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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影响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对国际政治形势造成重要冲击，并进而对中日关系产生复杂影响。疫情对

世界格局及全球化具有正负作用，使全球霸权国即美国遭到较大负面冲击，激发大国关系复杂化及地缘政

治博弈加剧，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总体上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疫情下，中日关系获得短期利

好因素：首先，共同 “抗疫”与应急合作曾部分改善中日相互认知与国民感情；其次，促进中日加强合

作，以重振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再次，中日对国际形势的某些共识与相互理解增多。但同时，此次疫情

给中日之间各层级交流带来干扰，严重打乱两国关系回暖升温节奏，并且疫情下的日本战略异动带动中日

关系摩擦显现、“变调”受挫：首先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调整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影响；其次是日本安全

防卫政策更新有碍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构建。鉴此，中日应通过抗疫合作契机，改善相互认知，推动全球

治理与区域协作，深化经济融合，坚守共识，守正前行，续写中日新时代关系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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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疫情）是近年来全球
遭遇最大的一场 “黑天鹅”事件，进一步催化全球
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生变。疫情冲击的强弱宽窄决
定各国政策选择的余地和走向，其正负面效应与影
响值得高度关注。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日本
本土情况不明，各种影响及 “后新冠”时代尚待审
慎观察。具体到中日关系，疫情的影响并非单纯的
利弊好坏之辨，而是多元复杂和综合生发的，但很
明显的是，迄今的形势已意味着中日关系的宏观环
境正产生若干变数。中短期内，助力中日关系既有
改善势头的企稳及利好因素相对居多，包括促进两
国的 “命运共同体”认知深化、经济合作 “刚需”

走强、区域合作与国际多边协调之责趋重等。然
而，不可忽视的是，这同时也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

疫情下围绕日本对外战略投机摇摆、日企日资布局
配置转换、相关生产链与供应链重构、规则博弈与
科技设限、地缘政治斗争发酵等的不利因素。值此
形势，中日应通过共同抗疫的契机，加强对话沟
通，扩大共识与积极面，在包括相互认知、全球治
理、区域融合、经济振兴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与政
策协调，避害趋益，转危为机，继续推动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关系构建。

一、疫情下的国际政治形势与中日关系

此次疫情发生在两个大的变化背景下，即国际关
系百年大变局以及美国 “特朗普冲击”的系统性影
响。历史表明，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往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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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危机、灾难或冲突之后，它们对现有秩序产
生了催化和破坏作用，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对未来的
不同思考方式。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ｐｌａｎ）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种经济和地
缘政治的冲击，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
的历史标志［１］。由于病毒攻击的无差别和跨国性，

疫情很大程度上对国际关系的演变施加了催化剂作
用，其中既有促进交流和加强合作的积极因素与正
面效应，也有加剧大国权力博弈与地缘战略竞争的
消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尤其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

美国 “甩锅”“退群”、中美矛盾加速激化、地缘政
治分裂加剧，使得国际合作并非易事，全球治理受
限失效。当前的现实表明，所有这些宏观因素都对
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①。

（一）疫情对全球化以及世界格局正产生重大
影响

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存在正向与负向两种力
量。一种力量是阻止、妨碍物质实体层面的全球
化，包括停摆人员跨国往来，阻隔产业链与供应链
等。日、美、欧洲部分发达国家注意到在关键医疗
用品及其它生产部件方面明显 “依赖”中国的现
状，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框架下，疫情暴露了供应链
的脆弱性，而这一度被认为是可靠和可替代的，但
这一假设遭到了危机的沉重打击。世界各国都已不
同程度地为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脱钩作准备，为疫
情后的未来做准备，可以想见，在全球贸易恢复正
常时，供应及采购的地域多元化将飙升至新的高
度。从现在起，作为一个政策问题，各国需要 “保
护”和 “回迁”的企业名单可能扩大，投资审查将
在世界各地收紧，国家安全的定义可能会扩大［２］。

这一趋势导致各国的可能政策表现，一种是经济民
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流行与泛起：支持国内生
产，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缩短供应链，以避免跨
国生产。另一种则是指向更特定的 “脱钩”即大幅

