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 

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效果是不同的。中国开始的时候对新冠病毒不了解，因

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和杀伤力。 
 

美国对华“权力控制”的七大工具手段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从传统的“接触+遏制”迅速向单纯“遏制”转

型。 
 

特朗普的 G11 策略行不通 

特朗普政府对 G7 的态度反复无常。在这位美国总统的最新安排中，原计划 6 月举行

的 G7 峰会将至少推迟到 9 月。 
 

经济 

并不存在新的冷战 

许多人都在谈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我看不出来。之所以拒绝这种夸张的说

法，是我深知美国比特朗普总统更重要。 
 

世界与北京“脱钩”不易，全球经济戒中国之瘾恐代价高昂 

人们长期担忧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随着新冠疫情加剧，许多国家正在试图减

少与北京相关业务的接触。日本已拨款 22 亿美元帮助企业将生产转出中国。 
 

《金融人民说》：金融开放需保持平稳有序 与内部改革相互促进 

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已在跨境市场联

通、资金流通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并在制度融通方面不断发力。 
 

特辑 

美国与联合国关注中印边界致命冲突 中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 

在中国和印度军人星期一在喜马拉雅山一个偏远的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后，联

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的克制。 
 

南美美洲豹盗猎增多，中国因素引发关注 

伯利兹南部的一个垃圾场出现了一具美洲豹的无头尸。这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一

起，加剧了当地民众的愤怒，促使有关当局、普通民众和企业拿出总计 8000 美元的

悬赏，寻找有关盗猎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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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1. 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贾庆国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效果是

不同的。中国开始的时候对新冠病

毒不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病

毒，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传染

力和杀伤力。由于担心引起人们恐

慌，一开始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加以应对。在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

况下似乎也拿不准这样做有没有必

要。直到后来问题严重了，才开始

重视起来，并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应

对措施。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总算是亡羊补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的蔓

延，并取得了应对疫情第一阶段的胜利。虽然中国的疫情比美国早两个月左右爆发，

但美国政府却无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致

使疫情大规模泛滥，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现有信息表明，早在去年 12 月下

旬，美国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就开始关注这个疫情，并且上报，要求美国政府高层重视

这个问题，但特朗普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 3 月中旬问题严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

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推动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但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开来。 

 

从截至目前两国应对的效果来看，中国远远胜过美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总体国家实

力，特别是科技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个现实，中国的应对效果更加突出。虽

然前期应对出现了一些问题，采取措施过程中也有一些局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

政府采取的措施迅速果断、科学合理、协调有序、执行到位。中国政府先是下决心对

武汉实行封城，后是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各地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武汉，并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非常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国这次对疫情

的应对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和能力。 

 

美国的情况则相反，联邦政府高层对疫情的判断连连失误，对疫情的应对措施迟迟不

到位。各州各自为战，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一且力度有限。等美国真正动员起来的时

候，灾难性的后果已经显现。截至目前，美国的确诊人数是中国的几十倍，死亡人数

也是中国的十几倍。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一个人口比中国少、科技比中国发达、疫

情爆发时间比中国晚两个月的国家来说，是无法原谅的事情。在应对疫情第一轮行动

中，中国完胜美国。这一轮中国主要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正确判断（在犹豫一段时间

后），和中国强大的群防群控组织和实施能力。美国主要靠的是强大的科技能力，突

出表现在病毒检测手段、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上。但是由于研制疫苗和特效药需要

时间，在这一轮美国的科技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西方国家这次应对疫情的表现

比东亚一些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普遍要差，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下面四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这个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传

染性疾病不太一样，传染性极强，遏制这种传染病要求采取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限

制人与人的接触，就意味着限制人的部分权利和自由，这对于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的

西方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第二个因素是文化差异。东亚国家的人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比较倾向于重视群

体利益，而西方国家的人更多强调个人利益，他们也不是不重视群体利益，但是认为

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利益。在他们看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东亚国家的人认为群体利益

界定个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满，逻辑是倒过来的。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

候，东亚国家在保护群体利益时有更大的权利来限制个人自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

国、韩国这些东亚国家有可能迅速实施隔离阻断措施，而西方国家却很难做到。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特朗普本人思维和做事

自相矛盾，他的作为和不作为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表现出

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当然，两国民众由于文化心理原因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也

有很大区别。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做法非

常抵触，先是不相信中国的数字，后又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所谓集权主义做法，它们学

不来。只是到后来事态严重了，它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现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人说

中国误导了他们，其实谁也没有误导他们，是他们自己误导了自己。 

 

这次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最终是积极的影响大还

是消极的影响大，取决于两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互动。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冠病

毒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敌人，而且是非常强大和凶猛的敌人。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要

求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个敌人。这就要求两国加强信息共享，加强特效药和疫苗研

制的合作，通过捐赠和贸易给对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同时引领和协调国际合作，

以便更有效地遏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于意识形态的愚昧和偏见，加之疫情前两国负面互动积累的

各种怨恨，两国国内都有一些极端人士趁机宣泄对对方的不满，从最坏角度揣测对方

的做法和用心，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在没有确凿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制造

或有意传播病毒，甚至宣扬对抗和战争。在网络时代，这种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被急剧

放大，使得两国难以开展合作。面对疫情威胁，中美两国政府本应从人道主义和国家

利益出发，加强合作，抵制那些极端人士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两国政府都没有完全

摆脱这种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高层内就有一些极端反华的官员，而且从总统到国

会许多人，都在迎合这些极端人士的要求，这给中美合作带来很大困扰。 

 

目前中美双方合作最大的障碍是双重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心理

上，两国都面临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最近几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对中国的看法越

来越偏激，总是从最坏角度解释中国的言行。中国也有一些人从极左和“修昔底德陷

阱”的角度，也就是从最坏角度揣测美国的用心，这种心理导致双方很难合作。政治

上，双方都有人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刻意夸大对方的负面言行，甚至公开煽动

对抗，比如抓住对方极端人士的言行大做文章，宣扬中美无法合作，必然冲突。在他

们的蛊惑下，两国民间不信任程度越来越高。最近美国的一些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

中国的负面看法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估计也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有识之士应该客观务实评估中美关系的性质，维护这一关系对两

