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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 2020 年大选预测

1. 英国广播公司 : 美国 2020 年大选民调：谁领先—特朗普

还是拜登？

 全国性民调未必是预测选举结果的好方法。例如 2016 年，

希拉里 • 克林顿在民调中领先，比唐纳德 • 特朗普多了近 300 万

张选票，但最终她还是输了——这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选举团制

度，获得选票最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赢得选举。撇开这一点不讲，

乔•拜登自年初以来也在全国民调中多次领先于唐纳德•特朗普。

几个月以来，他的支持率都徘徊在 50% 左右，偶尔会领先 10 个百

分点。这与希拉里在 2016 年的情况一样，相比票数而言，在哪个

州获得选票更为重要。在美国，多数州通常有支持某一党派的传统。

这意味着两党总统候选人能够争取的州数量屈指可数。这些州是

选举的胜负之地，也被称为摇摆州。目前来看，竞争激烈的州进

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对拜登十分有利，而一切都还尚早，形势可能

会扭转，尤其是在涉及到特朗普的情况下。

最让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担心的，正是这些帮助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的摇摆州。当时他在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和得

克萨斯州以 8-10% 的幅度领先。但目前来看，他和拜登在这三个

州的得票率十分接近。不过，博彩市场还没有放弃特朗普，最新

数据显示他在 11 月 3 日的选举中只有不到 50% 的胜算。这表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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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中形势会逆转。但政治分析人士并不确

信特朗普会再次当选。政治分析网站 FiveThirtyEight 认为拜登更

“被看好”，《经济学人》也表示拜登“很有可能”击败特朗普。

自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消息一直占据着美国新闻的头

条，人们对特朗普行动的反馈也毫不意外地划分成了几个派别。

在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向各州提供 500 亿美元阻止病

毒传播后，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了顶峰。据民意调查公司巨头益

普索（Ipsos）的数据显示，目前有55%的美国人赞成特朗普的行为。

但在那之后，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支持他，只剩下共和党人仍继续

支持着他们的总统。

截止 7 月，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开始质疑他对新冠疫

情采取的措施，尽管在 8 月底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有轻微回升。新

冠病毒可能会成为选民心中的头等大事。根据华盛顿大学专家制

作的模型估算，预计到选举之日，新冠死亡人数将上升到约26万。

特朗普也许能寄希望于他的疫苗计划“扭曲速度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来挽救局势，但该计划的首席科学顾问表示，疫苗

在 11 月 3 日之前“不太可能研制出来，但也不排除研制出来的可

能性”。

（由英国广播公司视觉和数据新闻团队报道，2020 年 9 月

10 日）

(https://www.bbc.com/news/election-us-2020-53657174)

2.《金融时报》:谁在 2020 年美国大选民调中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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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举在今天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选举团会作出这样的

决定：乔 •拜登（民主党）279票，唐纳德 •特朗普（共和党）122票。

距离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乔 • 拜登在

关键的摇摆州的民调远远领先现任共和党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

不过自今夏以来，拜登在某些州的领先优势也略有缩小。 2016年，

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曾以微弱优势险胜，而现在拜登在该州领先

了 6 个百分点。在佛罗里达州，也就是今年夏天新冠病例数激增

的地方，拜登领先特朗普约 4 个百分点。在亚利桑那州拜登的领

先优势很小，过去 70 年里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亚利桑那

州获胜。而北卡罗来纳州在过去的 10 次总统选举中有 9 次投票支

持了共和党候选人。在得克萨斯州，两人的民调相差不到 5 个百

分点，这也就意味着 11 月大选在这个传统的红色州两党会展开一

场激烈角逐。全国民调显示，拜登处于明显优势。曾帮助特朗普

取得 2016 年大选胜利的白人老年群体对他处理新冠的方式格外不

满。新冠病毒重塑了选民的担忧和行为。在2016年特朗普获胜后，

包括拜登的支持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不再信任民调，尤其是全

国性的民调结果。

(https://ig.ft.com/us-election-2020/)

