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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研究：我们该如何反思
①

  

 

一年多以前，在中国人的国庆假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

宣布完成谈判。谁也没想到，一个贸易协定会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官员、

学者甚或普通老百姓都在朋友圈转发关于 TPP 的新闻和各类分析文章。美国总

统奥巴马也志得意满地发表类似获胜的演说，宣称 TPP将给美国带来无数好处，

并成功地打压了中国在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制定权。毫无疑问，彼时是

TPP 的高光时刻。 

    时移世易，一年多以后的今天，特朗普“意外”地当选美国下届总统，并

宣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 TPP。奥巴马或许最能感受心理的巨大落差，从

一年前的踌躇满志到如今的不抱希望。国内则欢呼着众，回味着意外的惊喜。

无论 TPP 是长眠，还是冬眠，暂时被搁置则是确定的。冬天要来了，寒冷使人

清醒，也到了反思这一年多国内对 TPP 研究的时候。 

 

    为何 TPP 会引起国内社会各界关注？ 

    TPP 终归是个贸易协定，为何会引起国内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这是首先需
                                                             
①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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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对的问题。自由贸易协定（FTA）原本主要是国际贸易学者的关注主题，比

如对 FTA 本身的研究，对 FTA 是否有利于多边贸易协定的争论等。FTA 都要给世

界贸易组织（WTO）备案。根据 WTO 的统计，WTO 成员间已经生效的 FTA 多达 238

个。为何偏偏还尚未生效的 TPP 会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笔者认为，原因至少有三：第一，公众普遍认为 TPP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钳

制中国的经济工具。TPP 自称是“跨太平洋的”贸易协定，却不包括亚太地区也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显然有所图谋。而且 TPP 规则标准还非常高，甚

至包括中国肯定无法妥协的劳工条款。种种迹象表明，TPP 不怀好意，激起普通

人的热血。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内的焦虑感也有所增强，本想在国

际舞台尤其是亚太地区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却被美国的 TPP 当头一棒，有

些接受不了。第三，微信的普及导致社会各界都能使用微信传播关于 TPP 的新

闻和文章，在 TPP 刷屏的世界，即使不阅读内文，光看标题就能混个脸熟，都

知道有个叫 TPP 的东西。 

    贸易协定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学者，发声应该谨

慎。实际上，TPP 在奥巴马任期刚开始时就引起国内学者的研究。毕竟是贸易协

定，当时主要是一些经济学者的跟踪。在 TPP 完成谈判后，不只是经济学者，

国际政治学者、经济法学者、媒体人士等都接连发声。这缘于 TPP 相比以往贸

易协定的复杂性。TPP 引起经济学者的关注自然不难理解。TPP 又是被认为美国

重返亚太在经济领域布的局，具有战略意义，也引起国政学者的关注。TPP 又包

括许多原本贸易协定不包括的高标准规则，其文本本身具有法律条文的性质，

自然也引起经济法学者的注意。在社会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媒体人士也凑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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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加入发声的行列。百家争鸣，各方亮起自己的观点，也无不可，但是许多

人士情绪化地解读 TPP，误导普通民众，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要像中国当年“入世”一样看待 TPP？ 

    在如何看待 TPP 这个问题上，当时有不少人士认为应像对待“入世”一样

看待 TPP。其观点主要意思是，毋宁说 TPP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挑战，不如说是机

遇；中国应以 TPP 为契机加快自身的改革开放，为以后加入 TPP 做准备。笔者

以为，将 TPP 看成倒逼国内改革开放的契机也无不可，但是将 TPP 看成和入世

一样的事情，则会让人误以为 TPP 是正面的，误导中国对 TPP 的应对。 

    为此，笔者专门撰文，阐述不宜拿 TPP 和入世相提并论的观点。第一，WTO

是多边协定（组织），是必然要加入的；TPP 是区域贸易协定，并不是必然要加

入的。第二，中国先是“复关”，后称“入世”，但本质上是恢复自身在 WTO 中

的地位，而不是像 TPP 一样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第三，TPP 事关亚太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路径问题，中国是否加入应从战略层面统筹考虑。第四，即使从长

期视野来看，TPP 有些条款也是中国很难接受的，比如劳工标准。 

    目前看来，拿 TPP 和入世相提并论的观点并不足取。主导并推进 TPP 只是

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思路，换个总统则换了一种思路。特朗普上台导致 TPP

被搁置。这至少说明，TPP 受美国贸易政策乃至外交政策影响较大，并不像 WTO

那样是一个稳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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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加入 TPP？ 

    争论最大的焦点是中国要不要加入 TPP。大体可分为三派观点：第一类观点

认为中国应及时谋求加入 TPP。这类观点的论据主要是 TPP 总体而言是有利的，

随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也会谋求加入，中国早加入能更主动，越晚越被动。

这类观点可被称之为“速速加入论”。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不可且以后也不要加

入 TPP。这类观点认为 TPP 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一步棋，中国即使提出加入，也会

被拒绝，与其碰一鼻子灰、弄个丢面子，不如就别提加入的事。中国不加入还

因为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看，都不适合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这类观点可被称为“不

