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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意愿”模式视角下全球经贸治理的
美欧经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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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ꎬ全球治理遭遇严峻挑战ꎬ而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国或国家集团仍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

力量ꎮ 以“领导力—意愿”模式为理论视角ꎬ通过反思、比较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经验ꎬ发现“领导力”与“意愿”
之间的不适配ꎬ直接影响到全球经贸治理进程的持续度和有效性ꎮ 化解全球经贸治理失灵ꎬ应探索国家间协同

治理的新形式ꎬ共同应对权力流散与治理碎片化时期的新挑战ꎮ
〔关键词〕领导力—意愿ꎻ美国ꎻ欧盟ꎻ全球经贸治理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２. ０６. ０１３

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终结以来ꎬ依照权力的投射及对全球治

理的形塑能力ꎬ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尤其是霸

权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仍较为深远ꎮ 不论霸权

国是否(愿意)承担全球治理领导者角色ꎬ抑或

反过来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 “ 麻烦制造

者”———全球治理领域的霸权国ꎬ以及国际体系

中的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角色定位问题ꎬ总能

引发广泛讨论和密切关注ꎮ 例如ꎬ当全球治理遭

遇“美国例外论” (强调美国在所谓全球道义上

具有优越性和特殊性)ꎬ必然引起激烈争议ꎮ〔１〕那

么ꎬ尽管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十分复杂ꎬ然而发

端于西方全球化时代话语体系的全球治理ꎬ或许

亦难以规避“美欧中心”ꎮ 于是ꎬ我们不禁要问:
当下全球治理失灵窘况频发ꎬ可在多大程度上归

咎于美欧发达国家? 更具体地ꎬ美欧参与全球治

理的主要动机何在? 其中是否存在某些可供追

踪的逻辑线索或规律性认识?
可能由于全球治理失灵的多数表象都直接

或间接与经济因素相关ꎬ因而从市场失灵化解、
交易成本考量、经济机制设计、公共产品供需均

衡等角度来寻求走出全球治理困境的方案ꎬ是较

为典型的一类经济学分析ꎮ〔２〕 同时ꎬ全球治理进

程中的大国参与及其影响仍旧举足轻重ꎬ尤其是

对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评估ꎬ总能引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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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持续讨论或关注ꎮ 例如ꎬ思考美国全球治理

战略的转向ꎬ将其归因于世界格局变革与全球治

理体系多极化、全球发展不平衡与民粹主义的兴

起、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突出、全球

治理体系的滞后等“客观”因素ꎻ或从霸权战略

考量、大国经济外交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奥
巴马政府就全球治理改革提出的“接触政策”、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逆权力转移等角度来探

寻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观”动因ꎮ〔３〕

至于欧盟(ＥＵ)ꎬ不论出于其经济利益诉求ꎬ
还是为成员国谋求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降低适应

与信息成本的需要ꎬ它都有着塑造全球公共政策

的强烈动机———毕竟ꎬ全球治理模式也会因为诸

如民主、人权、法律等所谓规范基础而打下某种

欧洲烙印ꎮ〔４〕于是ꎬ欧盟在全球治理领域长期坚

持多边主义立场ꎬ致力于加强“有效多边主义”ꎬ
并支持现行国际制度及有约束力的法律协定ꎬ以
反映欧盟的价值诉求ꎬ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始终具

有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强烈意愿ꎻ同
时ꎬ欧盟在有关全球治理的主要多边制度互动方

面显然也存在一些问题ꎬ如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

主义之间的潜在冲突ꎬ以及欧盟的全球治理方案

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ꎬ再加上多极化世界中“大
国政治的回归”ꎬ也会构成对欧盟多边主义的新

挑战ꎮ〔５〕进而ꎬ探讨欧盟的全球治理实践路径ꎬ一
般离不开两大层面的分类思考:整体层面ꎬ欧盟

有着维护当前国际秩序、调整国际代表权、提供

国际公共产品、主导全球公益等考虑ꎬ并希望以

治理为由推广欧盟式民主ꎬ而且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以后愈发偏向实用主义ꎬ故尤其关注它在诸

如气候变化、全球贸易、卫生治理等具体议题领

域的影响力提升ꎻ〔６〕 成员国层面ꎬ则无疑倾向于

关注德国、意大利、(退欧进程开启前后的)英国

等主要欧洲大国ꎬ思考这些国家可能在何种程度

上塑造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ꎬ并影响整个

全球治理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ꎮ〔７〕

从案例比较和研究设计角度而言ꎬ不论强调

差异、分歧ꎬ还是突出利益交汇ꎬ或比较美欧的治

理模式与战略选择ꎬ分析美欧的全球治理观或战

略行动逻辑ꎬ无疑都兼具了理论和现实意义ꎮ〔８〕

事实上ꎬ２１ 世纪初以来学界、政界、媒体、公众对

全球治理失灵存在普遍焦虑:一方面倘若我们就

此而追本溯源ꎬ(全球治理失灵)则可能与全球

化时代以来的某些历史残留相关ꎬ即全球化、资
本主义、人类社会 /国家间征伐可能存在或

明或暗的逻辑关联ꎻ另一方面ꎬ“退向未来”式的

命运也可能正在上演ꎬ“当四大天启骑士———气

候变化、饥荒、迁移以及疾病相继发生时ꎬ它们就

会互相作用ꎬ从而释放第五大天启骑士:国家的

崩溃ꎮ” 〔９〕鉴于此ꎬ不妨将美国和欧盟作为比较案

例分析对象ꎬ探寻美欧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

逻辑根源ꎬ并从动态演进中尽可能总结规律性认

识ꎬ从而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寻

求全球治理善治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启迪ꎮ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假定

所谓“领导力”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ꎬ〔１０〕 是管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 (包括世界政

治)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常见的一个词汇ꎮ 一般而

言ꎬ“领导力”泛指某领导者(Ｌｅａｄｅｒ)掌控着物质

与人力资源ꎬ且更为关键的是该领导者还能得到

不少追随者的支持ꎮ〔１１〕 迁移应用到全球治理领

域ꎬ“领导力” 既包含物质激励ꎬ又往往与某种

“软权力”的施展息息相关ꎬ即通过共有观念和

议程设置ꎬ从而非强制地让其他行为体“想领导

者之所想”ꎮ〔１２〕 显然ꎬ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的“领导力”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呈现ꎬ如
联合国安理会(ＵＮＳＣ)式全球治理结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管理职位、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中的贸易政策立场ꎬ等等ꎮ 换言之ꎬ“领
导力”的辐射范围较为宽广ꎬ可能彼此具有相当