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把中国 （部分地）排除在
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疫情危机发生之
际，民粹主义情绪高涨，重新体验１９世纪末那种
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超级大国竞争
的前景并非虚妄，疫情也确实正加速中国和美西方
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的脱钩进程。

当然，另一种力量及其积极因素也在发挥作
用，即主要是在促进思想意识层面的全球化。虽然
目前各国矛盾很多，但疫情过后，基于命运共同体
的认知，全球治理及多边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合作
方面的共识可能提升或加强。同时，疫情导致各国
地缘政治经济意识上升，更看好并依赖区域化，强
调地区主义。全球化或将因此呈现一种新的态势
———以区域化应对全球化及全球新形势，这对东亚
区域合作及中日合作总体上具有促进因素。比如，

在美国的承诺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面对疫情引发
的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亚洲领导人将
不得不继续寻求相互协作的新形式。

同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方面， “西降”态
势将较前明显。欧洲、北美、东亚，是全球３个最
重要的经济活动区域及国家集群所在，在应对和控
制疫情方面，美欧世界在治理能力、公共信誉、集
体协作诸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伤，疫情对世界最
富裕国家集群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对照而言，东亚
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比西方做的好得多，中日韩在主
要经济体中则有相对更好的表现。疫情后，新一轮
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动能转换，将促使各国综合国力
消长及战略格局重塑，“新旧交替”的速度进一步
加快。这一趋势也不可避免对日本国家战略定位、

区域合作政策产生微妙影响。
（二）全球霸权国即美国受到较大负面冲击
由于政策失当导致疫情失控、社会分裂加剧，

美国国内治理体制的缺陷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国
际地位、可信度乃至全球领导力下降幅度明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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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宏观因素中，最直接和明显的是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经济民生环境不容乐观。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骤增，市场萎缩、景气

低迷、金融震荡、百业萧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人类生活均受到很大影响，且恢复需要较长时间。除抗疫救灾外，复工复产、振兴

经济、关照民生已成为各国执政的最重要课题，中日两国亦不例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的计算，２０２０年，世界贸易将可能因

新冠疫情而下降１３％～３２％，在最坏的情况下，亚洲出口将下降３６％，进口下降３１．５％。其中，亚洲国家ＧＤＰ在最好的情况下或将

下降０．７％，最坏情况下则可能下降７．１％。国际经济合作对于应对危机、支持复苏至关重要，否则，世界将面临长期的公共卫生危机

以及自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持久经济衰退。全球经济的未来复苏道路将十分艰难，安倍晋三称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

“最大危机”。因而，总体来看，此宏观形势短期内对中日维持合作基调、抑制摩擦过度激化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由于本文主题是狭

义的国际政治与中日关系，对于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形势在此不另详述。



全球共同应对疫情，美国缺乏道义、不负责任，导
致国际多边合作困难重重，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愿向
盟友和伙伴伸出援助之手。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美
国本来手握好牌———利用强大国力及先进医疗科
技，发挥领导力，联合或领头全球抗疫，然而，特
朗普政府固守 “美国优先”，并未提供援助或发挥
领导力，反而到处甩锅推责、“截胡”，直至与加拿
大、欧盟或韩国等盟友伙伴发生龃龉矛盾。

这场危机让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持久性产生
了新的疑问。面对疫情，美国对权力的粗暴使用影
响了其他所有国家及个人。从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退群”表明，现任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
及发挥领导作用极其缺乏兴趣。美国的东亚问题专
家希拉·史密斯就此表示：“除了暴露出美国领导
意愿的减弱外，对大流行病的应对也暴露出一个新
的现实———美国的无能。这可能对华盛顿的盟友和
合作伙伴造成更具破坏性的影响。”［３］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后可
能出现类似领导人的情况，使得美国的盟友都在为
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一个可预测、奉行重视盟友及
多边主义协商的美国政府，今后能否出现以及持续
多久，疫情下已变得难以预测。如果疫情危机持续
更久，形势变得更严重，美国经济将遭受更大的损
害，这就可能需要削减国防开支和海外援助。这些
情况正对日本外交的决策评估，特别是对美国领导
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判断产生影响。认识到这些
可能性后，日本正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多的对冲和
平衡行为，并悄然加快步伐向更大的 “强军经武”

