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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议题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
与中国周边战略*
杨 毅

【内容提要】 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
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
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
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
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
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
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
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
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
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
和 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
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
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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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东亚地区的军事与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自奥巴马上台
执政以来，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权力东移的势头
不断加强。这一政策举动对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美国的这一
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即安全上强化美
国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 ；同时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
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学术界
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本文则从联盟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分
析，立足于联盟体系中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合作的关系，探讨美国构筑并加强亚太联
盟体系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从而提出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视角。

一

联盟体系中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合作①

联盟（alliance）是国际关系中古老而又常见的一种现象，它通常是指两个或
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② 传统的联盟理
论往往从安全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认为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军事安全，通过对军事
安全的维护，国家之间得以建立相互依存的纽带。但美国学者乔安妮 • 高娃（Joanne
Gowa）和爱德华 • 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认为，联盟内的经济交往可以
降低联盟外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结盟的国家愿意通过寻求经济上的合作来发
展自由贸易关系。与盟国进行贸易可以使盟国获得额外的安全保证，因为其得自
贸易的收入将会用于进一步的军事开支。相反，与敌对的国家进行贸易，其收入
将有可能用在军事开支上，从而对对方构成威胁，因此，国家是不愿同其对手进
行贸易往来的，这反而会增加自身的风险。③ 因此联盟国家之间比非联盟国家间更

① 参见杨毅：《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研究——基于四种联盟类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1年第10期，第137-154页；杨毅：《联盟体系下的经济事务与国家安全——一项分析框
架》，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6期，第42-47页。
②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
③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anne Gowa and Edward Mansfield,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2 (June 1993), pp. 408-420; Joanne Gowa and
Edward Mansfield, “Alliance, Imperfect Markets, and Major-Power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4 (Fall 2004), pp. 775-805; Edward Mansfield and Rachel Bronson, “Alliances,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1 (March
1997), pp.94-107; Edwar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and Peter Rosendorff, “Free to Trade: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2 (June 2000), pp.
3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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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紧密的经济往来，特别是贸易上的交往。这也是我们对联盟体系下安全与经
济关系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
按照这种逻辑，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特别是进
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会在安全领域产生相应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外部性通常表现为：
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可以用来扩充军备，从而对其他国家包括其
贸易伙伴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而国家之间紧密的政治或者军事联系可以降低这
种安全外部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军事联盟的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有助
于进一步密切联盟之间的军事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人在贸易政策上也往往会以政策手段区分出亲疏远
近，通常表现为对自己的盟国采取优惠措施而对其竞争对手采取一种歧视甚至敌
对的手段。换句话说，各国对外贸易政策总是受到它们安全考虑的制约。它们鼓
励与盟国进行贸易，而阻止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进行贸易。① 而且，尽管联盟
为结盟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军事安全，但这也为盟国间经贸关系的延
续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障。稳定的安全环境是经贸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反
过来这种经济联系自然也对安全环境形成了较大的路径依赖。正是通过这样的模
式，联盟中这种安全与经济利益的互补，成为确保联盟关系稳固的一个重要支撑。
联盟中这种安全与经济利益互补的发展模式随着联盟的发展而得以延续。由
于联盟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特征，如果来自外部的威胁可能性较小，各国往往会将
更多精力集中在经济利益的协调上，经济上的收益会使国家更倾向于巩固联盟关
系。同时，经济合作的深入进行会促进结盟国家的国家利益不断拓展，而联盟必
然要在安全上予以跟进，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

