制定最

高标准的投资协议、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和更为广泛的双边政府采购协议;(3)谈

判无壁垒投资协议。于

欧洲学者主张启动新的、更为综合的美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协议,并提出了

建立“开放北大西洋繁荣区冶(Open North Atlantic Prosperity Area,OAPA)的设

想,认为欧美间不应当仅考虑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而是应当建立更为广泛的贸

易和经济合作框架,OAPA 应是一个开放的俱乐部,应当向那些愿意加入的国家

开放,只要他们愿意遵守与欧美创始者一样的规则。 首先要邀请加拿大,然后邀

请美洲其他国家加入,最终实现全面的大西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欧美经济

一体化。盂

与美国已经签署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议不同,美国商界对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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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务合作期待更高,由于双边经济和技术水平大致相当、制度对等程度较高,

加之业已存在的各个层面的跨大西洋对话机制,从而使得商界对与欧盟的贸易

促进更为乐观、更为务实,也更为具体。

2013 年 2 月 13 日,美欧在共同发表的声明中强调:“通过谈判,美国和欧盟

将有机会不仅扩大跨大西洋间的贸易和投资,而且将为促进多边贸易的全球规

则的发展做出贡献冶。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还特别强调了美欧“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冶的建立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美欧间甚至大

有建设“经济北约冶(Economic NATO)之意。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声称:“世

界最重要的两个发达经济体之间未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之举。

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将形成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个谈判将设定标准,不仅

就未来双边投资和贸易,包括规制问题,还要服务于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冶淤

尽管对“美欧自由贸易区冶能否真正建成尚存在广泛的质疑,但美欧有关双

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过程已经开始影响着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美欧试图通过

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重塑以贸易和投资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跨大西洋

合作伙伴关系。

(三)美欧将延续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

美欧是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倡导者,因此,在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

顺利的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双方极力维护 WTO 作为全球唯一的多边贸易体系,

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方面则进展缓慢,甚至在 2001 年底全球已签署的

100 余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也只有 3 个。 然而,多哈回合谈判的艰难使

美国意识到,仅仅依靠 WTO 推进贸易自由化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与

日益难以达成多边贸易协定相比,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则具有商谈时间相对较短

和实现步骤相对简捷的特点。 因此,从 2002 年开始,美国和欧盟在区域贸易协

定的谈判和签署上开始全面提速。 加之美国总统于 2002 年 8 月成功获得美国

国会授予的“贸易促进权冶(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简称“TPA冶),又称“快速

审批权冶(Fast Track Authority),于使得美国政府推进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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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具备了国内立法框架的支持。
与美国一样,欧盟也在全球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并积极与国际组织

和其他地区性国家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 美欧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上存在着显著的“追逐效应冶,甚至存在明显竞争意图。 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

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欧盟与墨西哥贸易显著下降,贸易转向效应明显,于
是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提上日程。

在亚洲,欧盟与美国相继与韩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与亚洲各

国定期举行高层首脑会议或部长级会议,其在亚洲的贸易增长迅速。 欧盟也通

过积极参与东盟事务,并与东盟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定期举行

亚洲-欧盟会议。 欧盟和美国在亚洲有共同的贸易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

在对亚洲的贸易政策问题上,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内部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其主

要原因是双方均需要亚洲市场,而在亚洲市场的争夺上,双方存在竞争。
在美洲,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简

称“FTAA冶)谈判虽搁浅已久,但美欧在中美和南美的双边和较小区域内的自由

贸易谈判并没有停止。 2004 年 5 月,美国与中美五国(洪都拉斯、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同年 8 月,多美尼

加加入到美国-中美五国自由贸易协定,构成美国-多美尼加-中美自由贸易

协定(简称“CAFTA-DR冶)。 而欧盟则致力于与主要伙伴国包括圣何塞集团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拉美南

方共同市场(Mercosur)(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安第斯共同体(玻
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以及里约国家集团(阿根

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
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欧盟与智利的自

由贸易协定于 2003 年 2 月正式实施,美国与智利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于 2004 年 1 月正式生效。
在非洲,美国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AGOA)框架下,推出了一系列促进非洲投资和贸易的措施,包括促进与

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贸易。 欧盟则大力支持在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

之间建立地区性组织,并于 2012 年 11 月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简称“SADC冶)签署了提供 3600 万欧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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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一体化的协议。
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在区域经济利益争夺上仍构成潜在竞争,有时美