和 “国防自立”过渡。
（三）激发大国关系复杂化及地缘政治博弈

加剧
如果说危机和战争往往是打造新秩序和新制度

的关键，那么此次疫情也不例外，它可能会重塑全
球地缘政治。疫情是否造成基辛格所云 “永远改变
世界秩序”［４］，尚待进一步观察，但围绕国家发展
模式与治理体制、核心竞争力、高科技能力以及秩
序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博弈，将更加突出。尤其
是，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对成
功 “抗疫”并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中国更加忌惮并

更感焦虑，将斗争矛头猛烈对准中国，这加剧了两

国之间已经加深的战略不信任，并破坏了双方的长

期合作伙伴关系。

特朗普政府试图加大力度攻击中国，全方位打

压中国崛起，并由此转移国内对其在处理疫情时失

误的批评。除了单独发力，美国意欲动员盟国联合

对华施压，例如试图举办排斥中国的 “Ｇ１１”会

议、纠集 “五眼联盟”打压华为、力挺英联邦国家

干预港台事务等。美国可谓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

其反华情绪正在增长，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态势。在

２０２０年３月召开的七国集团 （Ｇ７）危机讨论会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坚持要将ＣＯ－
ＶＩＤ－１９命名为针对中国的污名。当其他成员国拒

绝称其为 “武汉病毒”时，美国反过来又拒绝签署

一份联合声明。美国学者自己对此都承认：“这是

一个明目张胆的 ‘不听我的，就走人’外交的例

子。”［３］特朗普总统的这种美国外交例外主义，让美

国的盟友也感到震惊。为此，美国的欧亚盟友一直

在努力调整政策，实现微妙平衡，既承认与中国关

系存在矛盾与分歧，又避免采取美国那种可能导致

高昂代价的鲁莽强硬立场。日本、欧盟等拒绝在对

华贸易战中与美国 “联合一致”、对华态度摇摆不

定的做法，都体现了实现这一平衡的意图及其

难度。

这一事态，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可能不产生重

要影响。当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感到很难

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但在一些日本政治精英看

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虽然存在种

种弊端，却似乎比奥巴马的做法更符合日本的国家

安全利益。对于日本保守执政势力来说，最大的外

交噩梦是美中共治 （Ｇ２）及联手主导亚太①。在这

种思维背景下，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日本不少

政客和官员即便不是毫无保留但也宁愿赞同特朗普

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强力施压更

有希望使中国的行为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总

体上也有利于日本，同时这也意味着中美短期内无

法和解，即美国不大可能实施绕过日本的对华

政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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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倍政府始终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 “软弱”，颇有微词和疑虑。例如，２０１３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赖斯 （Ｓｕｓａｎ　Ｒｉｃｅ）表

示，“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令日本外交当局当时感到非常意外和焦虑。



二、疫情下中日关系获得短期利好因素

疫情带动的全球形势变化，意味着中日关系的
宏观前提和战略环境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可以明
显地看到，抗击疫情及非传统安全合作、保民生及
稳经济的需要，短期内对中日关系带来正面利好及
促进因素，使得两国关系至少在２０２０年春季之前
达到２０１７年加速改善以来的一个小高潮。在疫情
最初的流行中，东亚曾一度看到一个新的合作秩序
和中日关系更上一层希望的到来。

（一）“抗疫”合作曾部分改善中日相互认知与
国民感情

在疫情跨境影响和共同抗疫目标驱动下，中日
间的矛盾分歧被暂时搁置，而 “命运共同体”的相
互认知因此得到增强。以疫情为契机，中日民间及
舆情曾有良好互动，国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２０１９
年，中日政府同意加快合作，开创 “新时代”关
系。这一共识在２０２０年两国最初共同抗击疫情的
积极行动中得到了体现，双方曾坚持在全球疫情期
间通过寻求合作而不是冲突来发展双边关系 “新时
代”的承诺。

日本尽管最初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但在疫
情暴发后对中国采取的措施似乎更像是一种例外，