二“重返亚太”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发展与巩固
自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趋紧张，美国为了确保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建立了双边联盟，
这五对双边联盟被形象地描述为“辐辏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美国犹如
轮子的中心，美国的盟国则处于辐条的末端，与美国保持着单向的联络。它们依
附于美国，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从而实现“美国治
下的和平”。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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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防止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随着东亚地区在冷战后出现的
权力转移和秩序重组，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和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提
升 , 加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和一个美国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地区经济集团的
出现，这一切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构成挑战，也对
美国在亚洲的霸权构成挑战。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重返亚太，强化在
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
2010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夏威
夷发表演说，拉开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重返亚太的序幕。演说指出，“美国的
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 ；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
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
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② 2011 年 11 月，希拉里
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全面阐述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主要内
容，指出 21 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她指出，在美国结束伊拉克战争并
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时，美国处于一个战略转折点。在下一个十年里，美国的重中
之重就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并持续加强。她认为，
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与确保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完全契合。这一战略重心转
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
的工作伙伴关系、介入地区性多边制度、拓展贸易和投资、拓展美国的军事存在
以及促进民主与人权。而在面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明智地进行投资，
在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地方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对美国来说亚太地区真正代
表了 21 世纪的机遇。最后，希拉里强调指出，尽管这一转向并不容易，但美国
必须全力以赴。③ 同年 11 月 17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并在其国会发表
演说，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内容。他指出，美国从前是，今后
也将一直是个太平洋国家。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在塑造地区秩序及其未
来前景方面发挥长期而深远的作用。他认为，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 , 美国
首先要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建立一个权利和责任得到维护、法治和规范得到贯
彻、商业和航行自由不受阻碍、分歧能够和平解决的国际秩序。其次应该维持美
① 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March 28, 2012, pp. 1-9.
② Hillary R.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January 12,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上网日期2012年12月18日。
③ Hillary R.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189 ( November 2011), pp.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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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该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加强与既有军事同盟的关系，拓展与印度尼西亚、
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使美国的军事存在范围更广、更灵活、更
可持续 , 同时要重新介入地区性组织，加入东亚峰会。最后，在经济上，美国要以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打造新型贸易模式。总之，
美国就是要在 21 世纪的亚太地区，做到全身投入。①
2012 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题为《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21 世纪国防的
优先顺序》的新战略指南，这份文件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政策的基
础上，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提出了“亚洲再平衡”（Rebalanced Asia）的概念，并有
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了诠释。该文件指出，鉴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已经与从西
太平洋和东亚到印度洋及南亚的广大地区紧密相连，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向亚太
地区再平衡。由于美国与亚洲盟国及关键伙伴的关系对于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增
长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将重视既有军事同盟，因为它们提供了亚太安全的重要基
石。同时美国将拓展与亚太地区新兴伙伴的合作网络，以确保维护共同利益的集
体能力。这份文件还提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商业的自由流动以及美
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很大部分取决于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军事存在。从长远来看，
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与安全造成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反介入能力和区域军事能力，该战略提出美军的“空海一体
化”概念，加强美国的海上力量以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能力。②
在这一系列战略原则的指引下，美国也采取了相应举措，以实际行动重构和
加强美国的联盟体系，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一方面，美国与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传统军事盟友的关系得到不断巩固强化。美日双方在
国际场合多次重申，美日联盟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础，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
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同样，美韩两国正式签署了《国防合作指针》、《战略同
盟 2015》和《战略计划方针》等文件，构筑两国“21 世纪全面战略同盟”。2011
年 11 月，在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永久性的驻军协议，规
定从 2012 年开始，美国将在澳大利亚北方港口达尔文驻扎 25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六年内驻军规模将增加到 2 500 人，这将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常驻南太平洋地区。
2011 年，美国在菲律宾选择以轮换方式定期驻扎军队并向该国提供驱逐舰，这是
冷战结束 20 年后美国重新在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基地数量。
①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parliament.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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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拉拢一些对其有军事依赖需求的东南亚国家，同新加坡、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范
围，扩大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希拉里和奥巴马甚至先后于 2011 年和 2012 年访
问了缅甸，成为自 20 世纪以来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国务卿和美国总统。美国安全
战略的触角甚至还伸及蒙古、印度等与中国存在陆上边界的周边国家，使得美国
亚太联盟体系更加具有网络化和立体化的特征。① 2011 年，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进
入蒙古，向蒙古军队提供维和训练和英语教学方面的支持，并在边界地区部署巡
逻无线电通讯和工程支援系统。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将“亚太”的定义扩大为包
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 - 太平洋区域”，此举表明美国有意在更为广阔的地缘范围
内努力主导亚洲的均势体系。② 在南亚地区，奥巴马政府继续以高姿态重视印度的
作用，不断强化美印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对印度的军事支持和合作，
积极鼓励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以达到制衡中国的作用。
总之，美国一方面通过巩固与日本、韩国等传统军事盟友的关系，全面强化
了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 ；另一方面则通过全面延展与亚太新军事力量伙伴的关系，
扩大了在亚太地区军事协定的适用范围。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
全存在开始由以往应对传统威胁的联盟体系向应对多元挑战的安全共同体方向转
型，③ 但其对安全内涵的关注非但没有变化，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美国在构筑网络化的安全联盟体系的同时，其亚太联盟体系的经济功能也得
到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安全上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在经济上也高调参与亚太地区贸
易结构的发展，积极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以下简称 TPP），力图谋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主导权。这一举措
实际上与美国强化其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是美国构
筑其亚太联盟体系的必然。
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的首要目标是构筑这一地区稳定的安全秩序，但这种安
全秩序却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即“东亚国家出口商品到美国市场，美国出口安全
到东亚”，④ 安全与经济事务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广泛联系。历史上的亚太联
盟体系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今天在重返亚太背景下的联盟体系亦是如此。
① 有关美国亚太联盟网络化的分析，参见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载《国
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② Richard N. Haa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 Shared Strategic Futur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11.
③ 刘波：《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55页。
④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3 (September 2004), p.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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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早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之前即已存在，它的前身是 2005 年由新加坡、
智利、新西兰和文莱四个亚太小国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旨在推进贸易自由
化的经济合作。该协议具有两大特征 ：一是尽管成员国少，但却是一个跨太平洋
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协议，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东盟的重要成员国新加坡和文莱 ；
二是该协议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走在了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前面，涉及范围不仅包
括商品贸易自由化，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农产品贸易、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
等美国极为感兴趣的内容。美国于 2008 年宣布将加入该协议，2009 年 11 月，将
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的宗旨是要在 2012 年秋季前制定一
个零关税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从而实现在 2020 年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圈（TTAPP）
的目标（见表 1）。
表1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发展进程一览表