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关系，推动合作。中美都是国际秩序的利益



相关者，都希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美和平共处与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是两

国关系的根本。面对疫情，中美两国必须加强合作，无论是交流抗疫经验，研发药物

疫苗，还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共同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能有效抗疫，只有合作

两国才可能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有好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国家在互动中能否克服刚才提到的一些障碍。就目前

情况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两国既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从而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影响。 

 

2. 美国对华“权力控制”的七大工具手段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

华战略框架从传统的“接

触+遏制”迅速向单纯“遏

制”转型。以 2018 年开始

的中美经贸和高科技领域

摩擦为标志，这一转型进

入高潮，成为中美建交以

来两国关系最深刻的变

化。美国在中国利益敏感

度最大的经贸、高科技领

域发起对华“脱钩”行

动，决心打击中国的经济

产业、科技发展。在本国

必然遭受同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美国仍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可见其权力逻辑

已经取代市场逻辑。美国试图对中国进行“权力控制”，主要控制手段涵盖了经贸、

产业、科技、投资、金融、数据等领域。 

 

第一，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脱钩”。特朗普为吸引制造业回流已穷尽一切手段。疫情

之下，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加快供应链回迁，实现包括供应链独立、制造业独立在内

的“全方位独立”正成为美国重要战略选项。《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中就提出

“确保医疗产品国内制造”、“提升美国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等目标。白宫正计

划推动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将回流支出 100%直接费用化，为美国企业从

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 

 

第二，进一步加大科技制裁。美国不断加紧对华科技制裁，除了“实体清单”外，近

期美国商务部宣布正式对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三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政策。新政

策主要内容包括： 

 

（1）扩大军事最终用途/用户控制（MEU），覆盖半导体设备、传感器和其他技术。 

 

（2）取消民用最终用户许可证例外（CIV）。美国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

电脑等民用产品出口将受到严格审查。 

 

http://cn.chinausfocus.com/author/120/%E5%BC%A0%E8%8C%89%E6%A5%A0-zhang-monan.html


（3）取消对额外允许再出口的许可证豁免（APR）条款。它涉及要求其他国家向上述

国家出口美国产品时，必须需获得美国政府许可。 

 

第三，推动组建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盟。美国正推动设立一个名为“经济繁荣网络

EPN”的信任伙伴联盟，成员包含企业及民间社会团体，来自数字业务、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贸易和教育等领域。联盟成员将遵循同一套标准，通过协调规划减少对中国

的依赖。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减少 13%，进口同比减少 21%，降幅创

下自 1984 年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货物贸易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对中

国出口降至 230 亿美元，同比减少 14.7%，进口减少 30.1%，进出口合计贸易量缩小了

27.2%。 

 

第四，以“国家安全”为名大幅限制投资。近一时期以来，美国加紧对华投资限制，

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仿效跟进，出台更多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歧视性立法

和政策，且相关歧视性立法政策早已不限于境外投资，使得中国海外投资风险日趋增

大。世界主要国家外资审查制度收紧导致今年一季度全球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总值进一

步下跌 39%至 4980 亿美元，创七年来最大单季跌幅。事实上，2008 年金融危机之

后，全球交易并购用了八年才重回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今重振全球跨境投资或需要

更长的时间，且远比恢复生产与供应链更加困难。 

 

第五，推动实施资产管制和投融资禁令。强化上市公司财务监管是国际监管大趋势，

但过分滥用则可能被视为一种“投融资禁令”。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

责法》法案，剑指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此外，美国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

（FRTIB）表示，将无限期推迟其国际基金调整投资组合的计划，暂停在华投资。 

 

第六，多边贸易框架下将“毒丸条款”模板化。美-加-墨协议中增设了“日落条款”，

即所谓的 “毒丸条款”。条款规定，若这三个国家中有一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 6 个月内退出美-加-墨协议协议。正在洽谈的

美英贸易协议也会加入类似条款，即中国与美国只能二选一，与中国缔约，美国有权

退出美英贸易协议。毒丸条款延伸至美欧、美日以及其他双边、诸边甚至多边协定，

将巩固以美国范式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世界多边体系几乎是摧毁性的。 

 

第七，形成“数据排他性体系”。当前，美国在前沿和基础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管

控，限制大量技术数据和敏感个人数据的跨境转移，并通过长臂管辖和强大的情报和

执法能力加以落实。当前，美国正联手其他国家试图制定跨国数据流通规则。2019 年

初，美日欧三方共同商议数字治理相关议题，涉及允许个人、商业、产业数据的相互

转移，严格限制向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制度不完善或不利的国家转移数据，进而打造美

日欧互认的“数据流通圈”，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框架，甚至以意

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以形成 “排他性体系”。 

 

 

 

 

 

 

 



3. 特朗普的 G11 策略行不通 

孙成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对 G7 的态度反复

无常。在这位美国总统的最

新安排中，原计划 6 月举行

的 G7 峰会将至少推迟到 9

月。此外，特朗普有意重写

来访者名单，通过邀请俄罗

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

国，把今年的峰会扩大为

G11。推迟峰会和扩大原有

G7 机制的决定表明，美国政

府仍然是以战略而非经济视

角看待这一多边机制。既如

此，决定推迟且扩大峰会的背后考量又是什么呢？首先，美国国内形势还不允许开门

迎客。这个国家仍面临严峻的新冠疫情挑战，随着经济逐步重新开放，以及保持社交

距离的措施逐渐放宽，美国民众也许会面临第二波疫情。其他 G7 成员也不得不面对这

个问题。虽然欧洲的疫情前景有所改善，但一些国家尚未完全解除国际旅行禁令。G7

峰会如果按原计划召开的话，对与会领导人来说会是严重的障碍。与此同时，警察在

光天化日下谋杀弗洛伊德引爆了全美多个州市的持续抗议。这些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