不同的内容与制度化安排ꎮ 同时ꎬ鉴于 “领导

力”离不开“他者”尤其(潜在)追随者的支持ꎬ因
而这里事实上隐含着一个逻辑假定或必要前提:
领导者须为追随者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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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ｄｓ)和服务ꎬ从而赢得、获取(现实 /潜在)追随

者的支持ꎬ这种“供求”关系互动过程ꎬ亦即领导

者“领导力”的外化ꎮ〔１３〕换言之ꎬ不论是传统大国

还是新兴大国ꎬ所谓“领导力”的彰显或表现ꎬ都
离不开外界(潜在追随者)对该大国行为体领导

者身份的认同ꎬ以及对其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立

场的支持ꎮ〔１４〕 例如ꎬ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领
导力”ꎬ包含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某些共有观念

和利益诉求ꎬ可能以某种看似合理并顺应追随者

“民意”的贸易(自由化 ｖｓ. 保护主义)、投资、援
助等政策形式表现出来ꎬ从而使得国际关系与世

界经济按照领导者所大致设想的方向发展ꎻ〔１５〕

全球安全治理进程中的“领导力”ꎬ似乎也与霸

权或单边行为之间存在微妙差别———“领导力”
不仅需要以可信的方式(如通过地区权力分配)
来确保安全利益实现ꎬ而且还应当尽可能以某种

非强制的手段来构筑政治联合或联盟ꎮ
从领导者的立场来考虑ꎬ如果说较强的综合

实力、国家能力ꎬ以及一定的持续的外界(潜在追

随者)支持ꎬ是“领导力”得以生成的相对客观条

件ꎮ〔１６〕那么ꎬ是否具有主动充当领导者角色的

“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ꎬ并为化解全球公共问题、推
动全球治理进程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ꎬ则无疑

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主观要素ꎮ 这里ꎬ“意愿”一

词常见于决策研究ꎮ 例如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

行为主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理论、人文地理

学中的环境或然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ꎬ
都较为关注“意愿”问题ꎮ 其中ꎬ决策者或曰行

为主体的“意愿”ꎬ往往会外化为有意或无意的

得失计算ꎮ 可见ꎬ“意愿” 与行为体的心理、认
知、角色等要素紧密相关ꎬ并对(外界)信息进行

处理ꎮ 以传统安全为例ꎬ在战争频仍的帝国主义

时代国际政治中ꎬ甚或现当代的族群冲突、代理

人战争高发区ꎬ执政者和政府(“意愿”)一旦热

衷于武力或对外征伐ꎬ则(同时) 相对弱化 /减
少 /消除了其他可供替代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非暴力

的政治选项ꎮ〔１７〕反而观之ꎬ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

实践中的领导者(未必专指霸权国)之所以有提

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国际合作、共享

国际社会福祉的“意愿”ꎬ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

信念———国际关系(与全球公共事务)虽存在不

确定性ꎬ但潜在的追随者不仅将尽量避免破坏领

导者的利益ꎬ而且还会尽可能谋求与领导者战略

诉求之间的“利益共容”ꎮ〔１８〕 可见ꎬ“领导力”的

彰显与(领导者)“意愿”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

联ꎬ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值得深入研究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现有研究不乏以“领导力”

(抑或“领导权”)为切入点来分析全球治理问题

的佳作ꎬ〔１９〕但如果忽略了“意愿”这一(相对)主
观要素ꎬ则所作分析无疑是不够完整的ꎬ甚或可

能将“领导力”视作外生给定的变量ꎬ进而可能

导致“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力彰显”成了一个

带有“一厢情愿”色彩的疑问ꎮ 回顾国际关系理

论发展史ꎬ不难发现将类似物质(权力)与意识

(观念)因素相融合的分析尝试并非鲜见ꎬ至少

在现实建构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或建构

现实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Ｒｅａｌｉｓｍ)的研究纲领中

多有涉及ꎬ其主要差异在于对“社会事实的权力

建构”与“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的逻辑论证或

认知偏好上ꎮ〔２０〕然而ꎬ不论现实建构主义还是建

构现实主义ꎬ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理念或可供操作

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ꎬ未免都过于“宏大”ꎬ而不

利于研究议程细化并选用于具体的议题讨论ꎮ
同时ꎬ就全球治理理论的一般构成要素而言ꎬ至
少应包含公民社会组织联合(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与政府

的协同发展(以助推议程设置和政策的优化)、
自主和自适应的国际制度变迁、(围绕共同目标

和规范的)多元与多样行为体或施动者参与、影
响国家偏好的必要干预机制生成、大国的核心利

益考量ꎬ等等ꎮ〔２１〕 鉴于此ꎬ不妨以“领导力—意

愿”互动关系模式作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ꎬ比
较分析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世界参

与全球经贸治理的行动根源ꎬ既观照其逻辑嬗变

的明显差异ꎬ又尽可能找寻某种通则ꎬ总结提炼

可能的规律认识ꎮ
因此ꎬ结合已有研究及相关概念界定ꎬ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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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假定美欧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领导力—意

愿”复杂互动的实践进程〔２２〕(见图 １):

图 １　 “领导力—意愿”模式

首先ꎬ当给定某个全球治理议题(如经贸)
时ꎬ如果此时行为体“领导力”的彰显不足以确

保其参与全球治理甚或承担起该议题领域的领

导者责任ꎬ则至少应考虑糅合了该行为体内外反

馈的“意愿”要素ꎻ其次ꎬ倘若“领导力”与“意愿”
都呈上升态势ꎬ则该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持续

性、他者的期待值都将同步发展ꎬ此时全球治理

或有望取得新进展ꎬ反之如“领导力”与“意愿”
都弱化ꎬ则显然该行为体的全球治理参与亦相应

停滞甚或倒退ꎻ最后ꎬ一旦“领导力”与“意愿”之
间不适配ꎬ如“(强)领导力 ＋ (弱)意愿”(“无心

领导”)和“(强)意愿 ＋ (弱)领导力” (“有心无

力”)模式ꎬ都可能不利于该行为体的全球治理

(持续 /有效)参与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当选取不同的参考系ꎬ对“领

导力”或“意愿”的认知分歧也可能同步显现ꎮ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ꎬ就某个确定的全球治理议题