例如没有立即关闭其边境。日本一直在是否全面禁
止中国游客入境方面颇有顾虑，这与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已经拒绝中国人及到过中国的外国游客入境
情况，形成明显对比。从严格意义讲，安倍政府起
初并未追随美国全面禁止中国游客入境，实施人员
往来脱钩。相反，日本率先对中国抗疫提供宝贵支
持和帮助，各界热情向中国提供大量防疫物资，并
附以古诗词，中国外交部专门对日本各界的善意表
达赞赏和谢意。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统计，仅至２
月，日本机构和个人就总共向中国运送了３８万副
手套、１５万套防护服、７．５万副护目镜以及众多的
温度计和防腐剂等。当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自由民
主党决定从其所属议员薪酬中扣除５　０００日元 （约
等于４７美元）来捐赠给中国时，日本的善意努力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日还在地区多边平台进
行防疫抗疫的互动与合作。中、日、韩３国继３月
举行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４月与东盟
举行抗击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及卫生部长特别会议

后，５月又举行３国卫生部长视频会议，讨论如何
在全球抗击疫情大流行的行动中合作，这是自疫情
暴发以来，东亚邻国卫生官员之间的首次会晤。

其后，日本疫情开始告急，中国同样没有缺席
邻国的抗疫努力。两国之间良性互动，礼尚往来，

作为回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公众自３月份
以来也向日本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中日地缘相
近、人文社会交流密切，东亚传统文化中也具备不
少的价值认同和思想共鸣，疫情发生之际，“道不
远人、人无异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成为中
日共同战 “疫”的文化价值纽带。两国民众和社会
舆论对相互风雨同舟之举高度关注和赞赏，合作共
赢气氛进一步生成，彼此好感度皆有上升。中日相
互驰援、守望相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

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疫情面前更是命
运共同体，王毅外长亦表示 “疫情面前，中日是同
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６］。这种以 “捐助外交”为
代表的互帮互助，其时使人产生一种希望：这将有
可能扭转这两个东亚邻国几代人以来的紧张关系。

（二）中日确实需要加强合作，以重振遭受疫
情重创的经济

对两国政府而言，应对疫情后的经济低迷均将
成为首要执政议题。安倍经济学是安倍的标志性经
济重振计划，也是其对选民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但
在２０２０年，据预测，日本将经历自二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方面由于奥运推迟，战后
最长景气期终结，内外需动能疲软，社会总需求恢
复乏力，居民消费仍相当谨慎，对华经济依赖性进
一步增强。日本政府表示，经济 “在极其严峻的形
势下迅速恶化”，并且１１年来首次在其经济评估中
使用 “萧条”一词［７］。疫情几乎将不可避免地破坏
安倍想要留下的遗产———在奥运会推动旅游业发展
的同时强劲复苏经济。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疫情大流行已经导致日本
近千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安倍在应对
疫情上行动迟缓、优柔寡断，原因也是因为他不愿
把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置于其他政策优先事项之
上———先是奥运会，后是商业和经济。即使在奥运
会于３月２４日宣布推迟之后，安倍仍然在维持经
济活动和防止病毒传播之间存在犹疑。日本的利益
相关者已经为２０２０年东京奥运会花费了巨额资金，

推迟举办估计将使日本再损失数千亿日元。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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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２５日，还是为了保经济，安倍早早解除了
全国的紧急状态，但东京每天的确诊人数不断增
加，疫情出现反弹。在日本广播协会 （ＮＨＫ）５
月民调中，疫情影响下日本感到不安的人多达

７５％，对于疫情扩散感到不安的更是有８６％之多。

２０２０年５月底，日本政府提出了比预期大得
多的３１．９万亿日元的第二次补充预算，此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６．２％。加上２５．７万亿日元的第一次
补充预算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５％），应对

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疫情的财政刺激总额目前占日本国
内生产总值的１１％以上，这是冷战后几十年来最
大的一次。日本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其财政平衡
的沉重负担，预计２０２０年财政赤字将扩大至ＧＤＰ
的１４％左右。

西方还在艰难 “战疫”的上半场或中场时，中
国已进入下半场或扫尾阶段。中国经济成为疫情后
最早复苏的经济体之一，第二季度ＧＤＰ增速已恢
复至３．２％，复工复产的进程比美日欧更快更实，