2005年5月28日

智利、文莱、新加坡、新西兰四国发起签署《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关系协议》（P4），承诺彼此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措施并加强四国间的合
作。协议采取开放的态度，欢迎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
参与加入，同时也欢迎非APEC成员参与。

2006年5月1日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新西兰和新加坡生效，
同时规定了对智利和新西兰的生效日期。

2008年2月

美国宣布将加入该协议，并于当年相继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
展开了三轮谈判。

2009年8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该协议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
等国加入谈判。

2009年11月

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计划，并借助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
议题，同时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该协议正式更名为《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2010年

马来西亚和越南加入TPP谈判，其成员扩大到九国

2010年3月15日

TPP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举行

2010年11月14日

TPP 九个成员同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议，决定在第二年的亚
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完成并宣布TPP的基本纲要

2011年11月11日

日本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

2011年11月12日

美国同澳大利亚、智利、秘鲁、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
越南和文莱就TPP贸易大纲达成一致。

2012年10月8日、9日

墨西哥和加拿大相继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由于美国的大力推动，截至 2012 年底，正式加入 TPP 的成员国共计 11 个，
分别是：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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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加拿大。从加入 TPP 谈判的成员国来看，美国的盟国及战略上的合作伙
伴居于主体，结合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与中国周边战略面临的挑战

通过联盟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联盟通常具有下列特征 ：它是主权国
家为应对外部威胁而建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盟约为保障，以安全合作为主
要目的，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组织形式。联盟建立的初衷和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
家安全上的需要。① 美国对亚太联盟体系的强化的初衷也是基于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关注和应对的根本问题一直是其他大国崛
起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与挑战”以及随之引发的美国地缘战略和国际与地区力量
平衡问题。联盟的存在使得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而且联盟
的威慑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使得这一地区的国家对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有了
一定程度的预期，从而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能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总量相继超过
了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适应，中
国开展军事现代化建设，保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一切都对美国以及美国亚太
联盟体系构成了极大冲击，更使得与中国存在历史纠葛及领土争端的邻国愈发担
忧，从而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上的保护。美国重返亚太有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借
口，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也得到明显加强，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对地区内安全
事务采取积极介入的姿态，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战略核心地位，从而试图扭
转自身在这一地区力量衰退的趋势。②
在具体做法上，美国不像以前那样靠向亚太地区提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提供主要市场和资本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更多地依靠美国的军事
力量、依靠安全问题以及利用中国与亚洲一些国家的矛盾和纷争来达到实现美国
主导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看到了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在亚太地区进
一步强化与盟国的关系，提升军力部署，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强与中国周
边国家的防卫合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发生的
领土争端积极介入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不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尽管