(可视作外生给定客观条件)而言ꎬ不论某大国

甚或霸权国的综合实力强大到何种程度ꎬ其“领
导力”总有边界ꎬ全球治理本身亦存在极限( ｌｉｍ￣
ｉｔｓ)或曰“治理盲区”ꎬ即历史、当下、可见将来始

终难以化解的“顽疾”ꎮ 例如ꎬ全球治理架构的

碎片化、择地行诉(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公私关系杂

糅等乱象并不鲜见ꎬ而跨政府网络中的全球特殊

利益渗透、发展不平衡、族群冲突与战乱ꎬ也给全

球经济增长和环境决策等带来了严重冲击ꎬ因此

全球治理从来都不会是一个持续连贯的过

程ꎮ〔２３〕鉴于此ꎬ下文案例讨论以全球经贸治理为

议题导向ꎬ比较分析美国、欧盟在全球经贸议题

领域的治理逻辑ꎮ

三、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经验比较分析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 ＩＰＥ)的理论与实践中ꎬ
全球经济治理(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和

全球贸易治理(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难以

绕开的两大核心议题ꎬ且从话语传播习惯来看ꎬ
尽管侧重点不尽相同ꎬ然而有关前者的学术讨论

与政论分析似常包含后者ꎮ 事实上ꎬ主要问题不

在乎概念差异ꎬ而诚如本文开篇所言ꎬ较为迫切

的现实焦虑是ꎬ不论全球经济治理还是全球贸易

治理ꎬ从治理需求来看其实都说明了基于贸易与

投资自由化的经济与金融一体化ꎬ其发展广度和

深度却并不能确保所有人获益ꎮ 甚至ꎬ这种经济

或贸易困境ꎬ反倒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

义抬头ꎬ或(因贸易冲突)催生军事同盟ꎬ进而使

国际秩序动荡ꎬ陷入危机ꎮ〔２４〕 在此背景下ꎬ联合

国( Ｕ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

(ＷＢ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机构ꎬ以及作为

地区组织的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ＮＡＴＯ)ꎬ
事实上都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ꎻ同时ꎬ许多国

家的内部治理ꎬ也因为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

义、反建制主义等思潮的兴起而使其政治秩序稳

定遭遇极大挑战ꎮ〔２５〕可见ꎬ反思全球经贸治理的

美欧经验ꎬ具有较为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一)全球经贸治理的美国“领导力—意愿”
美国“领导力”的全面彰显ꎬ几乎成了二战

结束以来关乎“美国梦”历史记忆的某种再演

绎ꎮ 及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这种美

国“领导力”亦伴随冷战的终结而一度达到顶

峰ꎬ有人甚至将“领导力”作为预设前提ꎬ开始从

构建新的大战略、适应新的根本战略转移、建立

新的战略评估指标等方面展望未来ꎬ认为美国领

导者“务必在转型期迎接各类挑战”ꎮ〔２６〕于是ꎬ与
国际安全治理的路径探索相似ꎬ美国认为经济与

贸易政策的实质ꎬ仍在于确保自身(及其盟友)
的福利ꎬ进而捍卫美国业已确立的全球优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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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ꎮ 即使是在国际道义上援助贫穷的欠发达国

家ꎬ事实上也是出于国际安全治理考量———相信

安全问题(包括地区动荡和内战)与落后的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ꎬ而旷日持久的冲突或

战乱等事态本身也会导致经济的持续恶化ꎬ进而

影响地区甚或全球安全形势ꎮ〔２７〕 如此ꎬ在“冷战

终结”这一迷思的鼓噪下ꎬ无论出于事实还是想

象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美国在全球贸易领域表

现出强烈的参与甚或领导者“意愿”ꎮ 这种“意
愿”可能暗含着对美国“领导力”的极度自信甚

或神化ꎬ如此ꎬ有学者非但不担忧美国因过度“扩
张”而陷入战略透支ꎬ反而不希望它战略收缩ꎬ认
为这可能会造成“领导缺失”等不利局面ꎬ进而

导致(新的)全球失序ꎮ〔２８〕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 年间ꎬ即从冷战终结到“９１１”
事件爆发之前ꎬ由于物质力量上的支配地位ꎬ加
上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竞争者ꎬ似乎造就了美国

“单极时刻”的来临ꎮ 在此时期及随后的发展阶

段ꎬ有关美国“领导力”的想象或战略谋划ꎬ至少

包含这些要素:一是优势地位( 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ꎬ
即追求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以进行防卫或阻止威

胁ꎬ并在(超越西方世界地理范围的)全球主要

区域谋求主导地位ꎻ二是保障(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即
希望美国扮演安全供给和担保人角色ꎬ以确保经

济增长和(全球)公共秩序稳定ꎬ同时对盟友进

行必要的控制ꎬ以防盟友疏离ꎬ甚或走向对立面

而成为(美国的)竞争者ꎻ三是一体化或整合(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即为美国资本的渗透创造条件ꎬ这似

乎在世界经济中给了竞争者一定的参与机会(如
股权)ꎬ但事实上资本运转的前提仍然是布雷顿

森林体系和华盛顿共识ꎬ以确保美国的经济特

权 /优势———这部分可以解释美国虽然在自由贸

易和保护主义之间摇摆ꎬ但对开放市场和投资机

会却格外珍视ꎮ〔２９〕于是ꎬ克林顿政府宣称需要用

“扩展” (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来替代 “遏制” (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ｍｅｎｔ)ꎬ以寻求美国战略转型ꎬ并重新聚焦所谓地

缘经济 (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和民主振兴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ꎬ在这种主动“意愿”推动下ꎬ«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于 １９９４ 年正式生效并进

一步强化ꎮ〔３０〕 可以想见ꎬ处于风云变幻的 ２０ 世

纪末 ２１ 世纪初ꎬ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之

间的美国政治ꎬ乃至全球经济贸易动向ꎬ都与冷

战终结这一“胜利”喧嚣存在着或明或暗的逻辑

关联ꎮ 换言之ꎬ一方面ꎬ新的世界秩序(直至如

今)始终处于转型期ꎬ充满不确定性ꎻ另一方面ꎬ
从美国与西方世界的政界、媒体、公众的认知偏

好来看ꎬ美国“领导力”的彰显一度达到巅峰期ꎬ
或可视作某种毋庸置疑的常量ꎬ成为彼时讨论美

国事务甚或国际问题的逻辑起点ꎮ 于是ꎬ所谓

“克林顿经济学” (Ｃｌｉｎｔｏｎｏｍｉｃｓ)应运而生ꎬ即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到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的克林顿政府时期ꎬ
美国经济强势推进ꎬ年均增长率约为 ４％ ꎬ并谋

求主动降低贸易壁垒ꎬ认为自由贸易能够帮助美

国扩大出口、增长经济ꎬ并可能因此带动 /刺激其

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变革ꎮ〔３１〕 在此背景下ꎬ克林

顿政府时期共签署了约 ３００ 个国际贸易协定ꎬ其
降低关税等贸易政策极大减少了消费者成本ꎬ使
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水平ꎬ并技术性地应对了世