有可能带来新一波新冠疫情，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伤害本已脆弱的美国经济。 

 

严峻的形势使唐纳德·特朗普无法向来访的外国客人展示繁荣景象，他也无法主持一

个聚会来象征疫情过后一切已恢复正常。尴尬的是，特朗普在重新安排峰会时间的时

候，并没有征求 G7 盟友的意见，这种突如其来的宣布让它们难以接受。特别是，德国

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示，鉴于总的疫情状况，她不会参加 G7 峰会。作为欧洲领导者的

德国缺席将使 G7 峰会失去意义。因此，特朗普被迫推迟会议，以确保所有成员能够与

会。同时，美国希望改变 G7 机制，打造一个反华战略同盟。特朗普欲增多四个国家，

目标是要让它们与中国竞争时与美国处在同一战略轨道上。 

 

邀请俄罗斯是企图在中俄关系中打一个楔子。澳大利亚已经在为自己成为反华急先锋

而自得。印度试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邀请韩国则是要在朝鲜半

岛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如果特朗普政府试图将 G7（或许是 G11）变为与中国竞争的

工具，这种尝试将是徒劳的。 

 

首先，没有哪个国家想被卷入大国竞争。在对华利益与关切方面，欧洲国家与美国不

同，美国主要是从维护霸权的角度考虑并制定对华政策，而欧盟的主要关切是中国是

否尊重全球贸易的主流原则，是否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们很容易看出美国和

欧洲对华态度与对华政策的巨大差异。虽然它们都在思考中国的崛起以及如何应对，

但它们远未就遏制中国进行战略合作达成共识。 

 

其次，尽管“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维持全球竞争优势总体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各有各的考虑，也许并不愿意跟风。这些地区国家完全明

白，美国发起“印太战略”只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而它们不过是想利用这

http://cn.chinausfocus.com/author/45/%E5%AD%99%E6%88%90%E6%98%8A-sun-chenghao.html


个机会为自己捞好处。印度希望自己的“东进政策”与“印太战略”对接，但它并不

打算因为服从美国而牺牲战略上的独立性。韩国也无意与美国过度捆绑，从而损害它

与中国的关系。至于俄罗斯，它不会加入反华阵营，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安全架构问题

上与美国的意见从来不一致。 

 

第三，无论 G7 扩大与否，它在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方面都无法再发挥有效的协调作

用。G7 未能应对全球大流行，其成员国，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因为冠状病毒不堪

重负，无力再去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构的蔑视只会加深 G7 内部的

分歧。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欧洲普遍认为，此举是对这一多边机制的沉重打击，

而这个多边机制是抗击流行病所必不可少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冲突已成为美国

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G7（或 G11）只会成为争吵和

内讧的场所，遑论促进对华战略合作了。 

 

经济 

4. 并不存在新的冷战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许多人都在谈论美中之间的

新“冷战”。我看不出来。

之所以拒绝这种夸张的说

法，是我深知美国比特朗普

总统更重要。特朗普这么做

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不顾一

切想赢得连任，因此急于把

自己的失败归咎中国，或者

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他着急甩锅的意图自当有目

共睹。在特朗普发出喧嚣和愤怒言辞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强烈渴望回归

正常，甚至是比之前让他在 2016 年大选中获胜的“正常”更正常。回归常态也必然令

美中关系恢复到比特朗普执政这些年来更加正常的状态。当我们考虑特朗普之后的美

中关系时，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要记住中国也比其国家主席习近平更重要。每一个

国家的重要性都超过它的领导人，甚至它的执政党。 

 

我所教的，是国际关系课的一个分支，叫“国际政治经济”（IPE），它的关注重点是

国与国之间如何通过广泛的往来彼此联系，这其中不仅涉及政府，也涉及全体民众和

经济。在 IPE 领域，我比我的许多同事都更强调私人的力量和策略，因为我坚信，如

果你不了解一个社会当中巨大的私人力量的利益和能动性，你就无法理解它的政府，

也无法理解其政策，因为那些都来自于他们所管治的社会。在应该如何与外部世界接

轨的问题上，每个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冲突，但它首先得存在于整个社会，然后才能赋

权或者限制政府去做什么。用国家领导人或军阀式统领的形象来代表整个国家，这很

容易，但是在一个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发展而不是军事征服决定未来的世界里，这是荒

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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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之间的原始冷战，双方各有盟友和附庸，它并没有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够糟了。每一位世界领导人都明白，重复使用核武器毫无意义。爱

因斯坦有句名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用到

棍棒和石头。”那将是文明的终结。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把冷战看成一个非常积

极的时代：尽管双方激烈地相互对峙，但美苏两国都明白，必须要和平共处，至少超

级大国之间要这样。冷战最可取之处就是“冷”，而不是“热”。 

 

结束原始冷战的方法与今天防止复发新冷战的方法一样：经济上相互依存。关于原始

冷战结束的原因，有一种错误说法，包括罗纳德·里根态度强硬，以及他增加了军费

开支。事实上，他的政策是想延长冷战。而起到颠覆作用的，是鲜为人知的公众政

策，尤其是私人政策，这些政策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苏联集团均创造出强大的寻求共同

繁荣而非共同毁灭的互动诱因。冷战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世界大战期间由国家管控贸

易，苏联集团已经是与全球经济分割开的，但到冷战结束时它又重新融入了全球经

济。 

 

苏联和东欧更加融入全球经济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70 年代加快了步伐，当时

苏联成为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1984 年苏联到西欧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竣工，这

为它的主要精英层从上层颠覆苏联创造了财富和条件。欧洲内部不记名债券的急剧增

加，给苏联新兴资本家在西方藏匿巨额财富提供了一种隐蔽的方式，从而有效地瓦解

了单一的国家计划。我就不在这里详述所有这些政策和诱因了，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去