（二）美国指责国际社会干涉 2020 年大选

1.《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民主党领导人指责美国

司法部长渲染中国对大选的威胁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0 年第 1 期

4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 • 巴尔（William Barr）先前称中国对 11

月举行的美国大选所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对此，美国国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主席在周日表示他完全是在撒谎。“这

是司法部长的虚假陈述，”亚当 •希夫（Adam Schiff）告诉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比尔 • 巴尔在那份声明中的言

论完全是在误导美国人民。”巴尔在去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

为司法部长，他周三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表示，在所谓干

涉美国选举的问题上，中国比俄罗斯更具威胁性。 

(https://www.cnbc.com/2020/09/07/top-democratic-cauges-us-delegate-

generaof-liking-about-china-election-threat.html)

2.《The Print》:特朗普还是拜登—谁对印度的发展更有利？

答案就在十四年前提出的梦想里

从对《公民身份修正法案 2019》（CAA）、克什米尔和气候

变化的公开表态来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唐纳德 • 特朗普对印

度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印度人都在问，乔 • 拜登当选美

国总统是否能比唐纳德 •特朗普连任对印度的发展更好。

以下是乔 • 拜登在过去 20 年里对印度采取过的行动。2006

年 12 月，拜登在接受雷迪夫印度海外（Rediff India Abroad）的

媒体采访时曾说：“我的梦想是在 2020 年，印度和美国会成为

世界上关系最亲密的两个国家。”拜登曾与共和党总统、委员会

主席理查德 • 卢格（Richard Lugar）一起，以 85 比 12 的票数通

过了一项决议，旨在推进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India-US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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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的谈判。该协议最终于 2008 年 10

月签署，但在实行的两年中，遇到了不少来自双方的挑战。但拜

登坚持不懈、敢为人先，寻求美国参议院的支持，尤其是党内

反对派的支持，这其中包括时任参议院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他们受到了防

核扩散游说团体的影响。拜登早年曾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SFRC）主席，并于 2001 年 8 月致函布什总统，呼吁取消自

1998 年 5 月印度核试验以来就对印度实施的经济制裁。

2013 年 7 月 24 日，拜登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问印度，期间

他在孟买证券交易所发表讲话，重申了奥巴马总统的观点，将美

印关系视为“下一个世纪的决定性伙伴关系”。在上个月纪念印

度独立日的活动中，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表示他将“与印度站

在一起”，与印度共同 “面对在（印度）地区和边界上面临的威

胁”，拜登政府不会容忍任何恐怖主义、越境或其他行为。

在 3 月和 4 月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拜

登曾写道，他作为总统的第一步就是让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Paris Climate Agreement），并尽早召开主要排放国峰会。他还承诺，

美国将在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2015 年，印度和美国在巴黎协定制定前夕密切合作，同时和

法国共同发起国际太阳能联盟（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尽

管特朗普称气候变化是个骗局，饱受气候变化折磨的印度在拜登

政府中看到希望，渴望达成绿色技术伙伴关系，以确保后新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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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供应链。

(https://theprint.in/opinion/trump-or-biden-who-is-better-for-india-

the-answer-lies-in-a-14-year-dream/498074/)

3.《共和国世界》:特朗普：中国希望拜登赢得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中经济

“脱钩”。特朗普认为美国给中国让利了数十亿美元，如果没有

这种经济关系，美国就不会损失这笔钱。他还试图将中国与他的

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联系起来。随着美国总统大选

的临近，特朗普指出中国希望拜登赢得美国大选，所以如果拜登

获任总统，中国将“掌控”美国。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us-news/trump-china-wants-

biden-to-win-us-election.html)