界史上长期存在的重税难题ꎮ 尽管争议始终存

在ꎬ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贸易政策初见成效ꎬ也
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盟友层面)收
获了较多积极反馈ꎬ一些支持者因此认为克林顿

政府的贸易政策使美国在 ２０ 世纪末走向了一个

新的繁荣期ꎮ〔３２〕

如果说克林顿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后冷战时

代美国“领导力”跃升之“天时”ꎬ并顺应时势地

展现出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较强“意愿”ꎬ那么

２００１ 年尤其是“９１１”事件发生后ꎬ美国的贸易

政策调整自然也成了既引发全球关注ꎬ又值得从

全球治理“领导力”和“意愿”等因素来反思的一

个话题ꎮ 在贸易政策方面ꎬ小布什政府起初的表

现与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并无二致ꎬ即与广义

上的外交政策目标相联ꎬ支持多边贸易体系ꎬ旨
在减少贸易壁垒ꎬ并尽可能与其他国家达成(有
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ꎮ “９１１”事件后不久ꎬ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时任美国商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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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佐利克(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随即在«华盛

顿邮报»(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撰文提出“贸易反恐”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ｅ)ꎬ即认为“美国的

贸易领导力可以为所有珍爱全方位自由的国家

构筑起某种联合ꎮ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民主ꎬ
极其依赖国际经济以克服贫困并创造机会ꎬ因之

开放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美

国需要以一种新的目标和持续的决心来激发全

球领导力ꎬ小布什政府迎来了机遇ꎬ可以通过提

升美国经济领导力来塑造历史恐怖分子有

意破坏世贸大楼ꎬ却不能也无法撼动世界贸易和

自由的根基ꎮ” 〔３３〕 然而ꎬ以反恐战争(甚至扩大

化)作为美国捍卫本土安全和海外利益的主要手

段ꎬ小布什政府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色彩却相对

弱化了ꎬ即建立在对美国超强实力和“单极世

界”构想的极端自信基础上ꎬ美国参与全球经贸

治理的“意愿”亦相对弱化ꎮ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

批评的ꎬ“(小布什)认为自己为新的全球善恶冲

突带来了‘坚定的决心、清晰的蓝图和深深的信

仰’新保守主义者的摩尼教主义与布什总统

新发现的灾难性的决绝倾向的混 合ꎬ 导 致

‘９１１’事件后形成的全球与美国的团结从其历

史峰值跌落到谷底ꎮ” 〔３４〕 可以想象ꎬ在小布什政

府第二任期末尾爆发大萧条与金融危机并非偶

然ꎮ
２００８ 年ꎬ奥巴马胜选美国总统ꎬ在全球贸易

领域使美国尽快走出危机成了其首要任务ꎬ以提

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ꎮ 例如ꎬ通过渐进的计

划和中长期金融重建政策来推动美国经济复苏ꎬ
同时主张将全球治理改革和宏观经济发展相协

调ꎬ并探索绿色经济转型ꎮ 然而ꎬ金融危机“后遗

症”引发的经济收缩ꎬ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在一

般意义上对衰退周期的认知ꎬ因之复苏较为缓

慢ꎬ且始终伴随着高失业率ꎮ〔３５〕 在奥巴马任期

内ꎬ国际贸易政策或许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为数不

多能达成较一致看法的领域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ＴＰＰ)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

定(ＴＴＩＰ)应运而生ꎬ以构筑所谓“新的全球经

济”ꎮ〔３６〕然而ꎬ相比小布什政府时期ꎬ一方面由于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意
愿”强化ꎬ其美好设想自然是美国既能够持续且

有效地塑造全球经济体系ꎬ又能提振美国国内经

济ꎻ另一方面ꎬ美国“领导力”在经历了小布什政

府时期“灾难性的领导”之后ꎬ理论上其复苏本

身可能需要较长周期ꎬ以修复“恐惧的政治”带

来的物质与精神创伤ꎮ〔３７〕 更令其焦虑的是ꎬ２００８
年以降美国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ꎬ即收入

增长缓慢ꎬ利率升高ꎬ老龄人口增加进而造成医

疗成本高于预期ꎬ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成

本远超预期———债务攀升会触发全球对美国的

疑问ꎬ削弱美国的“领导力”ꎬ让美国更加受制于

市场的反复无常ꎬ降低原本就不高的经济增长速

度ꎬ限制美国的灵活性和韧性ꎬ甚至加速美元作

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消亡ꎮ〔３８〕 在此背景下ꎬ特朗普

当选美国总统ꎬ开始提出并再三强调所谓“美国

优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ꎬ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

义ꎬ在贸易领域主打“全球收缩”的保护政策ꎬ且
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意愿”大幅减弱ꎬ这些战

略意图与行动逻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ꎮ〔３９〕

需要指出的是ꎬ美国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在特朗

普总统带领下ꎬ持续 /威胁“退出”全球经贸治理

的多边机制ꎬ并在诸如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等核

心议题上频频发难、挑起贸易争端、激化贸易摩

擦ꎬ通过加征进口关税、加强投资审查、促使制造

业回流等手段ꎬ在贸易政策领域大肆推行单边主

义ꎬ导致逆全球化进程加剧ꎮ〔４０〕 或许出于惯性思

维ꎬ贸易议题成了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最为自负的

国际谈判领域之一ꎬ他不断在一些方面制造难

题:(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 ＷＴＯ
(进一步)边缘化(如废除争端解决机制)、(质
疑) “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互惠” (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等ꎮ 显然ꎬ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ꎬ已然在全球

经贸治理等诸多关键议题领域卸下“领导力”包
袱ꎬ并可能由于新冠疫情蔓延之历史转折点而走

上不归路ꎮ〔４１〕２０２２ 年ꎬ全球疫情仍在蔓延ꎬ拜登

上台后ꎬ如何解决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经贸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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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遗留”问题ꎬ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ꎬ
成了此时美国政府内政外交的首要目标ꎮ

(二)全球经贸治理的欧盟“领导力—意愿”
历史的耐人寻味ꎬ往往在于某个时间节点上

若干重要事件的重合ꎮ １９９２ 年ꎬ欧洲共同体 １２
国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为满足共同体内部的资