看我的《国际政治经济：战争与和平事业》一书中的第 13 章。不必说，冷战后期经济

一体化的净效应，创造出了大量经济上的互动诱因去推动合作而不是冷战。求生的需

要使冷战不至变为热战，而双方对繁荣的渴望让冷战终结，如今，它也降低了冷战卷

土重来的可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它处于经济的中心位置，不像旧有的苏

联集团那样处在被孤立的外围。世界多数中国以外的大公司都在中国有广泛的业务，

因此，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合作对它们来说事关重大。尽管在全球商业体系的规则细节

上总会有争议，但这些都是实施细节，而不是生存挑战。 

 

擂响新冷战战鼓的不仅有特朗普，还有一个由国家安全和互联网电信生意组成的联

盟。我之所以说“生意”，是因为它的支持者要么是暂据政府要职，要么就是公司的

董事会。这种竞争与伪装成“国家利益”的全球商业巨头不无干系。艾森豪威尔总统

警告的“军工联合体”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军事-互联网-电信联合体”，它们的利润来

自公众对垄断势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私人信息并使之商业化的默许。互联网、智

能手机和“人工智能”革命让权力可以前所未有地集中。保守派专家认为这是“深暗

势力”的阴谋，但更准确地说，它是谷歌、脸书等新兴互联网巨头的商业模式，它开

创了不受管制地通过集中商业信息和商业权力谋取利润的先河。 

 

中国已经融入战后自由世界秩序下的全球商品经济，而它也是最强烈地抵制美国互联

网电信巨头全球主导地位的地方。起初，中国确实保护和补贴了自己的私营互联网电

信公司，以防它们在初生阶段过早夭折。现在这些公司是如此成功，如果允许它们按

照自由秩序规则竞争的话，它们有可能在世界许多地方打败价格高昂的美国垄断电信

企业。为此，美国垄断企业势力的捍卫者们制造虚假的“国家安全”恐惧，在商业上

孤立中国竞争对手，因为它们不愿意放弃垄断利润，不愿用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

去自由竞争。商业竞争才是空谈“冷战”的真正借口。 

 



5. 世界与北京“脱钩”不易，全球经济戒中国之瘾恐代价高昂 

DAMIEN CAVE, MOTOKO RICH, JACK EWING 2020 年 6 月 15 日 

 

人们长期担忧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

赖性，随着新冠疫情加剧，许多国

家正在试图减少与北京相关业务的

接触。日本已拨款 22 亿美元帮助企

业将生产转出中国。欧洲贸易部长

们强调了供应链多样化的必要性。

包括澳大利亚和德国在内的几个国

家已经采取行动，阻止中国等国收

购因疫情封锁而陷入困境的企业。

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鹰派也继续敦

促在经济上与北京“脱钩”。但

是，实际做出生产和销售的决定的是政府部门之外的公司，他们的考量要复杂许多。 

 

戒中国之瘾并非易事。尽管早期的新冠疫情不当处理破坏了其为世界生产及在世界范

围内购买产品的能力，进一步暴露威权体制的缺陷并导致其加剧宣传战，中国的经济

实力仍是避免全球持续衰退的最后希望。“当这一切开始时，我们在想，我们还能去

哪里？”西澳大利亚州第三代龙虾渔民费德勒·卡玛达(Fedele Camarda)说，该地区大

部分的渔获都销往中国。“后来世界其他地方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侵害，而只有中国

在逐渐恢复正常。”“尽管只是一个市场，”他还说，“但它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市

场。”为了了解企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动势和风险，《纽约时报》分析了三个国家

的三家严重依赖中国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在努力评估与中

国分道扬镳的代价有多大，或者能否负担得起。 

 

乞求回归，澳大利亚的龙虾渔船。上世纪 90 年代，卡马尔达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捕捞龙

虾，他的渔获最后会出现在许多国家的餐桌上。新鲜龙虾去了日本。虾肉罐头去了美

国。其余的则去了澳大利亚国内或者邻国市场。但从 2000 年前后开始，中国开始给活

虾出更高的价格，并加大采购量。这带来澳大利亚龙虾产业对该市场近乎完全的依

赖，以及一种自满情绪：到今年年初，澳大利亚 95％的刺龙虾卖给了中国的销售商和

餐馆。“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讨论过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同策略，”卡马尔达

说。“就是没机会落实。”而且，即使在 1 月 25 日对多样化的需求已成实锤之后，他

们仍未付诸行动。当时，因为疫情暴发，中国停止了龙虾的采购。官方关闭了出售新

鲜肉类、蔬菜和海鲜的生鲜市场，这导致澳大利亚西海岸所有 234 艘龙虾船停止了捕

捞。超过 2000 人没了工作。澳大利亚的龙虾加工商试图快速实现市场多元化，给曾经

合作过的每个国家的买家打电话，尝试恢复几十年前的老关系。行业协会请求澳大利

亚政府提供帮助——要求今年增加配额、延长捕捞季节，以及向公众直接出售产品的

自由，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渔业管理部门的批准。但这些并没有给卡马尔达带来太多好

处。尽管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某些食品出口有所增加（例如巴西的鸡肉），但 2、

3、4 月出海的捕捞船很少，产量不大。 

 

卡马尔达大约一个月前才重新出海。他的公司海王星 3 号(Neptune 3)又开始接到来自

中国的订单，价格大约是 1 月的一半。订单都不大，但是该行业已经统一了意见，试

图重建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寻找其他市场。“即使价格低了，产品数量减少了，我



们还是需要找到服务那个市场的办法，因为满足那个市场对我们来说是可行的，”行

业协会西部岩虾(Western Rock Lobster)的会长马特·泰勒(Matt Taylor)说。大约一个月

前，仍然存在一个主要挑战：运输问题。由于承担了世界上大部分货物量的客机因停

航而减少运输量，龙虾的供应链被打乱。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再次介入，这一次提供

了约 7000 万澳元，补贴海产品出口的包机。尽管有人呼吁强化自给自足、市场多元化

和主权，以及中国的行动打击了大麦和牛肉的出口，但澳大利亚并没有离开中国市

场。它正在为重回那个市场进行补贴。 

 

不是救星：德国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减弱。德国工业上次面临严重衰退时，缓解来自中