欧间的潜在竞争还可能产生加速与第三方谈判进程的效应。 比如,2005 年

中欧纺织品协定达成,就一度成为推动美国回到谈判桌,与中国继续就纺织

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的重要杠杆力量,于是中美纺织品协议随之于 2006 年

在伦敦签署。 再比如,2007 年当美国与韩国通过谈判达成美韩自由贸易协

定时,欧盟也在当年启动了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结果,美韩自由贸

易协定由于国会政治干预未果。 2011 年 7 月欧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反过来迫使美国加速完成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并于 2012 年 3 月

正式生效。 在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和地区,如金砖五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被

美欧认为是各自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市场。 由于巨大商务利益的存在,这种竞

争性也就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跨大西洋关系中添加了以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冶为目标的

新元素,美国期望通过务实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重构由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甚至未来的美洲自由贸易

协定共同主导的,涵盖亚洲、欧洲和北美乃至拉美的全球贸易框架新体系。

四摇 实现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美欧在贸易、投资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贸易议题上均存在

共识,且双边的贸易制度和政策基本对等,贸易规则、关税标准和管理程序及

市场准入更为自由,而且政策的可预见性较强,特别是对美国的政治家们而

言,欧盟是美国贸易政策中战略顾虑和政治顾虑最少的大市场。 因此,美欧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建设与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相比,少了诸多政治和战略

因素的困扰。 但由于美欧均面临着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和就业压力等棘手的

经济问题,加之美国国会政治根深蒂固的影响,美欧最终实现跨大西洋自由

贸易区可能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第一,美国总统“贸易促进权冶(TPA)和承诺关税减让的权力受到国会

政治的限制。 如果美国国会不授予总统上述权力,美国对欧盟贸易和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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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将成为空谈。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没有就美国国会授予 TPA 提出申

请,因而在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上基本没有作为。 如果奥巴马在其

第二任期仍不能获得 TPA,则美国政府在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上仍难有建

树。

第二,欧盟依旧被主权债务危机所困扰,何时走出欧元危机仍不明朗。

欧元危机面临着三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乐观情景,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这种可

能性有 10% ;二是最有可能的情景,形势改善之前继续恶化,这种可能性有

65% ;三是灾难情景,全盘崩溃,这种可能性有 25% 。淤不管哪一种情况出现,

都已经改变了全球秩序构建的大背景,即:未来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真正威

胁更主要的是来自美欧内部,来自美国霸权实力及其国家竞争力的维持力

度,来自欧盟各成员国政府能否制定出有效的对策应对变化的世界,并仍然

能够维持欧盟作为世界上强大的一极。 这些都给美欧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

系的建设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第三,美欧在食品安全、汽车安全标准、转基因食品和环境规制以及碳贸

易(Carbon Trading)等方面存在分歧,短期内恐怕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是双边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所在。 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支持与否也非常

关键。 因为美欧间的主要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特别是规制壁垒。 规制放

松需要政府、立法者和产业界利益集团的共同参与,这在美国往往是一个漫

长的贸易政治博弈过程。 贸易政治的盛行可能会使商务外交的效率大大降

低。 美欧在 WTO 新议程的谈判中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特别是在农业

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内部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博弈长期阻碍了农业

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在农业补贴问题上,美欧虽有共识,但时有背离,国内政

治障碍恐难以逾越。

第四,美欧在亚洲问题上仍缺乏合作。 不能否认,美欧在亚洲的众多举

措都与制衡中国有关。 但美欧在中国问题上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在经济领

域的主要共识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和欧盟都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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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促使人民币升值。 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美欧也有共识,都认为中国应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 但由于欧盟在亚洲没有军事存在,因此,欧盟与美国在中国

军事实力或者军事威胁上存在分歧。 美国对中国国防开支的增加十分敏感,
欧盟则认为,即使中国的国防开支再翻两番也无法与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匹

敌,无需担忧。 此外,欧盟不赞成美国采取的通过加强与印度合作以制衡中

国的观点。 美国与印度的合作并没有在美欧的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框架

下进行协商,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性降

低了。 但针对中国问题,美欧最基本的共识是,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这
是底线。淤

最后,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ES鄄
DP)与北约(NATO)之间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增多,因此这一机制的

有效性正在降低。 如果欧盟经济和政治危机加深,欧盟在与美国合作构建全

球经济政治新秩序中的整体效力将受到质疑。 在反恐时代,欧盟是美国的主

要战略联盟。 但在全球经济衰退、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今天,欧盟对美

国的贡献可能是有限的,在深重的主权债务前提下甚至是负面的。 虽然欧盟

和美国的关系仍然非常重要,但美欧之间的双边关系不再是主导国际体系的

唯一重要的伙伴关系。 “G0冶概念的提出表明了一种趋势,那就是,当今世界

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

力,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未来仍不得不面临上述种种挑战。

(作者简介:张丽娟,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孙莹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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