本流通、实现统一市场、协调经济政策、建立政治

联盟等需求ꎬ正式签订«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

约»和«政治联盟条约»ꎬ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ꎬ为欧盟的诞生奠定了根

基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
式生效ꎬ标志着欧盟正式成立ꎮ 应当承认ꎬ从欧

共体到欧盟ꎬ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带有浓郁

的经贸色彩ꎬ由此欧盟与全球经贸治理之间有着

天然甚或必然的紧密逻辑关联ꎮ 换言之ꎬ从欧洲

一体化起源至今ꎬ一个联合的欧洲何以在经济社

会发展上起到某种正向的、积极的示范作用ꎬ不
仅关乎欧共体 /欧盟的向心力ꎬ而且也为国际社

会所广泛关注ꎮ
全球经贸治理的中心任务ꎬ无疑是确保可持

续发展ꎬ包括完善经济、社会和环境治理ꎮ 然而ꎬ
从广义上看ꎬ诚如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胶着甚

或恶化ꎬ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全
球经济不平衡、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此伏

彼起ꎬ均为全球经贸治理失灵的现实表现ꎮ 这些

全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ꎬ且尤其需要依靠某种现

代化的议程及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重要变革来

解决ꎮ 从参与主体来看ꎬ单一民族国家几乎难以

应对全球问题ꎬ而显然需要新的有影响力的行为

体ꎬ如一些国家群体和有代表性的公民社会组织

的广泛参与ꎮ 欧洲一体化的初衷ꎬ旨在通过成员

国共同维系某种经济独立ꎬ从而为欧洲公民提供

社会福利ꎮ 回顾欧共体 /欧盟发展史ꎬ不难发现

其几乎“理所当然”为国际经济关系树立了某种

独立于地缘政治和安全之外的基础框架或曰样

板ꎮ 事实上ꎬ经济与地缘(政治 /安全)因素之间

难免相互渗透ꎬ冷战期间尤其如此ꎮ “西方”国

家经济联合 /一体化的外部动因ꎬ既离不开美国

力量之外部扶持ꎬ又与对苏联这一共同安全威胁

的恐惧紧密相关ꎮ 如何实现跨国贸易互动的繁

荣并维系持久和平ꎬ是欧盟创设的一大初衷ꎮ 甚

至ꎬ即使冷战终结ꎬ美国与欧洲似乎仍坚信西方

“自由”思想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对全球体系具

有深远影响ꎮ〔４２〕鉴于此ꎬ欧盟在全球治理的各领

域中几乎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领导者ꎬ且在所

有关乎全球贸易安排的谈判中也扮演着主要角

色ꎮ 同时ꎬ欧盟也是两种主要全球货币(英镑和

欧元)的发行者、国际金融制度的利益相关者、发
展援助与环境治理领域的主要领导者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在制定全球贸易体制规则的

进程中ꎬ欧盟的地位仍是举足轻重ꎬ几乎与美国

并驾齐驱ꎬ例如在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 (与之后

ＷＴＯ)的“最惠国待遇”和反倾销政策的制定、乌
拉圭回合谈判中ꎬ美欧之间的协调引人注目ꎮ

然而ꎬ２１ 世纪伊始ꎬ欧盟在全球经贸治理中

的“领导力”开始下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等

金砖国家(ＢＲＩＣ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崛起而

让自己相形见绌ꎮ 虽然欧盟仍然是重要的贸易

集团ꎬ但却似不再能主宰世贸组织谈判议程ꎮ 此

后ꎬ欧盟与美国组建 ＴＴＩＰꎬ则明显具有搁置 ＷＴＯ
的议程设置考量ꎬ可能进一步使 ＷＴＯ 谈判“边缘

化”ꎬ同时欧盟又相信多边层次的贸易自由化水

平可能因此而深化ꎮ〔４３〕 欧盟决策的复杂程度或

许不亚于美国ꎬ且在全球贸易领域的政策效度往

往取决于其内部治理结构ꎮ 欧盟在经贸(如贸

易、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的“领导力”ꎬ甚至有

可能跌落至全球次要地位———快速的、持续的人

口和经济比重的下降ꎬ自然也会对欧盟的内部治

理和外部代表性构成严峻挑战ꎮ 换言之ꎬ尽管欧

盟始终具有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强烈“意愿”ꎬ
但据其相对弱化的经济体量来看ꎬ却越来越难以

在一些重大国际议题上施加强有力的政策影响ꎬ
例如欧盟在 ＩＭＦ 和 ＷＴＯ 中的影响力向来远不及

美国ꎬ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扮演领导者或追随

者角色ꎬ时而寻求(欧洲的) “共同发声”或成为

“沉默的”多数ꎬ甚至因国际行为缺乏一致性而

—５３１—

“领导力—意愿”模式视角下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经验比较



有可能降格为 “次要玩家” (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ｙ￣
ｅｒ)ꎮ〔４４〕就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标而言ꎬ欧盟具有

塑造全球政策效果的强烈“意愿”ꎬ并帮助其成

员国为适应全球市场而降低适应和信息成本ꎬ从
而确保欧盟整体的全球竞争力ꎮ〔４５〕 同时ꎬ欧盟希

望通过与第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来拓展其在全

球贸易领域的对外影响力ꎬ因之尽可能将其主张

的规则和政策方案嵌入贸易协定ꎬ并借助多边谈

判平台来拓展欧盟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度ꎮ
从欧盟的正式成立到其发展为世界最大的

单一市场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似乎仅在冷战后

经历了不长时间便已实现ꎮ 然而ꎬ欧盟在全球政

治中的分量愈重ꎬ其自身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或

曰“隐忧”也会被同步放大ꎮ 如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

融危机ꎬ到 ２００９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ꎬ再到 ２０１６
年开启的英国退欧进程ꎮ 尽管欧洲一体化遭遇