① 杨毅：《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研究——基于四种联盟类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10期，第138页。
②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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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自身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积极维护者，但
这丝毫不能改变美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以及试图维护
传统的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的意图愈发强烈。这无疑对中国的周边安全
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近些年来中国周边安全所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即可证明
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国强化联盟体系所采取的措施还具有深刻的经济战略意图，可
以说，TPP 打开了美国主导亚太地区市场结构的突破口，① 是美国重返亚太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更是美国从经济上对联盟体系加以巩固的重要举措。在全球化
的时代，联盟的经济效应更加突出，我们仅从安全意义上无法完全理解美国联盟
体系的强化，特别是 TPP 所产生的战略效应。
从 TPP 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它确实会对东亚地区正在兴起的自由贸易区（以
下简称“自贸区”）的构建造成冲击，导致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 TPP 中的贸易模
式与在东亚地区既有的自贸区主导下的贸易模式之间发生竞争，从而妨碍东亚地
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尚未有建设自贸区的实践，东亚地区自贸区
的建设始于 1993 年 1 月东盟自贸区的建立。随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特别是中国
在 2002 年启动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东亚的自贸区建设呈现快速、多轨的发展势
头，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东亚地区除了东盟十国的自
贸区外，还存在着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分别签订的“10+1”自贸区；
东盟具体的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单独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南
亚大国印度以及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成员国
与区域外国家如美国等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中国、日本、韩国与区域外国家
单独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正在谈判的三边自由
贸易协定。
但美国却从一开始就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② 美国
虽然曾经提出过建立一个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框架、地理范围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
亚太自贸区的设想，但由于各成员的国情相差太大和成员众多，美国国内对此也
兴趣不大，因而这一自贸区建设一直没有实质性举措。此间，面对东亚经济的蓬
勃发展和加速推进的自贸区建设，美国也尝试与东亚一些国家进行双边自贸区谈
① 张蕴岭：《美国主导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中国的影响》，载《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
1期，第78页。
②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42, No.3
(May/June 2002), pp. 44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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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如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但美国始终对以东盟为核心的
多边自贸区建设不感兴趣。奥巴马上台以后，为配合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于 2009
年 11 月将原有的 P4 扩大为今天的 TPP。2011 年 11 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
组织部长级会谈上，美国等参与 TPP 谈判的九个国家共同推出了 TPP 的协议框架，
其内容涵盖了商品、服务和农产品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对
外投资、劳工、环保、国有企业、产品供给链、中小企业等诸多现有自由贸易协
定未曾或未深入涉及的领域。① 美国希望通过建立这一跨太平洋的自贸区，与以东
盟为核心但实际上由中国主导的自贸区相抗衡，抵消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
响力。同时，由于 TPP 的成员已经涵盖大部分东盟成员国，从而在实质上架空
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亚太自贸区冲淡东亚自贸区。此外，
通过启动 TPP 建设，为未来的地区乃至全球自由贸易谈判设置新的规则和标准，
使得美国成功成为东亚乃至全球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鉴于当前参加 TPP 的成
员国中很多也是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国，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贸区谈判迟迟
未取得进展以及日本对 TPP 表示出较高的兴趣，不难想象美国启动的 TPP 谈判
对当前东亚地区正在兴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的冲击和对中国在东亚的
经济影响力和自贸区建设构成的挑战。②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目前也参与进 TPP
的谈判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形成了更大的冲击和威胁。日
本加入 TPP 谈判，无疑会增强 TPP 的分量，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本就具有特殊
性，日本加入 TPP 谈判，将使美日的经济分量占到 TPP 成员国的 95% 以上，
在中国周边经济环境中，美日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也将始终强于中日间的经
济关系，其背后引发出的政治含义也就更加复杂了。可以说，TPP 不是一个单
纯的自由贸易机制，它在经贸领域之外还会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它为
美国提供了一个“合法”进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平台，为美国构建亚太地区的经
济秩序提供了更多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话语权，参与 TPP 也将从政治上把美
国与亚太地区法定地紧密联系起来，从经济上则将东亚和美国共同嵌入到亚太
市场中去。③
TPP 的存在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巩固美国既有的联盟体系，从而进一步遏制