可加入论”。第三类观点认为目前还不适合做出要不要加入的判断，等一等、看

一看。这类观点认为应谨慎看待 TPP，TPP 有利有弊，不宜先入为主地做出是否

加入 TPP 的判断。这类观点可被称为“观望论”。 

    去年的争论中，主张中国加入 TPP 的声音最大，其次是“不可加入论”，“观

望论”的声音相对较弱。“速速加入论”的声音最大，一方面来自持这种观点的

学者最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主张加入的学者最愿意亮明自己的观点。“不可加

入论”大多是战略、政治角度的考虑，想要表达中国不要去做什么的观点大概

风险较大些，所以发声要少。 

    笔者所在团队的观点类似“观望论”，希望以“大国心态”看待 TPP。笔者

也曾撰写题为“如何看待 TPP”的文章，指出： 

    中国应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评估是否加入 TPP。亚太经济体相互依存，中国经

济是亚太价值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放弃中国并不符合 TPP 成员国的利益，因

此从经济利益来讲，TPP 不存在对中国的排斥。合作都是谈出来的。当年中国入



 

 5 / 7 
 

世和美国谈判，何其艰难，美国为何还愿意做出妥协、完成谈判，必定是中国

入世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中国不必担心 TPP 是否是对自身的围剿。由于 TPP

距离生效以致实行，还有时间差，我们应该在是否加入 TPP 上进行深入的讨论

和研判，规避新规则从客观意义上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到为我所用。目前的“速

速加入论”和“不可加入论”都不可取，应该客观判断，主要基于自身经济利

益进行分析。 

    其实，简单来讲，因为 TPP 规则中的劳工条款是中国绝不会接受的，因此

立即加入是很困难的。但是，中国也不应秉持坚持不加入的态度，因为未来亚

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走势尚不明朗。持观望态度是中国最好的选择。 

    现在看来，中国最好的选择依然是持观望态度。TPP 暂时被搁置，因此不需

要立即作出是否加入的决定。但是，特朗普四年任期结束之后，无论是其连任

还是新总统上任，TPP 都有被解冻、重装上阵的可能。中国应在观望中有行动，

依然将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国内改革开放对接的标准，时刻准备着。 

 

    TPP 何时会生效？ 

    TPP 何时会生效实际上涉及到美国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判断超出了经济

学者的知识结构。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 TPP 在奥巴马任

期结束前通过的概率很大，尽管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希拉

里当选美国总统的概率更高。即便奥巴马任期不能通过，希拉里任期也会通过

TPP。 

    笔者认为，做出 TPP 很可能会在美国国会通过生效的判断，无可厚非。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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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对美国总统选举的预测和结果的反差让国内外各界都大跌眼镜。对 TPP 是

否会在美国国会通过的误判也就情有可原。笔者 8 月份在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研究 TPP 的著名学者交流时，该学者还持很乐观的态度，认为 TPP 通

过的希望很大。然而，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第二天，笔者请教加拿大研究 FTA 的

学者 TPP 是否还有通过的希望时，该学者则很肯定地说，不可能。可见，美国

总统选举决定了 TPP 是否会生效以及生效的时间。 

    这一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在分析相关问题时考虑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正如笔者在今年 8 月份接受国内一媒体采访时指出： 

    TPP 是否通过是一个美国政治问题，如果没有大选干扰，TPP 通过的概率很

大。但目前看来，TPP 通过的概率被降低不少，但并非没有可能。总统竞选人竞

选时总要说些旗帜明艳、夸张的话，这很正常，真正总统上台后考虑的问题又

不一样了，所以候选人上台对 TPP 的影响也不好估量。 

 

    中国接下来该怎么办？ 

    笔者在此梳理过去一年国内对 TPP 的判断和分析，并不是为了分出个对与

错，而是希望在接下来对 TPP 的研究中，能更全面地给出中国的应对之策。过

往的“错”如果能换来接下来的“对”，那也是值得的。TPP 暂时被搁置就像是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虽源于美国自身的问题，但客观上确实减轻了中国战略方

面承受的压力，赢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绝不是说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如果我们不继续探讨并有所行动，则很可能会遗憾地错过这一难得的时间窗口。

关于中国的应对，笔者还是坚持一年前的看法： 



 

 7 / 7 
 

    中国可采取“西进东察南合北破中推进”的策略进行应对。中国推动的西

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进落后国家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同时，

在 WTO 框架内接受相对应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所谓“东察”，是指基于自身经济

利益、观察美国政治研判 TPP，并适时讨论是否加入 TPP。“南合”是指和东盟

进行合作，争取尽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东盟在亚

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东盟成员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加

入 TPP 谈判实际上也会分化东盟，导致东盟主导地位的弱化。因此，东盟也有

完成 RCEP 谈判的强烈意愿。中国应该强化自身的参与，力促 RCEP 破局。所谓

“北破”，是指在中韩自贸协定已经签署的基础上，寻求中日韩自贸协定的突破。

“中推进”是指以战略的眼光积极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全局的视野

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早日启动谈判，积极推进中国自身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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