逆流ꎬ且其中的消极认知和错误信息皆难辞其

咎ꎬ但欧元区危机无疑是欧盟内部较为典型的一

种真实缺陷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ꎬ作为一种以经

济一体化为根基的国家间联盟或曰共同体ꎬ为成

员国的财政与金融安全服务原为其第一要务ꎬ可
经济与金融上的困局ꎬ反而成了欧盟与“欧洲的

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阻碍ꎮ 换言之ꎬ即使欧盟始

终怀抱“欧洲梦”甚或“全球梦”ꎬ具有参与甚至

引领全球经贸治理乃至整个全球治理进程的强

烈“意愿”ꎬ其“领导力”的持续下滑却悄然成为

了一个亟待面对的尴尬现实ꎮ 同时ꎬ与如上美国

案例相似ꎬ当前全球经贸治理中的一些棘手难

题ꎬ甚至亦直接系由欧盟及其成员国催生并蔓延

而来ꎮ 此外ꎬ在宽广的全球治理领域ꎬ欧盟由于

深度融入或路径依赖ꎬ其原本的利益聚集和参与

方式的基本特征也可能相应转变ꎬ这些都可能超

出了单纯商讨贸易政策制定的范畴甚或经贸治

理本身———可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欧盟利益

代表性的系统变化ꎬ即一方面需要保持对全球治

理的持续介入和深度参与ꎬ另一方面又可能不得

不为一些小众利益群体服务ꎮ〔４６〕

英国退欧闹剧发生以来ꎬ欧盟及欧洲一体化

的未来ꎬ也增添了些许不确定性ꎮ 同时ꎬ民粹主

义也在一些欧洲国家抬头ꎬ欧洲与世界政治站在

了十字路口ꎮ 为了平衡欧洲内部的离心力ꎬ欧盟

仍希望借助全球治理的“招牌”ꎬ支持区域主义

和跨国组织协作ꎬ继续培育欧盟参与全球经贸治

理的多边平台ꎮ 如果说深度参与全球经贸治理

是关系到欧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未来的重中之

重ꎬ那么如何消弭欧洲当下的分裂状态、实现治

理创新、增强欧盟的凝聚力ꎬ对欧盟及其成员国

而言无疑是当务之急ꎮ 换言之ꎬ当下欧盟参与全

球经贸治理的“意愿”ꎬ就展现欧盟“领导力”应

对欧洲 /全球经济社会危机以使全球体系免遭崩

溃厄运来看ꎬ可能并非紧迫难题ꎬ而关键是为实

现强有力的、可持续的、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来改善 /创造条件ꎻ与此同时ꎬ多边主义正遭遇发

展(极度)不平衡、关税政策投机、贸易保护主义

等多重压力的挑战ꎬ因之经济协调行动亟待推

进ꎬ欧盟亦显然理应有所作为ꎬ姑且不说在全球

经贸治理中发挥“领导力”ꎬ欧盟自身的弱点和

优势评估ꎬ及其对外代表性的碎片化等仍是不得

不应对的问题ꎮ〔４７〕

(三)小结:“领导力—意愿”模式与跨大西

洋经贸互动

结合理论假定和案例比较ꎬ“领导力”与“意
愿”之间显然呈复杂的动态互动关系ꎮ 从单一线

性因果链来看ꎬ首先需要承认“领导力”的确系

由多种因素耦合而成ꎬ在主要的构成性要素中ꎬ
除了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标志的权势外ꎬ(领导

者 /决策者) “意愿” 似应为最重要的主观因

素———因为这种“意愿”决定了权势外化为领导

力的强弱ꎮ 在权势一定(不论上升还是下降)的
情况下ꎬ“意愿”的强弱决定了“领导力”的强弱ꎻ
“意愿”越强ꎬ“领导力”(外化)理应也越强ꎬ反之

亦然ꎮ 如果说“领导力”及其外化之前的权势相

对客观、静态、不易观察ꎬ那么“意愿”无疑是一

个相对主观、动态、直观的分析变量ꎮ 鉴于此ꎬ我
们需要通过美欧关系互动来进一步分析“意愿”
如何形成和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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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储蓄和投资关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力ꎮ
然而ꎬ在全球贸易失衡背景下ꎬ特朗普时期过于

关注双边贸易赤字ꎬ无异于一种战略认知偏差ꎮ
美国贸易赤字的产生ꎬ并非单一国家(或集团)
贸易政策所致ꎬ因而仅靠美国主观“意愿”(及其

主导下的双边互动)来扭转贸易逆差的做法ꎬ可
能事与愿违ꎮ 诚然ꎬ如上案例所述ꎬ后冷战时代

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战略扩张或收缩ꎬ均意在捍

卫美国国家利益ꎬ因而特朗普现象亦可以理解为

某种“恃强凌弱”的算计ꎬ加剧了全球动荡和失

序ꎮ 反过来说ꎬ不论美国还是欧盟ꎬ战后建立起

来的国际制度或许提供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

公共产品福利ꎬ也滋养了全球化进程ꎬ但是这种

公共“红利”(尤其对美欧而言)的吸引力正在不

断下降ꎮ 于是ꎬ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的贸易政

策是其提振经济、“美国优先”战略的某种注定

反弹ꎬ其“意愿”仍是捍卫美国利益ꎬ并在有选择

性的议题领域继续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力”ꎮ
但也应看到ꎬ特朗普政府的“意愿”明显落空ꎬ即
其为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均势的政

策效果着实有限ꎬ原因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报复性的加征关税ꎬ可能只让极少数的劳工获

益ꎬ却挤占了其他产业工人的生存空间ꎬ如对进

口钢和铝的高关税ꎬ导致汽车工业和建筑业的成

本大幅攀升ꎬ这不难让人联想起 ２００２ 年小布什

政府全面提高关税的恶果(导致美国近 ２０ 万人

失业)ꎻ二是单边行动与“漫无目的”式要价ꎬ可
能进一步扰乱全球贸易格局ꎬ特朗普政府所倚仗

的高关税贸易政策ꎬ实则阻塞了发展中国家进入

西方市场的通道ꎬ从而危及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的

基础ꎻ三是策略性、临时性的贸易谈判甚或协议

本身并非目的ꎬ而即便是作为手段或工具的贸易

政策本身ꎬ也缺乏带有全局或统摄意义的经济规

划ꎬ即与中国、欧盟成员国(如德国)相比ꎬ美国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调整ꎬ其“意愿”似并非

明显指向创新研发、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ꎬ
因而缺乏可持续的战略价值ꎬ反倒还可能对医疗

投资、财政稳定和环境完整性等造成破坏ꎮ〔４８〕

就美欧关系而言ꎬ特朗普政府将欧盟(及其

成员国)视作美国贸易政策调整进程中的“绊脚

石”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逐步

拉大ꎮ 及至 ２０１７ 年ꎬ这种贸易逆差额 (高达

８５７. １９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ꎮ〔４９〕以

汽车工业为例ꎬ特朗普指责欧盟的汽车公司(如
奔驰、宝马和大众)大量雇佣美国工人ꎬ且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纽约市等大都市街头均被德

系汽车“霸占”ꎬ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因此而“失
衡”ꎮ〔５０〕另外ꎬ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之名ꎬ对中

国的钢和铝制品加征关税ꎬ挑起对华贸易摩擦ꎬ
但事实上这种“贸易冲突”也给欧盟及其成员国

带来了间接的不利影响———因为全球价值链遭

到破坏ꎬ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放缓ꎬ进
而波及欧盟及其成员国ꎮ〔５１〕 换言之ꎬ特朗普政府