国。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以及对西方技术的渴求，帮助德国出口商从 10 年前的严重衰

退中迅速恢复过来。“我 2008 年跑了两个市场：中国和中东，”总部设在慕尼黑的全

球最大照明设备企业之一欧司朗(Osram)的首席执行官奥拉夫·柏利恩(Olaf Berlien)说。

但他不指望中国的销售会再次拯救德国工业。“中国仍是一个市场，”柏利恩说，

“但不是一个成长型市场。”甚至在新冠冠病毒疫情迫使中国采取隔离措施之前，欧

司朗就已经不再看好中国。中国的汽车销量在经历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在 2019

年出现下滑，主要原因是与美国的贸易战。问题是，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作为

世界增长引擎的地位。柏利恩说，印度有潜力，但那里的市场太乱。油价暴跌让沙特

阿拉伯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欧司朗对中国期望的降低，反映出

欧洲各地正在越来越多地怀疑在需要的时候转向这个亚洲超级大国的益处。今年 4

月，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Phil Hogan)呼吁就“战略自主意味着什么”展开讨论

时，他呼应的是德国和法国官员的担忧。欧司朗是一家为汽车和其他用途提供照明的

公司，它不需要这种提醒。柏利恩说，欧司朗在中国有四家工厂，但由于中国缺乏知

识产权保护，公司在马来西亚、德国和美国生产更高端的产品。“中国不再是世界工

厂，”他说。柏利恩说，他的公司和其他德国企业已经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

采取了措施确保自己不受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比如每个零部件或原材料都有至少两家

供应商。他还说，虽然欧司朗没有减少在华业务的计划，但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企业

加大寻找离本土更近的供应商的努力。“我与德国的许多经理和首席执行官谈过，我

们都正在学到的东西是，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物流和供应链，”柏利恩说。“供应链

非常分散、非常脆弱，”他补充说。“由于都面临价格压力，我们选择的是最便宜的

供应商，不管它们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供应商认识不足。” 

 

坚持到底，日本的豪华马桶。东陶生产中国暴发户特别想要的东西：带有加热座圈、

温水喷嘴、造型别致的陶瓷主体和自动马桶盖的电子智能坐便器。东陶是日本最大的

马桶制造商，1985 年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随着中国的崛起也

越来越大。去年，东陶海外销售额的一半来自中国，它在中国有七家工厂。但即使在

今年 1、2 月份，中国的隔离措施关闭了东陶的装配线，导致生产延误和收入损失之

后，东陶也从未考虑过离开中国。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住房拥有率很高、可支配收入

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工人拥有东陶需要的技术技能。“中国与

日本很近，而且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东陶发言人阿部园子(Sonoko Abe)说。高管们每

天开会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能适应形势”，阿部女士说。尽管东陶在泰国和越南也有

工厂，但公司没有试图转移生产，而是靠库存渠道。其他的许多日本公司，即使有把

目光转向别处的激励，也只是在缓慢地离开中国——如果它们有这种打算的话。 

例如，日本的口罩制造商爱丽思(Iris Ohyama)在大连和苏州有为中国和日本市场生产商

品的工厂。这家制造商正在利用政府的一些资助在日本开设新工厂生产线，以适应国

内市场需求，并正在探索在法国和美国开设工厂的可能性。但公司没有停止在中国生



产的计划。“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市场非常重要，”该公司发言人木户敦子

(Atsuko Kido)说。中国市场目前也很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将是少数

几个在 2020 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而美国经济预计今年将收缩约 6%，欧元区

将收缩 7.5%。高盛(Goldman Sachs) 驻东京的首席日本股票策略师凯希·松井 (Kathy 

Matsui)说，在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即便是那些反对中国政治的人也感到，他们

需要中国经济来维持繁荣。“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她说。“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 

 

6. 《金融人民说》：金融开放需保持平稳有序 与内部改革相互促进 

李楠桦、王仁宏  2020 年 06 月 17 日 08:34  来源：人民网-产经频道 

 

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是一个

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前，

中国金融市场已在跨境市

场联通、资金流通方面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并在制

度融通方面不断发力。下

一步，如何继续有序地开

放金融大门？金融开放与

金融安全如何平衡？金融

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怎样的

协同作用？本期《金融人

民说》就以上话题与工银

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炜宇进行

深度讨论。 

 

人民网发问，需求是对外开放一个主要动能。在这方面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有怎样的

空间和成长性呢？ 程实表示中国的金融开放正在路上。从多个层面来看，我国金融开

放有很大的空间。首先，从整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来看，我们正在路上。我们正在

从过去更多时候受美元的影响，转向为盯住一揽子货币。这会使得我们的货币对汇率

的变化更反映我们和全球贸易往来和经济关联。其次，我们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连接来

看，中国的金融开放正在变得更加全面、多样化。我们会跟不同的国家市场进行全方

位的对接，包括股票、债券、衍生品等。从这个层面来看，金融市场的开放也有很多

空间可以去做。此外，从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的层面看，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从

我们掌握到的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状况来看，这种布局可能还不足以满足日益蓬勃

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需要。所以，我觉得金融机构“走出去”也会进一步加快。 

 

顾炜宇表示，第一，金融开放不能只眼睛盯着走进来，我们还是要走出去，既要有资

本市场的联通，也要有资产的联通，还要有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业的联通。第二，在

金融市场放开方面，比如沪港通等等，我们是在原有轨道上拓宽管道。在管道之外是

否还要有很多市场空间进行开放，比如衍生品市场等等。这方面我觉得金融市场的开

放也将会进一步放宽。第三，金融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会慢慢地加大力度，特别是在自

由兑换这个层面。其实我们这些年自由兑换开放的力度还是很大的，贸易项下和一些

资本项下的项目已经能够自由兑换了。后面其他项目的自由兑换和开放可能还会进一



步加大。当然，这些加大还是要讲究一个节奏，不能一下子放开，还是要和我们本身

的能力、本身经济发展程度和吸收能力相关。 

 

