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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系列研究报告之三

“301 条款”大棒能否撼动中美经贸关系

要点
 “301条款”是以美国法律为基准，迫使他国接受美国
认可的贸易准则，这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典型例
子，代表着“美国利益至上”，具有极强的单边主义色
彩。
 美国此次对华使用“301条款”的深层动因：内政方面，
特朗普“新政”推进受阻，对外寻求政绩突破成为选
项。外交方面，美国政府因“朝核问题”不断升级以
及特朗普即将访华急需索取更多的谈判筹码。
 从历史看，美国对华动用“301条款”并未引发两国“贸
易战”。当前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比较小。

邮箱：
guokewei@icbc.com.cn

 面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应深化对话机
制，降低美国政府误判的可能性。提升国内抵御风险
能力，加快“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加强与其他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平衡中美经济关系。做最坏
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301 条款”大棒能否撼动中美经贸关系
1

我们在此前的研究中 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是特朗普‘新政’中逆全球化
的标志性政策。”特朗普上任半年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终于挥向了
中国。2017 年 8 月 14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针对所谓“中国不公平
贸易行为”发起调查，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8 月 18 日，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301 条款”调查。素有贸易保护“核
武器”之称的“301 条款”有怎样的威力？中美经贸关系会受到什么影响？中国
应如何应对？本文将对这三个问题逐一展开分析。

一、什么是“301 条款”？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和德国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威胁到美国在“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GATT）体制内的领导地位，同时 1971 年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
转为逆差，在此背景下，包含“301 条款”的《1974 年贸易改革法》应运而生，
它赋予了美国总统单方面实施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权力。
“301 条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301 条款”仅指 1974 年修订的
贸易法第 301 条，可称之为“一般 301 条款”，是美国贸易制裁措施的概括性
表述。广义的“301 条款”包含“特别 301 条款”（关于知识产权）、“超级
301 条款”（关于贸易自由化）等。目前负责“301 条款”相关谈判的机构主要
是由总统领导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表 1 “301”条款的主要内容
一般 301 条款
针对问题 不公平贸易，例如被
调查国家施行非市场
性补贴、对国外产品
和企业实行歧视性政
策等。
实施流程 USTR 确 认 国 外 的 任
1

特殊 301 条款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
例如被调查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歧视
美国公司的司法或行
政程序、侵权等。
USTR 每 年 对 贸 易 伙

超级 301 条款
针对外国贸易障
碍，例如封闭市场、
直接或间接的贸易
壁垒等。
USTR 每 年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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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报复手 何行为、政策、贸易 伴在知识产权保护、
段
做 法 违 反 了 美 国 法 执法和市场准入等方
律、侵害了美国的利 面进行评估，并发布
益或者对美国的商业 《特别 301 报告》，报
行为造成了不公平、 告中将严重不足的国
负担及限制，美国可 家列入‚优先国家‛名
以采取单边行动。美 单。 USTR 必须在被
国可采取的单边行动 确定为‚优先国家‛的
包括：暂停贸易协议 30 天 之 内 对 该 国 开
优惠、对货物实行关 始调查，调查工作必
税或其他进口限制、 须在六个月内完成，
对服务征收费用或限 需 要 时 可 延 长 三 个
制以及就贸易协议进 月。USTR 可采用提高
行谈判等。
关税、进口限制等各
类单边贸易保护手段
进行报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017 年度国别贸
易壁垒评估报告》，
向国会阐述美国主
要贸易伙伴过去一
年对美国进出口存
在的贸易壁垒发展
情况，对于问题严
重的国家，将其列
入贸易自由化黑名
单。 USTR 立即对黑
名单国家展开调
查，要求对方在发
起调查后的 3 年内
消除贸易壁垒，否
则美国将采取保护
行动。

“301 条款”是以美国法律为基准，迫使他国接受美国认可的贸易准则，这
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典型例子，代表着“美国利益至上”，具有极强的单
边主义色彩。