将欧盟视作贸易领域的对手和潜在盟友ꎬ欧盟因

之也成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对象ꎬ并可能因为

中美经贸斗争而遭受 “附带损害” (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ꎮ〔５２〕同时ꎬ美国作为二战以来欧洲最重

要的盟友ꎬ跨大西洋联盟的优先性ꎬ甚至美国的

国家安全和长期繁荣ꎬ都有赖于某种全球规则体

系的强化ꎮ
拜登上台之后ꎬ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中

心地位ꎬ也可能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消极影

响ꎬ如美国为了支撑其地缘政治目标而使用一些

经济制裁手段ꎬ这往往对一些欧盟成员国(如德

国)的企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ꎮ 一般而言ꎬ欧盟

似可通过“阻断法令”来保护欧洲公司免遭美国

次级制裁的不利冲击ꎬ但在全球化背景下ꎬ美国

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ꎬ使得欧盟自身的“防火

墙”效果大打折扣ꎬ导致欧洲的银行和企业甚至

不相信欧盟有能力保护他们ꎬ反过来还可能不得

不罔顾欧盟的劝诫ꎬ而主动转向“顺从”美国的

制裁“意愿”来采取行动ꎮ 可见ꎬ欧盟不得不应

对转变中的美欧经贸关系ꎬ并适时采取行动ꎬ在
诸如贸易、投资、金融和货币国际化等方面迎接

挑战ꎮ 但同时欧盟显然希望将贸易合作伙伴或

竞争者都整合进某种新的制度架构中ꎬ以使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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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关系与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适应ꎮ 至于

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ꎬ给欧洲的一些企

业带来不利影响ꎬ欧盟则自认为在外贸方面比美

国(和中国)更为开放ꎬ鉴于中国与欧盟的贸易

联系日益紧密ꎬ与中国保持接触并尽可能友好互

动ꎬ符合欧盟的整体经济利益ꎮ 当然ꎬ反过来看ꎬ
如何在中美关系等重要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

继续确保欧盟的贸易独立地位ꎬ并尽可能避免沦

为美国贸易行动的“附庸”ꎬ减小“附带损害”ꎬ是
欧盟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ꎮ

欧盟在 ＩＭＦ、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和 ＷＴＯ 等

多边平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并将这些多边组织

视作全球规则治理体系的支柱ꎮ 对欧盟而言ꎬ如
何在现存国际组织中增强话语权ꎬ并在全球层面

有效推进集体行动ꎬ是其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主

要动因ꎮ 应当承认ꎬ近年来的全球经贸治理深受

人口增长、发展动态、贸易模式转换等要素影响ꎬ
且因全球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群体内部问题(如
国内政治或社会安全问题)而导致形势严峻ꎮ 同

时ꎬ全球经贸治理的预期成效ꎬ显然得益于某种

全球贸易政策协调ꎬ而对欧盟而言ꎬ其参与“意
愿”仍主要在于如何维系并提升欧洲在后危机时

代的国际地位甚或“领导力”ꎮ 鉴于此ꎬ欧盟仍

有必要克服其自身弱点并增强实力ꎬ如自 ２００９
年主权债务危机以来ꎬ欧盟与欧元区不得不在成

员国国内经济治理议程中找寻彼此间可能的共

同话语ꎬ增强内部凝聚力并适时向外延展ꎮ 换言

之ꎬ为更好地影响和塑造全球经贸治理进程ꎬ欧
盟有必要继续在成员国层次培育起欧洲一体化

的向心力ꎻ欧盟层次ꎬ则应努力克服政府间协调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ꎬ以迈向更具有整合性的

欧洲政治体系ꎻ全球层次ꎬ欧盟仍具有在全球政

治和经济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强烈“意
愿”ꎬ从而切实增强欧盟的全球“领导力”ꎮ〔５３〕

四、结语和启示

就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案例比较而言ꎬ可能

需要避免某种单一思维惯性或认知偏好ꎬ即过于

关注“领导力”或“意愿”本身ꎬ而忽略了二者间

可能的逻辑关联ꎮ 事实上ꎬ当美欧的全球“领导

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均呈上升态势时ꎬ
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持续性和他者(国际社会)
的期待值皆同步发展ꎬ全球经贸治理在此背景下

亦确实可能取得新进展ꎻ当美欧“领导力”与领

导者“意愿”都相对弱化ꎬ或“领导力”与“意愿”
之间不适配ꎬ则其全球经贸治理参与可能出现停

滞或倒退ꎮ 同时ꎬ“意愿”这一最为重要的主观

因素ꎬ决定了“领导力” 的外化形式与强弱度ꎮ
美国方面ꎬ其“意愿”主要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尤
其政党政治)、决策者偏好 (尤其总统及其幕

僚)、大众参与、国际社会反馈与评价等变量的影

响ꎬ其中政党政治和决策者偏好具有一定的同一

性ꎬ且为大众参与和国际反馈等内外因素共同塑

造ꎻ欧盟方面ꎬ从成员国层次(尤其主要大国如英

法德)来看ꎬ影响其“意愿”变化的变量似更为复

杂ꎬ成员国内部对全球经贸治理议题与自身国家

利益诉求的契合度考量ꎬ将极大影响其参与“意
愿”ꎬ同时就整体的欧盟层次而言ꎬ则更可能出现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一方面ꎬ需要持续努

力彰显欧盟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领导力”ꎬ
以尽可能维系欧盟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地位ꎬ另一

方面ꎬ参与主体众多且对欧盟的内外协调能力构

成严峻挑战的新老议题本身ꎬ也可能给欧洲一体

化前景与欧洲的未来带来新的疑问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强调“我国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ꎬ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ꎬ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ꎬ坚决反对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ꎬ积极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ꎮ 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高度来看待全球治理进程ꎬ亦更可能从

整体上认知美欧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逻辑嬗变ꎬ
即西方内部的四分五裂前所未有、多边主义和单

边主义正经历空前的激烈较量、以科学和人工智

—８３１—

　 ２０２２. ６学者专论



能前沿技术发展为特点的国际竞争加剧ꎬ这些都

增强了全球经贸治理进程的不确定性ꎮ〔５４〕 但能

肯定的是ꎬ不论美欧的全球“领导力”处于何种

外化阶段ꎬ它们对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参与

“意愿”如何变化ꎬ其动态值得追踪和谨慎评估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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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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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念与战略»ꎬ«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ꎻ吴志成、赵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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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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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潜力、声誉、威望等ꎬ进而才有可能赢得他者的认同 / 尊重 / 支
持 / 追随ꎬ亦即“领导权”的最终形成ꎮ 显然ꎬ就本文所选取的案