人民网发问，金融开放的大门是否越大越好？如何去平衡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的

关系呢？程实表示金融开放是有约束条件的，是受到我们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全民

金融需求的程度以及我们金融机构目前实力、监管体系的有效性等各方面的约束。金

融开放大门是不是开得越快越好，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目前全球的局势还是非常动

荡，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也是常态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保护我们金融消费

者的整体安全和利益，保护我们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是需要我们保持稳健的开放步

伐。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随着金融开放推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之

后，对我们中资金融机构带来比较大的倒逼机制，倒逼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需要用

自身努力去完善服务整体技能。因此，金融开放，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来看，保

持一个平稳有序的势头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网发问其实我们通常说改革和开放是不分家的，从国内的改革成效来说，国内的

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怎样的协同作用？程实表示改革开放是不分家的。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改革促开放，开放稳改革。改革开放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促

进的一个关系。比如，监管已全面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限

制，这就使得我们中国金融市场面临一个情况——外资的金融机构是综合化经营的，

实际上我们国内还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这样一种开放的格局之下，实际上就会

促使我们金融体系综合化经营的改革会加速推进。我觉得改革开放从这个例子可以看

出来它们彼此之间内生的关系。顾炜宇也表示改革开放是联系在一块儿的。因为我们

的改革是在一个开放条件下进行的改革，所以，第一你不得不开放，因为全球化将我

们所有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全球经济活动中，所以你不得不开放。我们的改革既有内部

改革，也有面向开放领域的改革，所以我们的改革必然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改革，

也就是开放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引进外资事实上是我们多年来对外开放的一

个主要工作。引进外资，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开放是必由之路。在开放过程中，如果你不改革，还是原来的制度体系、原来的

管理措施、原来的计划经济，我们就没有办法吸引外资进来。我们通过改革来促进开

放，没有改革就没有办法来实施或落地开放的相关措施。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当

然，改革和开放不分家，同时改革既有向外的改革，适应于开放的条件改革，也有内

部的改革。只有有了内部的改革，它才能与对外的经济部门之间更好地衔接。 

 

人民网发问，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一些直观的、深切的感受，是和近几年的金融业

对外开放密切相关的？程实表示，我觉得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最近几年是全球

市场非常动荡的几年，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广泛存在。所以，从我们接触的

企业和个人角度来看，风险管理的意识需要更加加强。现在能够影响到我们企业投融

资，影响到我们个人资产配置的因素，已经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这种状况之下，实

际上对我们整个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顾炜宇也表示我们这几年

特别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作为一个底线，而且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也是在过

去风险积累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底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原来对风险的意识和

相关应对是不足的。所以，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和金融开放条件下，我们刚才谈到既然

面临这么多动荡因素，金融又有传染性，所以对风险这一块，一定要重视，风险意识

首先要提高，其次在风险管理的方法、措施和工具手段上要丰富、要提升。   

 



特辑 

7. 美国与联合国关注中印边界致命冲突 中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 

舒瓦茨  2020 年 6 月 17 日  

 

在中国和印度军人星期一在喜马拉雅山

一个偏远的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

后，联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的克制。

这次暴力事件是中印两个核武国家之间

45 年来最严重的冲突。联合国发言人

说：“我们对有关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实

际控制线附近发生暴力和死亡事件的报

道感到忧虑，并注意到两国已采取措施

以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一名

发言人说，美国正密切注视印中边界的局势，并支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冲突。这名官

员提到特朗普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两星期前通话时谈到了印中边界问题。印度称，在

星期一的冲突中有 20 名印度军人死亡，17 人受伤，一些军人被中方俘虏。中国还没

有公布伤亡情况，并指责印方人员进入中国领土和挑起冲突。中国西部战区发言人张

水利说：“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动，与中方相

向而行，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印度官员们说，中国声称印度军

人挑起冲突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称中方在边界线印方一侧设置了一个临时哨所，

并对前来查看的印度军人实施攻击。印度官员们还说：“印度军队会坚定保卫国家领

土完整和主权。“中国和印度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这次暴力冲突中使用了拳头、

石块和带有铁钉的铁棍，但没有开枪。印度正在修建一条道路，将加勒万河谷与靠近

中国领土的一个跑道相连。在星期一发生暴力冲突之前，双方在边界实际控制线一带

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一个月。两国在 1962 年打了一场边界战后停火，并划出这条并不可

靠的边界实际控制线。 

 

中印双方说法 

此次事件是中印两国间自 1975 年以来首次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边境冲突。中国指责印

度方面要为这一事件负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印

度军队周一两度越过边界，中方人员受到挑衅和攻击，导致双方的边境安全力量间发

生严重肢体冲突，对此印方应承担责任。印度政府发言人斯里瓦斯塔瓦（Anurag 

Srivastava）则在声明中称“中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且称如果中方小心遵守军方高层达

成的协议，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路透社引述一名印度政府的消息人士说，在周一

晚上，原本中印双方正在讨论如何缓解冲突，但中国解放军突然对一群印度军人展开

攻击，一名印度军官也受害。 

 

中印之间的新仇旧恨 

此轮边境对峙始于今年 5 月 5 日，在位于拉达克地区的海拔四千多米的班公错湖

（Pangong Tso lake），中国和印度军方人员发生冲突，相互投掷石块、木棒、铁棍

等，双方都有人员受伤。印度方面称中国士兵在三个不同地点越过边界，搭建帐篷和

岗哨，并无视印方的口头警告，双方遂起口角和冲突。5 月 9 日，在距此以东 1200 公

里的印度锡金邦那图拉山口，中印军人相互投石并发生肢体冲突，有数十人受伤。 

6 月初以来，中国与印度的高级将领在拉达克边境地区的莫尔多（Moldo）举行会晤。

在军方高层边境会晤期间，中印两国外交部都曾表示，将致力于和平解决边境对峙局



面。但从此后公开发布的消息看，双方的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结果。与此同时，中印