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复苏提供早期推动力。日本经
济恢复及振兴指望中国的部分短期内不会减弱。当
然，对中国来说，围绕经济、技术、人文交流等方
面，中美双方都在采取减少对对方依赖的措施，部
分脱钩不可避免，日本对中国经济来说的作用也在
上升。中日强化经济合作显然是互利选择，可以为
两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并对美国发动的逆全球
化、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客观缓冲和牵制。

（三）中日对国际形势的某些共识与相互理解
增多

国际观察者认为，中日 “三观”分歧常在并成
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次疫情部分扩大或
加深了中日在世界观、秩序观上的共同认知，这至
少包括：美国并不完全靠谱、全球治理形势严峻、

全球化遭遇危机、地区合作及一体化只能加速不能
放缓。当然，日本外交的基本前提仍是维持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这些共识并没有自动转换为中日关系
加速友好发展的直接推力，但也至少有助于推动日
本外交方向在中美日三角架构间保持最低限度的平
衡。与美国指责中国的疫情处理，声称冠状病毒为
“中国病毒”不同，日本至少最初基本上没有参与

这种激烈的指责游戏。日本虽然对涉华疫情也有微
词，但并不接受蓬佩奥的说法，即新冠肺炎源自武
汉的一个实验室。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日本对因
自身 “亚裔元素”而受到美欧讥讽对待同样抱有不
满①。两国的共同深刻体会是：中日刻意保持经济
上的距离或自我孤立，在不必要存在的地方过分制
造敌意，既会加深经济危机，也会延长复苏之路；

疫情危机提供的教训不是强调分歧、阻隔合作，而
是需要认识到让全球经济免于长期停滞和萧条的共
同利益。

三、日本战略异动与中日关系 “变调”

疫情之下，美国全面打压中国以及大国博弈更
趋激烈的总体格局，作为结构性因素很快对中日关
系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作用，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不
利影响。无法忽视的是，在东亚，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仍然存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日
在海洋及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不会随着疫情流行而消
失，安全紧张局势和不信任仍将存在。随着构成中
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明显，两国之间的裂痕开
始浮现并继续扩大。自２０１７年以来一路升温的中
日关系，发生了降温现象，并有不断冷却和下滑迹
象。短期来看，疫情直接冲击了中日各层面的交流
和往来日程，而此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 “两面性”

及其牵制与竞争手段的执着推进，进一步对两国关
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一）直接扰乱既定交流日程，影响政治关系
回暖节奏

疫情对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生产生活等皆造
成严重影响，尤其干扰了高层来往和制度化磋商的
日程。众所周知，从２０１４年启动、２０１７年加速的
这轮中日关系改善，其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双方领
导人和政府的政治引领在发挥主导作用［８］。因此，

从全局视野和长远战略而言，高层互动对中日关系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就此而言，疫情对中日改善进
程和节奏确实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进入２０２０年，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国家主
席习近平行将访日的重要节点，中日相继发生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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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麻生太郎副首相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的众议院会议上曾吐槽，其２月末在沙特Ｇ２０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曾善意提醒欧洲同行

注意新冠肺炎疫情，但却被嘲笑为这仅是亚裔之病。



模的疫情流行。本来，在２０１７年尤其是２０１８年以
来中日领导人互访、达成 “十点共识”的基础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２０２０年４月对日本进行国事
访问，这将对中日关系发展起到有力的引领和升温
作用，也是２０２０年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和头
等大事。但因疫情影响，此访不得不推迟，新的日
期尚未确定，势头看好的两国关系改善计划被意外
打乱。２０２０年５月起，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针
对习近平主席以国宾身份访日的反对声音加剧，５
月２９日，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会向政
府提交有关 “反对”的决议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等
在５月到６月期间均对此事发出消极或慎重意见，

河野更是表示要将中日安全状况作为前提来讨论习
近平主席访日一事［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
复指出，为实现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宾访日，希望日
方为访问、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
氛围［１０］。

习近平主席访日事宜发生波动的背后，是日本
对华策略的微妙调整。大约自２０２０年５月始，日
本对华政策出现消极动向和 “跑偏”迹象，刺激两
国关系的做法不时显现。日本明里暗里推动对华安
全对抗、军事威慑以及经济 “脱钩”，且在涉台、