二、特朗普政府挥动“301 条款”大棒是否会引发中美贸易战？
（一）美国此次对华使用“301 条款”的深层动因
内政方面，特朗普“新政”推进受阻，对外寻求政绩突破成为选项。目前
来看，特朗普“新政”屡屡受挫，医改、税改、基建等政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阻力，迄今为止尚无一项关键改革措施通过国会立法。由于美国总统在贸易政
策（关税或非关税）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无需国会专门授权，因此在
对外贸易方面寻找突破口，贸易方面着力，推进贸易保护措施或成为特朗普短
期内转移国内注意力的一个选择。
外交方面，美国政府因“朝核问题”不断升级以及特朗普即将访华急需索
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一方面，随着朝鲜导弹技术的不断完善，“朝核问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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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巨大挑战。虽然美国采用军事威慑、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
统等手段进行应对，但是这些方式更多体现的是投鼠忌器。因此，特朗普政府
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挑起事端，可能存在促使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缓解
美国压力的考虑。
特朗普访华现已提上日程。有消息表明，特朗普可能将于“十九大”之后
访问中国，最快可能是 11 月。经贸问题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
近日发起“301 条款”的调查可能是特朗普积累未来访华谈判筹码的重要手段。
（二）从历史看，美国对华动用“301 条款”并未引发两国“贸易战”
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始终是美国贸易调查的重点监测对
象。在我国加入 WTO 之前，美国分别于 1991 年、1994 年、1996 年三次援引“特
别 301 条款”，对中国发起调查。
中国加入 WTO 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暂时平静了一段时间。2008 年金
融危机之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美国又开始对中国运用“301 调查”。
2010 年 10 月 1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钢铁工人协会提交的申请，
决定对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与措施进行调查。这是美国自 2001 年
以来首次动用“301 条款”对其他经济体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同时也是中国入世
以来首次遭受的 301 调查。2010 年 12 月 22 日，美国公布调查结果，认为中国
《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贴内容涉嫌违反世贸组织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的禁止性补贴，提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
下磋商请求。中国与美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的磋商中达成一致，同意修
改《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涉嫌禁止性补贴的内容。
（三）从现实看，中美贸易的依赖性使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甚微
中国对美贸易存在的大额顺差是两国经济发展处在不同阶段的必然结果，
是由两国进出口产品结构性差异造成的，当前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大于
竞争性，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比较小。
首先，中美贸易对彼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 年美
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5785.9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 1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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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8.0%，提升 0.2 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 4628.1
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21.1%，下降 0.3 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 3470.4
亿美元，下降 5.5%。中美贸易总额虽有所波动，但两国在对方贸易关系中的重
要地位没有改变。不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美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
伙伴。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
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表 2 IMF 统计的 2016 年中美十大贸易伙伴（不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十大贸易伙伴
总贸易额
中国十大贸易伙伴
总贸易额
1

中国

598475

美国

598475

2

加拿大

500869

日本

302085

3

墨西哥

484429

香港

268224.7

4

日本

201505.3

韩国

246158.7

5

德国

162374.6

德国

163817.1

6

英国

113598.8

澳大利亚

117286.7

7

韩国

113321.7

墨西哥

83987.6

8

法国

79746

越南

83683.1

9

印度

66572.9

马来西亚

83350.9

10

瑞士

60700.5

泰国

80910.9

资料来源：IMF

图 1 中美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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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数据

其次，中美贸易结构互补性日益凸显。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以轻工业制
品为主，重化工业制品比重较低，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不足，其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是中美合资或美国独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中国自美进口产品则以重工业制
品、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的产品几十年来都是以工业制成品
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主；而进口商品主要以原材料、轻工业
产品为主。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涉及服装、手机、电脑产品、家电、渔业、珠宝、
电信设备、玩具、游戏等类产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 40%来自中国游客赴美旅
行、大豆、飞机及汽车出口四大行业。
第三，中美贸易为美国带来实惠与日俱增。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
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5 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
创造了约 260 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了 216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 1.2%。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则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 1 至 1.5
个百分点。并且随着中国民众购买力提升，预计到 2026 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
出口将增至 3690 亿美元。中美贸易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总之，中美贸易战不符合美国现实利益。美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征收
高额关税固然会在短期内减少中美贸易差额，但是中美贸易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是短期内难以弥补的。此外，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中美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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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美国独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且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主要
消费地，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不符合美国利益。

三、中国应对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沟通——深化对话机制，降低美国政府误判的可能性
中国应深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使其在增进中美高层沟通、管控分
歧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广泛，既涉及宏观的财政
货币政策、能源政策、贸易投资政策等，也涉及微观的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
护等，还涉及全球治理、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议题。中国政府应将双方的主
要分歧和矛盾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的核心议题，不回避敏感性议题，
尽可能使双方存在的分歧在对话中得到沟通与弥合，避免美方的决策误判。
（二）内外兼修——提升国内抵御风险能力，加快“一带一路”与自贸区
建设
对内政策方面，中国应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创新，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从源头上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对外政策方面，应抓住美国战
略收缩和“逆全球化”的时间窗口，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
作。特别是在亚太区域，把握好美国退出 TPP 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加快推动 RCEP 建设，适时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
（三）广结善缘——加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平衡中美经济关
系
中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中最重要的关系，但中欧、中英、
中日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欧盟以及德国、法国等成员国、日本虽然与
美国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关系，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互相竞争性，中美经贸
关系发生纠纷，欧洲发达经济体和日本可能会从中受益。此外，金砖五国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可以成为影响美国单边

7

“301 条款”大棒能否撼动中美经贸关系
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有助于团结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应对特朗普政府的不
确定性风险。
（四）应对制裁——做最坏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情况的分析，目前中美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小，但是
考虑到特朗普缺乏政治经验、商人背景的特质增加了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
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必须对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中美双方爆发大规模
贸易战——做好充分的准备。特朗普政府如果实施制裁措施，中国应通过经济
手段进行反制裁。制裁与反制裁会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的结
果使特朗普政府不会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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