例对象国来看ꎬ“领导力”这一标签似在微观视角上更符合西方

政治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的认知习惯ꎬ从而更可能

揭示其演化动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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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意愿”模式视角下全球经贸治理的美欧经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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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３４８ － ３５２ꎻ董青岭:«现实建

构主义理论评述»ꎬ«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ꎻ焦兵:«现实

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董青岭:«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一种研究纲领内

部的分化»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ꎻ董青岭:«质疑

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路径?»ꎬ«外交评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ꎻ刘杨钺:«现实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大国责任»ꎬ«国际

论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ꎻ王金强:«现实建构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海

外利益分析»ꎬ«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ꎻＪａｅ －
ｗｏｏｋ Ｊｕｎｇꎬ“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１２ － ２２ꎻ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

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３

—０４１—

　 ２０２２. ６学者专论



期ꎻ徐能武、李爽:«现实建构主义视阈下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困

境研究»ꎬ«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ꎻ李
鞍钢:«现实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体系变迁»ꎬ«国际关系研

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ꎻＪａｍｉｅ Ｊａａｆａｒꎬ“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ｄａｌ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１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７ꎬｐ. １２ꎻ刘明周、蓝

翊嘉:«现实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海洋保护区建设»ꎬ«太平洋学

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２１〕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ꎬ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８４２ － ８４５.

〔２２〕此处“领导力—意愿”互动关系模式ꎬ仅在方法论意义

上部分借鉴政治社会学有关“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分析框

架ꎬ即尽可能寻求“领导力—意愿”的协同ꎬ从而推动全球治理发

展ꎻ辩证而言ꎬ如同“国家—社会”模式可能内蕴着“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甚或关系紧张ꎬ“领导力—意愿”模式同样

具有内部张力ꎮ 对“国家—社会” 模式的相关讨论ꎬ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ꎬ“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ꎬ
ｅｄｓ. ꎬ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２６ － ４７ꎻ宋国

友:«与对手贸易: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ꎬ«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ꎻＪｅｆｆｅｒｅｙ Ｓｅｌｌｅｒｓꎬ“Ｓｔａｔ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２４ － １４１ꎻ张明霞、范鑫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要义»ꎬ«人文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ꎻ林

红:«国家政策与社会行动———试论“国家—社会”行动疆域划

分的可能性»ꎬ«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期ꎻ汪仕凯:«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到政治社会理论:再
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ꎬ«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ꎻＭａｒｉ￣
ａｎ Ｎｅｇｏｉｔａꎬ“Ｔｈ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ｘ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１８ꎬｐｐ. １７２ － １８４ꎮ

〔２３〕Ｊｉｍ Ｗｈｉｔ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１２ － １３０ꎻＰｈｉｌｉｐ Ｃｅｒｎｙꎬ“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ｏ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Ｒａｆａｅｌｌｅ 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ꎬ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Ｌｏｎ￣
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３１ － ４７.

〔２４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ｓｔｒｙꎬ “Ｗｈ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Ｓｐｅｌｌ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ｅꎬ ０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ｒａｃｅ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Ｗｈｙ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 ｓｐｅｌｌｓ
－ ｔｒｏｕｂｌｅ － ｆｏｒ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ｇｒｏｗｔｈ / .

〔２５〕Ｔａｋｉｓ Ｐａｐｐａｓꎬ“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
ｈｉｎｇ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２２ － ３６ꎻＳｅáｎ Ｃｌｅａｒｙꎬ“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Ｉｔ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Ｃａｎ Ｏｎｅ Ｓｉｚｅ ｆｉｔ Ａｌｌ?”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ꎬ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ｆｎａ.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ｉｔｓ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 ａｎｄ － ｍｅａｎｉｎｇ / .

〔２６〕Ｂａｒｒｙ Ｐ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ｏｓｓꎬ“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
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ꎬｐｐ. ５ － ５３.

〔２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ｕｍｅｌｔꎬ Ｇ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Ｂａ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ｏｗ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７７ꎬ
８４ꎻ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ｌａｔ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ｉｇｕｅｌꎬ“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４８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３ － ５７.

〔２８ 〕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Ｆｅａｖｅｒꎬ “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
ｔｒｅｎｃ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５ꎬＮｏ. ６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１６４ － １７２ꎻ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ｅｂｅｒꎬ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ｐｐ. ８９ － １３９.

〔２９〕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ｏｒｔｅｒꎬ“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ａ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Ｐｏｗｅｒꎬ Ｈａｂｉ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Ｖｏｌ. ４２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８ꎬｐ. ２０.

〔３０〕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ＮＳＣ
－ ２９”ꎬＣｌｉｎｔ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１９９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ｎ￣
ｔ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ｓ / ｉｔｅｍｓ / ｓｈｏｗ / １２７５２.

〔３１〕 “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Ｙｅａｒｓ”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ꎬ２０１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１ / １０ / ｐｄｆ /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ｄｆ.

〔３２〕Ｍａｔｔｈｅｗ Ｙｇｌｅｓｉａｓꎬ“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ｃｒｅｄｉｔ ｄｏｅｓ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ｒｅ￣
ａｌｌｙ ｄｅｓｅｒ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ｂｏｏｍ?” ＶｏｘꎬＭａｙ １６ꎬ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ｘ.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４ / １４ / １１４１３３５２ / 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ｃｒｅｄ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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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 ＩＭＦ’ 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Ｌａｇａｒｄｅ ｗａｒｎ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ｄｉｍｍ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ｍｆｓ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 ｌａｇａｒｄｅ － ｗａｒｎｓ － ｔｒａｄ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ｄｉｍｍｉｎ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ｇｒｏｗｔｈ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６６０３３１０４. ｃｍｓꎻ “ ＩＭＦ ’ ｓ Ｌａｇａｒｄｅ ｗａｒｎ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ａ / ２０１９０６ / ０６ / ＷＳ５ｃｆ８ａ７４ｅａ３１０１７６５７７２２ｆ
ｅ０２. ｈｔｍｌ.

〔５２〕Ｄａｖｉｄ Ｍｃｈｕｇｈꎬ“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ꎬ ＡＰ Ｎｅｗ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４３０ｂｆｂ５ｆｃ１２ｂ４０７５８ｆｂ４１ａ５７ｅ４ｃ９４９５ｆ.

〔５３〕Ｍａｒｃｏ Ｂｕｔｉꎬ“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Ｃａｎ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１１９ － １２７.

〔５４〕阮宗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大特点前所未有»ꎬ
«世界知识»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４ 期ꎻ巩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

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ꎬ«国际展望»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ꎻ巩辰: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一般路径与中国方案»ꎬ«人文杂

志»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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