涉港、涉岛等方面显露出格言行，似有误判国际变
局与 “后疫情”形势、朝向不明智方向发展的苗
头［１１］。原因是安倍政府根据形势判断：第一，美
国打压中国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是中长期态势，中
美 “越顶”外交以及日被美 “抛弃”可能性不大；

第二，安全与海洋问题方面，短时无解，日本日益
无力单独应对中国 “压力”；第三，在选定节点和
可控范围内，联手美西方、趁势借机，在规则及技
术领域设限中国，有利日本保持 “立国之本”的经
济竞争力。

国内外形势也使安倍产生某种压力感，回调之
前的对华策略，谋增竞争优势，改变不利博弈态
势。就外部因素而言，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其姿态
转变是为了迎合与取悦华盛顿。特朗普政府 “恶
用”疫情，５月出台对华战略、升级制裁华为措施
等，全面打压与攻击中国，中美对抗显著升级。不
难想象，白宫会敦促日本等盟国加入其对华攻击和
压制，助其摆脱困境［１２］。对此，日本调整对华政
策指向，似欲加入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地缘政治竞

争与抗衡，例如最终决定协调和主导七国集团
（Ｇ７）外长会议在６月发表涉港联合声明等。与此
同时，国内政治压力也诱使安倍改变对华姿态。疫
情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日本自２０１２年安倍二次掌
权以来的长期政治稳定，其应对疫情危机的领导能
力受到质疑和批评，２０２０年４月以来的日本主要
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赞成或不评价安倍
的疫情应对表现与决策能力。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有
所下降，安倍执政基础及权力掌控显得更加脆弱。

至２０２０年７月，安倍已连续６个多月没有出访国
外，创２００６年以来未外访的最长纪录，外交似已
不再是其执政重点。在此情况下，安倍需要对有关
涉华的内部压力做出回应，甚至不排除将内政的失
败 “甩锅”给外部因素。因而，日本对华政策的延
续性，特别是其能否持续有力地改善中日关系，存
在某种不确定性，这也大大拉低了疫情期间解决两
国之间敏感问题的可能性。

（二）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
影响

此次疫情，某种程度上确实重新定义了国家安
全的范围和意义。疫情在生产、消费、投资等方面
给日本经济带来明显冲击，日本认识到国家安全和
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承认经济问题在国家安全思维中极为重要。在
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紊乱和医疗卫生商品短缺的刺
激下，日本内部加速展开关于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
的政策辩论。尽管几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改
善，但安倍政府仍认为需要 “进一步采取措施，增
强我们供应链的健壮性和韧性”［１３］。同时，中美战
略竞争加剧的背景、应对中美 “脱钩”的长远考虑
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２０２０年５月，特朗普
政府出台一系列对华消极政策和措施，对这种政策
辩论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仍需与华盛顿站
在同一阵线，将新的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的经济竞
争上。从目前的动向看，经济安保方面，需要注意
日本有调整战略并将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
全化的倾向。

２０２０年春夏之交，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ＮＳＣ）开始讨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的重头
戏是经济安全战略，具体由国家安保局下设的 “经
济班”负责制定，目标是整合对外战略中的各种经
济举措，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施策的一致性、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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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最大效力。安倍政府设想的经济安全战略五大
支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保护敏感信息、保护领海
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消除５Ｇ等下一代电信
标准的潜在威胁以及打击网络袭击、外商在日投资
的出口管制制度和措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１４］。当今的大国竞争是一种综合博弈，其中最
重要的是经济与科技领域，因为国家安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经济成功和科技领先。许多国家已经意识
到，需要改进政府治理能力，实施更明智的经济治
国之道，其中，日本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第一个实
际改变其核心安全决策部门机能，使其专门关注经
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协调的国家。

除了政策文件修订外，日本政府还加快修法以
配合这一战略调整进程。２０２０年６月７日，《外汇
与外贸法》修正案生效，该修正案旨在构建围绕外
国投资的经济安全措施———例如扩大需要预先审批
的企业范围、加强国家对投资流入的控制等，以增
强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为此，日本政府大幅
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必须通过的最低股份门槛，即从