双方还向喜马拉雅山麓的边境地区增派了数千兵力。据路透社报道，谈判期间，印度

方面要求中国撤回派往边境地区的部队，而中方则要求印度停止在边境争议地区修筑

公路。1962 年，中印之间曾爆发过简短但血腥的战争，从那以后，双方存在不信任，

双方巡逻队偶尔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或是肉搏战，但自 1967 年以来，便从来没有人员伤

亡。 

 

8. 南美美洲豹盗猎增多，中国因素引发关注 

RACHEL NUWER 2020 年 6 月 15 日 

 

2019 年 5 月，伯利兹南部的一个

垃圾场出现了一具美洲豹的无头

尸。这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一

起，加剧了当地民众的愤怒，促

使有关当局、普通民众和企业拿

出总计 8000 美元的悬赏，寻找有

关盗猎者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

个国家的问题，伯利兹的这起屠

杀事件似乎表明，从墨西哥到阿

根廷，该物种分布区内的偷猎活

动在全面增加。“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我一直怀疑，偷猎之所以没有引起重视是因为当局对这件事根本就不上心，”独立

野生动物犯罪专家保琳·费尔海(Pauline Verheij)说道，她近年来一直在调查苏里南和玻

利维亚的美洲豹交易情况。“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如果不是所有的话），打击野生

动物犯罪直到不久前才成为优先事项。” 

 

几年来，费尔海和其他一些人警告，美洲豹的交易似乎出现上升，与此同时，这种大

型猫科动物濒临灭绝，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丧失，以及因捕杀家畜而遭到报复性杀

戮。研究野生动物走私方面的专家还发现，许多美洲豹案件与中国公民或中国境内的

目的地有关。例如，在玻利维亚，当局截获了运往中国的包裹，里面装有数百枚已经

做成首饰的美洲豹牙齿。不过，相关证据不足，而且大多是轶事证据。现在，本月发

表在《保护生物学》杂志(Conservation Biology)上的一篇研究论文对美洲豹的非法交易

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概述，汇集了整个中南美洲的数据。研究结果证实，美洲豹的器官

缉获量在整个地区都出现大幅增加，而中国的私人投资与该物种的非法贩运之间存在

显著的关联。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的人类学博士生、该论

文的第一作者泰伊·莫卡蒂 (Thaís Morcatty)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南美洲的美洲豹器

官交易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显示，与东南亚和非洲的偷猎模式相类似，从

事大型开发项目的中资企业的增加，与合法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包括一些大型猫科

动物）的交易增加有关。“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看到的模式现在开

始在南美洲出现，”同样来自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论文合著者文森特·尼季曼 (Vincent 

Nijman) 说。“只要有需求，就会得到满足，哪怕是去世界另一边的另一片大陆。” “如

果我们能在刚开始就抓住这一点，当交易增加时，我们可以尽早去改变事情的进程，”

莫卡蒂补充道。 

 

https://www.ambergristoday.com/news/2018/01/11/government-belize-issues-statement-killing-jaguars
https://amandala.com.bz/news/16000-reward-jaguar-killer/
https://edition.channel5belize.com/wp-content/uploads/2019/05/Release.jpeg
https://www.iucn.nl/files/publicaties/an_assessment_of_wildlife_poaching_and_trafficking_in_bolivia_and_suriname.pdf
https://www.serfor.gob.pe/wp-content/uploads/2019/10/Lima-Declaration_4.oct_.2019.pdf
https://c532f75abb9c1c021b8c-e46e473f8aadb72cf2a8ea564b4e6a76.ssl.cf5.rackcdn.com/2018/11/19/995wyahxic_WCS_Report_Jaguar_Trafficking_Mesoamerica_ENG_Final_Layout.2.pdf
https://www.iucnredlist.org/species/15953/123791436
https://www.iucnredlist.org/species/15953/123791436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cobi.13498


美洲豹在过去因偷猎而几乎灭绝。在 20 世纪，猎取皮毛几乎导致了这个物种的消失。

美国占了美洲豹交易的大头，仅 1968 年和 1969 年就进口了 2.3 万多张美洲豹皮。即

使在亚马逊的偏远地区，美洲豹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1975 年，政策制定者禁止了这

种大型猫科动物的国际交易。“过去，因为短时间内巨大的猎捕压力，我们几乎一度失

去了美洲豹。”莫卡蒂说。“恢复美洲豹数量的工作，耗费了很多国家和机构数十年的

努力和投入。” 美洲豹的数量缓慢回升，到今天估计有大约 6 万到 17 万头。但现在，

所有栖居地的美洲豹数量都在下降。莫卡蒂说，尽管非法交易导致的偷猎或许并不是

美洲豹数量下降的主要动因，但是它会加剧其他方面的压力。举例来说，牧场主如果

知道杀死它们能换来钞票，就更有可能杀死自己土地上的美洲豹。“我们不能让这一新

的威胁与已有的威胁结合起来。”她说。类似的形势已经在南非南部上演。在南非，出

口到中国的圈养狮子骨骼的合法交易不断增长，也许为盗猎的狮子产品制造了新市

场。 

对攻击过牲畜或人类的狮子进行报复性杀害，这在非洲南部一直存在，而现在“它不仅

仅是一头曾经闯祸的死狮，而是被卸去了身体部位进入了交易链”，荷兰犯罪和执法研

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rime and Law Enforcement)的研究员安德

鲁·勒米厄(Andrew Lemieux)说，“这可以赚很多钱。” 

 

南美面临的威胁不断累增的最早迹象，包括发生在 2003 年的一件事。在苏里南帕拉马

里博市一家中国超市工作的一名中国男人，走近一位穿着制服的国家林务人员，问他

能不能给自己弄一头美洲豹。“我的这位联系人告诉他，杀美洲豹是非法的。”费尔海

说，“这个男人居然可以这么无所谓地要求政府官员做非法的事，这让他非常震惊。”