（三）脱钩

1.《卫报》:中美经济真的可以“脱钩”吗？

尽管有关“新冷战”的言论甚嚣尘上，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

背景实际上已与“铁幕时期”截然不同。当时的美国和苏联让竞

争蔓延至全球，将世界划分成为两个经济阵营。而现在，中国是“世

界工厂”，而美国则是世界的 “科技大本营”——中美经济其实

早已联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变成一个“中美国”（Chimerica）。

过去，人们希望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来避免政治冲突，但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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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希望也已破灭。更深的经济融合反而带来了世界经济核心崩塌

的风险。

每台苹果手机的背后都刻着这样两行字：“研发设计于美国

加州，组装于中国”——当今的世界经济秩序从中便可见一斑。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大选中承诺要结束这种状况。双方在

此情此景下作此承诺都是为了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特朗普在大选

中宣称这会“结束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拜登则试图比特朗普

表现得更为“鹰派”，他承诺在未来要开创“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双循环”的新经济战略，指出中国

要聚焦国内生产，而非依赖进口。这项战略确实表明中国会继续

打开大门。习近平曾亲自写信给外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向他们

保证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已宣布要将海南建设为超大型自

由贸易港。中国金融和保险市场逐步开放，且其开放速度外国基

金经理此前从未敢设想。另一方面，中国则一直强调要在食品、

科技等关键领域争取自给自足，防备中美冲突。

“脱钩”已经成为专门形容中美经济可能破裂的热词。最近，

特朗普也同样开始运用这种话术。听上去，“脱钩”仿佛意味着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可以一朝分离，就像两节火车脱节一样简

单，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早在 2012 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 • 奥

巴马（Barack Obama）就曾询问史蒂夫 • 乔布斯（Steve Jobs）能

否在美国生产苹果手机，被乔布斯一口否定。如今，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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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依旧存在。中国政府、地方企业和跨国公司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供应链。工厂由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

做支撑，吸引着近 3 亿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很多人的宿舍就在生

产线旁边。

与中国“脱钩”实际上是一次世界生产力的大洗牌。贸易战中，

中国的计算机和平板电脑产业受挫最为严重，其在世界供应链中

的比重下降了约 4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中国在该领域的出口仍

占到世界份额的 45%，手机出口占全世界的 54%。此外，中国的家

具、服装、家用电器出口则分别占到全世界的 34%、28% 和 42%。

鉴于就很多外国企业（和台企）已经尝试将其生产线移出中

国，不少报告表明，迅速“脱钩”的后果可能令人担忧。富士康

（Foxconn）将把一部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和印度，但 70% 的生产

力仍不得不留在中国。即使中国在快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首屈一

指，转移主要生产设备仍要耗费很长时间。此前，富士康将位于

中国的工厂转移至位于内陆的郑州就花费了几年之久。由于成本

过高，外国企业其实非常不愿响应政客号召，将工厂迁出中国。

世界需要中国的基础设施进行生产，中国也离不开外国技术。

在关键的计算机芯片领域，中国仍落后于国外领军企业数年之久，

仍旧依赖美国技术和经验。正因如此，尽管华为是中国最为成功

的科技公司，美国近日对其进行制裁，禁止其使用美国芯片，也

无异于为其宣判“死刑”。此外，此次新冠疫情中，尽管中国的

经济刺激措施都着眼长期高质量发展、聚焦创新，中国仍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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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科技高地争夺战。一位中国高级政府官员曾警告：“如果

美国持续攻击中国核心科技产业，后果不堪设想。”

金融领域同样不容乐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将人民

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还持有着最多的美元外汇储备。同时，中

国学者和官员也越来越担心中美金融战全面爆发。经济学家、中

国央行前顾问余永定曾警告称，中国仍依赖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

系，一旦人民币被逐出该体系，中国的银行将面临重创。他表示，

美国甚至可以掌握中国的海外资产。类似的金融制裁可能引发双

方层层升级的报复性措施，其危险性足以将全球生产体系置于危

险之中。

对于中美迅速“脱钩”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最容易做出的推

论就是共产主义的终结——毕竟上次一个红色阵营一夕崩塌，也

发生于一个跨国生产体系瓦解之时。在此之后，俄罗斯采取“休

克疗法”，整个国家经历了艰难的去工业化和道德危机，对比之

前的工业化和平发展时期，这段经历就更为惨痛。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曾险些实施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