１０％降至仅１％［１５］。自２０１９年秋天以来，日本一
直在加强对电力、军事装备、软件等十几个关键领
域的投资审查制度，疫情则促使其进一步加大相关
投入［２］。这种新定义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措施，揭
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对商业贸易的一种态度，

容易使投资者产生极大的挫败感，也可能成为世界
各国政府的负面仿效模板。

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正在继续推进生产链、供
应链回归国内，并逐步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度，确保
经济上的战略自立性。为此，安倍内阁还专门在

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中安排了促进供应链生
产据点重返国内的２　２００亿日元补助金预算。日本
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６月表示，日本过于依赖中
国，需要扩大供应来源以维持供应稳健和多样
化［１６］。受此推动，日企在可能范围内考虑将在华
生产或供应基地转向国内或东南亚的趋势正在加
速。据东京商工研究机构 （Ｔｏｋｙｏ　Ｓｈｏｋｏ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２月，约有１　０００家
日本企业放弃了中国供应商，开始分散采购生产所
需的零部件［１７］。

（三）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影响中日安全关系
同时，日本政府在２０２０春夏之交也开始着手

修改２０１３年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传统内

容部分，并力争年内完成。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
下，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系列重要影响。从种种动向
研判，日本将谋求军事安全政策的 “正常化”与
“攻击转型”。

２０２０年６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
府宣布，因技术问题取消部署美国２套陆基 “宙斯
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后，安倍迅速宣布有
意修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指导方针，据
此，日本ＮＳＣ将就新的导弹防御方式等领域进行
重点讨论。安倍政府推动战略修订的具体指向是，

以陆基 “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停止为由，考虑拥
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即远程打击力量。其思路是，

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进
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近
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
这种愿望。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
击力量及精锐攻势作战能力，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在
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 “软件”，还大胆发
展高精尖武备等硬件。日本２０１８年版 《防卫计划
大纲》，提出多维联合防卫力量构想，打造陆海空
天电网 “跨域作战”，其追求目标已接近于 “正常
大国”水准。在此基础上，谋求更进一层的 “攻击
能力”，其可能选项将有巡航导弹、对地战术弹道
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加精确制导炸弹等，其中，巡
航导弹 （引进美国 “战斧”等）的实现可能性较大
也较快。

可以看到，在军事安全方面，讨论中的新战略
意图实现重要禁忌事项的明文化、政策化与 “正
常”化，正面突破 “专守防卫”国策。在美国对华
战略竞争与打压持续发力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允许
日本超越日美战略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
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

日本推动战略调整，邻国无需对号入座，但这
种调整———高度对华、紧密联美，其释放的信息无
法忽视。安倍政府提前修改安全战略本身，就被认
为意在应对中国。２０２０年７月，安倍内阁通过

２０２１年版 《防卫白皮书》，表示中国正加大对地区
海域的领土主张力度，甚至利用冠状病毒大流行扩
大影响力并取得战略优势，对日本和该地区构成更
大威胁，“直接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称
要将中国推动的 “秩序构建”与 “国家竞争”“作
为安保领域课题，予以重大关注”［１８］。河野太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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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７月１４日的新闻发布会强硬表态：“由于中国现
在拥有自己的能力，并试图单方面改变许多地方的
现状，我们必须密切了解中国的意图。”［１９］同时，

此番战略调整之际，日本傍美、日美联动，更是明
显。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迎
来生效６０年，《日经新闻》当日的报道称：由于焦
点是应对中国，战略的修改将与美国进行协商，与
日美安保体制联动，综合讨论包括防止先进技术外
流的经济安保等措施。无独有偶，就在安倍政府发
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在一份声
明中毫无道理地拒绝承认中国的南海相关主张。

四、转危为机，续写中日新时代篇章

尽管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日本对华政策显
现一定消极动向，中日关系矛盾摩擦及不确定性有
所凸显，但疫情揭示了在一个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
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任何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都最
好通过国际合作和外交协商来实现，狭隘民族主义
与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并且，

中日在全球治理、地区合作和经济共赢等方面，仍
存在较多共识与利益对接。此前几年，可以说日本
政府踏在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脉动和基线上，这也
符合安倍所提 “日中协调”精神以及 “永远邻居”