① Ian F. Fergusson, et al.,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September 5, 2012, pp. 1-42.
② 韦宗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第
66页。
③ 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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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主导作用。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
回归，是外交、安全与经贸政策多管齐下、同步进行的。如果说对亚太联盟体系
的强化是美国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途径强化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的话，
TPP 则是通过经贸一体化的形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扩展美国的影响，并将这种
影响逐步扩展和渗透到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合作。面对中国在东亚区
域合作中日益彰显的主导趋势，而这种影响力的增加又没有足够多的安全上的承
诺和制度上的约束，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将是一种必然，美国通过发挥联盟经
济 ① 的作用，发挥联盟体系的支点示范效应，将利用 TPP 实施对中国的“对冲战略”
（hedging strategy）, 以安全因素为诱饵吸引更多的东亚国家加人 TPP，以化解像新
加坡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②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周边战略的实践本就时间较短，而且许多政策尚属摸索
调适阶段，其实践效果尚未得到充分展现，在美国强大的联盟体系以及外交攻势
下，中国的周边战略实际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同时，由于中国的周边战略形成
的推动力主要源于经济增长，而中国对经济外部性的控制似乎并没有达到最佳的
效果，尽管中国是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并非都是周边国家最大的出
口市场。因此，当美国以军事安全为由头重返亚太时，美国联盟体系的经济效果
就得到了有效的发挥，这也就非常容易激起周边国家对一个还没有历练、没有经
历过外部冲击检验的中国的进一步担忧。③

四

结论

周边关系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营造一个和谐
稳定的外部环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
终于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第一次实现周边没有敌国的新环
境。④ 这样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这种经济发展本
身也让中国的周边国家从中受益，进而不断增强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的基础。但
也正是因为经济上的发展，使得中国国力增强、影响力增加，反而让中国成为这

① 关于联盟经济，参见杨毅：《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研究——基于四种联盟类型的分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
② 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3页。
③ 感谢钟飞腾博士对这部分内容提出的修改意见。
④ 张蕴岭：《把握周边环境新变化的大局》，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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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问题与矛盾的焦点，中国的发展对美国传统的联盟体系的弱化和冲击作用
明显的同时，也使应对“强势中国”成为周边国家的一种“准共识”，更为一些国
家利用时机进行“多向平衡”操作① 提供了契机，美国联盟体系的巩固并发挥相应
的政治经济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美国的势力不仅不会从该地区消退，而且还可能会继续强化。虽然地区内多
数行为体在经济上与中国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在安全上却并没有将中
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也没有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替代者。
这种复杂的周边形势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通过“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目的是希望“使自身的发展更
好地惠及周边国家”，这一政策旨在通过经济上的联系实现与周边国家在安全上的
信任。但近几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安全与经济
上的互动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往往是将它对中国
所产生的影响从安全与经济两个领域分开来进行分析。实际上，随着美国联盟体
系的加强，联盟的安全效果在增强，而美国的联盟体系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
也愈发明显。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低附加值产业链上，与周边多数处于中等收
入以下的国家产业竞争力基本同构，而高收入水平的美国市场实际上具有很强的
吸引力，这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
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
虽不甚明显，但其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在对美国联盟体系对中
国周边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保持警醒的同时，中国更应该引入联盟经济的视角，
②

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这一问题，结合对中国周边未来态势

的把握，深入探究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对于中国周边战略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含义，
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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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ian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 Regime Analysis
WANG Shengjin, ZHANG Jingquan
【Abstract】Alliance is the crux of the slow progress in constructing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is a special regim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also
a construction of regime. However, the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kinds
of regimes are conflicting when existing in the same region. In terms of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East Asian alliance is bilateral which emphasizes inter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s with non-members, while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multilateral and
more inclusive. Although both regimes have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interest and
security, alliance focuses on reality and short term interest by military cooper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emphasizes on reality and long term interest, characterized by
cooperation in all aspects. The beneficiaries of security goods provided by allian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members of alliance,while the
latter is the whole region.
【Key Words】allianc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me, structure, function
【Authors】WANG Shengjin, Professor,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Party
of Committee and Deputy President of Jilin University, Director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ZHANG Jingquan, Professor, Academy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126 U.S. Asia-Pacific Alliance and China’s Surrounding Area Strategy
YANG Yi
【Abstract】After Obama came into power, he put forward a new Asia-Pacific
strategy named “return to Pacific”. This policy not only consolidates the U.S. alliance
in this area,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is area through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which aims to contain
the rise of China. Many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alliance econom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ong with growing security effect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the economic effect
has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would pose potential challenges to
China’s economic ti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hina’s neighboring strategy. Such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impact are more
dangerous and long-lasting than that in the security field, though not as obviou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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