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一度做好了实施该政策的准备。然而，

逐步推行的改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中美关系

破裂也仍有可能避免。从新冠疫情到气候剧变，全球性挑战持续

升级，中美合作势在必行。美国大选之后，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

济中心，仍可能就两国关系重新开启谨慎协商，开启新的机会之窗。

对分歧双方来说，制定可行的和解战略是一项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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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sep/11/us-china-

global-economy-donald-trump)

2.《华尔街日报》:疫情之下的脱钩？

当一种未知的肺炎才刚刚在中国局部蔓延，中国政府暂停了

所有经济活动来阻止疫情传播，特朗普及其团队就开始不遗余力

地确保中国政府撑不过此次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打击。如果中国

经济真的因为疫情一蹶不振，美国就放弃在中美贸易战中让步，

暂停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想法。对美国经济来说，这无疑是个

好消息。

然而，面对致死的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封城和其他

一系列措施，不仅挽救中国于一次健康危机，更狠狠打击了唱衰

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调——2020 年第 2 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

到 3.2%。

当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都被新冠疫情重创，中国却能够凭借

优异的疫情防控表现避免经济崩溃，重拾有力的经济增长。与此

同时，尽管特朗普一直吹嘘他对疫情的处理远超其他国家，美国

却仍深陷在新冠疫情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在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已

经恢复到疫情前的乐观状况，并且预测中国将会是 2020 年唯一维

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在 2021 年，中国还会以 8.2% 的经济

增长率领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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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一篇文

章同样赞扬了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反应迅速，因此经济才

能够迅速复苏。来自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霍米 • 卡拉斯（Homi Kharas）等经济学家也预测中

国经济会赶超美国。

必和必拓公司（BHP）是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其首席执行

官马克 • 亨利（Mark Henry）预测世界经济会急剧下滑，但他表

示中国经济将会经历一个坚实的“V 型复苏”，成为世界经济中

的一道亮色。他会作此预测是由于中国基础设施发展迅猛，并且

即使在疫情中，政府也能注入价值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铁矿

进口，让其价格增长至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前景越来越明朗，这也让特朗普越发顽

固，推进美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脱钩”。大选当前，

特朗普急于连任，因此，他开始对中国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为了在未来 4 年继续执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特

朗普需要大量选民的支持，需要他们相信自己所渲染的“中国威

胁”。然而，特朗普玩闹般的抗疫措施正使得大量美国人感染病毒、

遭受病痛，使得美国经济被推至崩溃边缘，百万人口失业、大量

企业艰难求生，美国人对此完全不买账。因此，特朗普推行“脱钩”

政策可能困难重重。

同时，中美经济高度融合，完全“脱钩”道阻且长。此外，

中国和东盟、欧洲的贸易合作也不断扩大。7 月，中国与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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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边贸易分别增长了 6.6% 和 1%。因此，特朗普所寻求的没有

中国踪影的世界经济前途渺茫。一旦特朗普让中美经济“脱钩”，

这些国家的贸易利益必会遭受额外重创。

围困之中的特朗普却无比坚信，与中国进行对抗，他就能挽

回在美国日渐下滑的支持率，中美“脱钩”就能让他成功连任。

为了与中国“脱钩”，特朗普将经济置于风险而不顾，同时逼迫

其盟友“站队”美国，这种政治枪口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20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缩水至原先的 32.9%，根本无力

承受与更小的贸易伙伴“脱钩”的高昂代价，更别说中国。尽管

特朗普不断加征关税、实施制裁，中国仍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因此，双方经济的相互交融会帮助维持一种“剪不断，理还乱”

的中美关系。

(https://tribune.com.pk/story/2263353/wall-street-journal-decoupling-

amid-the-pandemic) 