对于这名官员来说，对话到此为止。但到了 2005 年，苏里南乡间的猎人已经接到了美

洲豹牙和爪的订单——他们经常将整颗豹头送到苏里南首都的中国客户那里。买家将

豹爪和豹牙制成吊坠，在本地的中国珠宝店出售，或者走私回中国。几家苏里南的中

国餐厅还开始供应不入菜单的美洲豹肉。最终，企业化的罪犯发展到追寻美洲豹整

骸，熬制成类似中药虎骨膏的产品。为了评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莫卡蒂和同事们

搜罗了中美和南美所有 19 个国家从 2012 年至 2018 年的新闻报道、技术报告和警方记

录，寻找大型猫科动物的身体部位被缴获的信息。结果，他们发现了 489 起缴获事件

的记录，牵涉大型猫科动物约 1000 头——主要是美洲豹，但也有美洲狮和豹猫。他们

估算，在仅仅五年间，被缴获的美洲豹数量翻了 200 倍。“非常惊人。”莫卡蒂说。 

 

在这些案例中，巴西的占比最高，其次是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秘鲁和苏里南。大部

分缴获记录没有显示最终目的地和预期买家，莫卡蒂能够将其中 34%的案件与中国明

确联系起来。平均而言，与中国相关的缴获案件中美洲虎的身体部位数量比流向本地

市场的缴获案件中身体部位数量的 13 倍。没有参与该研究的勒米厄博士说，新的论文

揭示了一个经常被野生动物贸易专家忽略的区域。“在保育领域，南美——在除南极洲

以外的所有大洲当中——得到的关注极少，”他说。同样的，美洲豹也往往不如老虎、

狮子和花豹受重视，勒米厄博士说，但是“美洲豹国际交易显然在发生变化”。莫卡

蒂和同事设置了多种变量，来分析缴获数据，以确定交易的推动因素。不出所料——

也是出于对照——一个国家的美洲豹数量越大，走私的数量也就越大。同样不出意料

的是，他们发现腐败和贫困与非法交易密切相关。 

 

仅次于腐败的第二项重要变量，是中国私人投资的方向。过去十年里，中国私人投资

在中美和南美增长了十倍，大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总体来说，我们

看到，似乎有新的中国资本流入的国家就是美洲豹海外交易增长的国家。”尼基曼博士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oryx/article/spotted-cats-and-the-amazon-skin-trade/9863BF23F756DF6E94A418A9293B800E
https://www.cites.org/eng/gallery/species/mammal/jaguar.htm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7515316_Planning_to_Save_a_Species_the_Jaguar_as_a_Mode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7515316_Planning_to_Save_a_Species_the_Jaguar_as_a_Mode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7515316_Planning_to_Save_a_Species_the_Jaguar_as_a_Mode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7515316_Planning_to_Save_a_Species_the_Jaguar_as_a_Mode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2314-5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5/science/lion-bones-poaching.html
http://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2010_exploitation_of_the_jaguar_and_other_large_forest_cats_in_suriname_irvin_kerman.pdf


说。中国投资本身并不是坏事，事实上，它为中美和南美带来很多好处，国际野生生

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国际政策副主席苏·利伯曼(Sue Lieberman)说

（她也没有参与该研究）。“但我们应竭尽所能保证中国投资在环境和社会方面是无害

的。”除了将美洲豹制品的新潜在买家带入该国，开发本身——尤其是如果需要在原始

地区修路或清林——将野生动物和人置于更近的范围，从而为盗猎提供了便利。比

如，3 月发表的一份研究就发现，农业开垦在亚马逊导致美洲豹盗猎的增长。当中国

公司与这样的开发联系在一起时，只会增加盗猎动物进入交易的几率。“中国进入森林

开伐的投资加速了交易——这是相关联的。”莫卡蒂说。 

 

这一模式与我们在非洲大陆所观察到的也许不无相似之处。在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

中，坦桑尼亚索科伊内农业大学(Sokoine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的生态保护学家阿尔

方·里亚(Alfan Rija)发现，东非人经常为满足中国需求而捕猎，而他们报告捕猎的 45 个

物种——从大象、犀牛到海马和鬣狗——大多数的买家全部或者主要是中国个人。 

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是公司派来的，而我们在的南美和中美也看到类似的情况，那里有

很多中国公司在进行开发，”里亚博士说。“这些开发机会为非法交易提供了渠道。” 这

项新研究的作者没有调查是什么驱使中国买家对美洲豹身体部位的需求，但是利伯曼

博士和她的同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过美洲豹的爪子和牙齿的广告。 

“美洲豹的身体走私最严重的，不是用来代替虎骨的骨头，而是制作珠宝的牙齿。”她

说。 

 

中国是其他大型猫科品种的主要消费国，尤其是老虎，一直以来因虎骨和一些身体部

位用于中药而抢手。最近，虎牙和虎爪以珠宝的形式出现并被销售。但随着老虎数量

减少到野外仅剩不到 4000 头，交易方将目光投向其他来源，以餍足消费者的需求。而

美洲豹可能会满足其中一些人。曾在玻利维亚环境部任职的生物学家安琪拉· 努涅斯

(Angela Nuñez)表示，莫卡蒂和同事对美洲豹交易在区域层面进行量化的努力，与自己

和其他人过去发表的一些更小规模的研究结果相呼应。但几乎可以肯定，问题的规模

比这项新研究中所揭露出来的要大，努涅斯说，因为中美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都没有

美洲豹缴获的官方记录。而且因为缺少资源，侦查工作也面临挑战。尼基曼博士怀

疑，美洲豹——正如非洲的大象和犀牛——犹如煤矿里的金丝雀，可能意味着南美和中

美存在更为广泛的仍未被察觉的偷猎偷采，比如陆龟和兰花。“近距离观察备受关注的

物种，我们能够看到正在发生的其他问题。”他说，“没有理由认为受影响的只有美洲

豹。”据努涅斯说，新的调查突出了“发展区域策略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制止这场威胁

的必要性”。中国公司也应该对员工进行美洲豹交易属于非法行为的教育，并采取措施

保证员工不参与野生动物犯罪，利伯曼博士说道。“赶在发展曲线之前与中国公司合作

很重要，不能坐等危机到来，”她说。“我们可以用一种完全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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