二、全球顶级智库

（一）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

俄媒体对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报道

2020 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及民主党全国代表

大会（DNC）进行之时，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RT）及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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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 News）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总体看来，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相比，今日俄罗斯在报道中采用

了更多平铺直叙，力求为民主党成员、前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其

所在民主党描绘出“不可信赖”的形象，内容生动，更具煽动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涉及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两党党员

进行了批判，但更多笔力用在了刻画拜登的负面形象。今日俄罗

斯在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将拜登刻画得及其负面。“精

妙的文笔、卓越的口才不足以成就一位好总统。最终，民主党人

选出的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不停兜售着过去的陈词滥调，

崭新承诺的包装下仍藏匿着陈旧的谎言。”今日俄罗斯评论版的

一篇文章便以此开头。另一篇文章则将拜登塑造成了一个毫无爱

国之心的伪君子。文章指出，他“宣称‘种族主义正在玷污美国

的民族性格’短短几分钟之后就能大言不惭地说出‘美国是个伟

大的国家。’这种自相矛盾的话。”此外，今日俄罗斯也一如既

往地在报道中批判了美国媒体，指责其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报道带有偏见。例如，在其《民主党将特朗普支持率提升 4 个百

分点，美国媒体却评论全国代表大会带来的反弹“并非重点”》

（As Democrats deliver 4-point poll boost to TRUMP, media spin says 

convention bounce ‘not the point）一文中，今日俄罗斯批评美国媒

体仅突出了特朗普升高的支持率，而“弱化”了共和党全国代表

大会的正面作用。文中写道：“在民主党人举行了线上机会遇挫

之际，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正在节节攀升”，仿佛在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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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混乱时，特朗普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势头不减。在另一篇文章中，

今日俄罗斯宣称，美国广播公司（CNN）等美国媒体不愿意承认共

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特朗普正在变得越来越‘普京化’，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宣称要‘再干 12 年’让对手疯掉，事

实上，他的对手确实是被他逼疯了。”这一评论让特朗普在共和

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其支持者讲的一句玩笑话更添幽默色彩，给

人一种“一声令下，自由记者和活动家顿时打成一片”的感觉。

同时，文章还批评拜登只是一个有着激进自由主义观点的“花瓶”

而已。同时，拜登也因其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感言而饱受批评，

文章称他缺乏严肃的政治主张，只会拾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016 年总统竞选时的牙慧。今日俄罗斯

也偶尔批判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但此种报道的批评力度往往被

支持性的情绪削弱。例如，在《“听我吼！”小特朗普女友金伯利 •

吉尔福伊尔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超大音量演讲抢尽风头（附

视频）》（‘Hear me roar!’ Trump Jr’s girlfriend Kimberly Guilfoyle 

steals show at RNC with high-volume speech (VIDEO)）一文里，今

日俄罗斯调侃小特朗普女友、女主播金伯利•吉尔福伊尔（Kimberly 

Guilfoyle）的爆炸性演讲，仍仅仅是为了批判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突出“上周进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全程死气沉沉，其活力还

不及吉尔福伊尔的十分之一。”

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都是俄罗斯官方的政治喉

舌，因此，它们会故意利用标题和话术来帮助俄罗斯政府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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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目的。在对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中，今日俄罗斯的

口径更具攻击性，也使其在美国 2020 大选中的偏好和立场更为明

显。

(https://www.fpri.org/research/fie2020/)

（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1. 新冠疫情应对情况更新 :9 月 4 日至 9月 11 日

本文为 9 月 4 日（周五）起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对美军军事调动和新冠疫情主要进展记录的每周综述，

主要涉及美军在抗击新冠疫情中采取的行动以及新冠病毒对军队

的影响。军中新增感染病例本周持续稳定下降。自上周五起，最

近 7 天共新增感染 339 例，平均每日新增感染人数下降 9%。截至

9月 11 日（本周五），死亡人数增至 2人。

9月5日：美国多个地理作战司令部捐赠了数百万美元的物资，

包括野战医院、个人防护装备和医疗装备，以援助伙伴国家抗疫。

9月8日：在位于吉布提（Djibouti）的莱蒙尼尔军事基地（Camp 

Lemonnier）因新冠疫情关闭6个月后，美国军方重新开放了其“生

活质量”设施（quality of life）。尽管此处有少数承包商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军方尚未报告任何军中感染病例。

9月9日：美国国防部采办主管艾伦 •洛德（Ellen Lord）表示，

国防部将需要200亿美元用于补偿国防公司因疫情而损失的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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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此前提出的 110 亿美元。然而，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的疫情

补充议案中，均不涉及给国防部的拨款。

9 月 9 日：鉴于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减少，美国军方放松了限

制措施，包括国防部下属院校复学和对驻扎东京和冲绳的人员放

开限制。

9 月 9 日：根据《军事时报》（Military Times）最近的一项

民意调查，大约一半的美国军人认为新冠病毒是其军事准备和军

事行动的重大威胁，约 48% 的人表示他们认为其指挥系统在应对

新冠疫情中并未采取恰当行动。

2. 美国国会升级对华措施

特朗普政府似乎每天在推出有关中国的新举措。从将中国企

业列入实体清单，到驱逐中国记者，再到因中国政府通过严格的

港版《国安法》而对香港进行制裁，这些措施都是对中美关系的

某些方面扩大限制，以不同的方式针对中国。位于宾夕法尼亚大

道（Pennsylvania Avenue）另一端的美国国会同样升级了对中国的

措施。当前的美国国会是第116届，他们所采取的举措非常直接，

使其对华态度比历届前任都更为直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

国会一直在制定对华政策上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国会有关中国

的工作和活动却在最近两年急剧增加。想要了解这一点，最直接

的办法就是通过国会官网（Congress.gov）的数据库，查看国会的

涉华立法记录。国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记录数量惊人：自 2019 年

1月第 116 届国会成立，至少有 366 条法案的内容与中国有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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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还不包括75条不具约束力的涉华法案，此处不做系统分析）。

大多数法案只涉及一个问题，但可能涉及到与中国有关的方方面

面。受关注最多的无疑是有关贸易、商业和投资的法案，但此项

法案涉及方面过多，包括供应链安全、国防和国家安全、人权与

民主、新冠病毒以及移民问题。

三、顶尖学者 /政治家

陆克文 :习近平领导下，一个更加坚定自信的中国

“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更加坚定自信的中国。”当谈及习

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变化，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

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院长陆克文（Kevin Rudd）如

是说道。正因了解这一点，在战略竞争已经取代双赢合作在东西

方民主国家的首都成为热词的今天，陆克文也并未对中国的社会

共识转变之快感到惊讶。

他表示：“中国自身的变化历程一直是社会共识转变的主要

动力”，除此之外，还有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中国的新

任领导人已经决定要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坚定维护中国的利益和价

值，此外，中国国力的增强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作为备受推崇的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观察者和分析人

士，陆克文与《世界和平报》（WPR）总编辑葛伦斯坦（Judah 

Grunstein）进行了谈话，讨论了有关中国对西方构成的挑战、习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0 年第 1 期

18

近平主政所带来的表面和潜在影响，以及中国崛起和美国全球领

导作用的未来前景等问题。

尽管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增长，陆克文警告说，当前的美国政

府正抱有他所说的“过度悲观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

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如今的美国在这三个方面都比

中国强大。”

谈及中美对抗的发展，他表示，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11 月

“美国会选出怎样一位国家领导人、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最

重要的是，“美国人不应该说自己已经失去未来的全球领导地位。”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trend-lines/29049/kevin-rudd-on-

xi-china-and-u-s-global-leadership)

本期稿件由张冕筠、董杭、张昀、谭茜莹、李洁心、严格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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