要义。２０２０年春夏之季，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
系面临何去何从的一次重要选择。对照两国良好关
系发展指南的 “十点共识”，基于建构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这一目标，以下的政策方向与合作
举措值得双方思考与推动。

（一）以中日韩联手抗疫为契机，进一步推进
新时代次区域合作

东亚或亚洲地区合作的短板是东北亚次区域，

中日韩自贸协定 （ＦＴＡ）在日本的地区经济合作
构想顺位中居于最后。经过疫情之前２０１８年以来
尤其２０１９年底的三方领导人会议的加热升温，当
前中、日、韩三边互动的基本趋势是朝积极方向前
行。中、日、韩３国应该继续落实第８次中、日、

韩３国领导会议达成的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
望》，共同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面向未来的
关系模式。值此进程，抗疫又成为三方进一步加深
对强化区域合作和命运共同体体认的契机。疫情
下，中、日、韩３国强化了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应急

机制，在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药物疫苗研发等领
域合作，积极探讨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国际公共卫生
合作，同时确保三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可能
降低疫情对务实合作的影响。总之，中、日、韩３
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范围广泛，方兴未艾，对于维
护本地区非传统安全利益的意义重大，这有助中、

日、韩３国凝聚共识，将医疗卫生、应急管理、社
会治理纳入到新关系合作范畴，为进一步共同创造
东北亚新时代提供了机会之窗。可以预见，中、

日、韩围绕疫情的合作将为区域合作创造新的渠
道、平台和模式，并有望扩大到其他议程领域，这
对中日双边合作也有促进作用。

（二）加强协作，共同履行国际合作及全球治
理中的大国责任

克服疫情与经济萧条，世界需要合作与协调，

需要更健康更深入的全球化。同样重要的是，当前
的疫情要求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多重挑战：从通过更
公平地分配抗生素和疫苗，到恢复世贸组织的权威
和职能，再到协调努力实现危机后的经济复苏。

在世界范围内，特朗普政府主张 “美国优先”，

欧盟进一步分裂，都乏力应对国内疫情导致的社会
危机与对外援助责任。世界或地区大国中，能够承
担起国际责任并发挥领导力的国家不多，中日都有
意愿和能力进一步发挥这种作用。尽管全球与多边
机制可能并不完美，但它们仍然提供了前进的最佳
框架，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等。中日面对疫情，必
须展示决心，发挥大国责任，克服政治差异，继续
推进多边合作，维护合理的全球化进程，完善全球
治理进程，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中日可以
在不牺牲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的非传统
安全合作来加强区域和人类安全，供给更多的公共
产品。从跨国犯罪到经济金融、从能源资源和环境
安全再到国际公共安全及传染病疫情挑战等。这是
对西方部分国家借疫情污名化中国乃至东亚的有力
回应，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题中之义。

（三）深化中日经济合作与融合，夯实 “压舱
石”作用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产业转型、提质升
级的进程，刺激医疗康养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除
抗疫外，中日两国均面临艰巨的经济民生发展要
务。中日均有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及具体合作项目方面的对接部分甚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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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印太构想”与中国 “一带一路”互利的空间扩
大，尤其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第三方市
场合作方面合作潜能相当可观。

中日继续深化经贸合作以共享发展红利的前景
看好，如此也可形成对世界经济中的负面脱钩和供
应链调整动向的有力对冲。尽管有自力更生和国内
制造业回归的言论，但显然日本无法担负由全球价
值链带动的整套生产活动。脱钩将要求各国在短期
内以同等的投资水平复制目前的供应链，然而，与
建造一家富士康工厂或台积电微芯片工厂动辄需要
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相比，日本政府２　２００亿日元
的 “搬迁奖励”可谓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全球价
值链的大规模转移还将需要一支训练有素、具有竞
争力的劳动力队伍，中国有１亿多的制造业工
人———超过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总
和。显然，脱钩代价高昂、不切实际，且充满不确
定性，中日对此须管理供应链风险，而不是造成和
扩大脱钩新风险。中日协作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

使供应链多元化而不是脱钩才是实现经济安全的可
靠途径。

（四）推动区域合作以应对疫情流行及经济
增长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疫情之下及之后，亚洲
必须同时应对双重挑战：巨大的国际卫生挑战和摆
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在这两个方面确定前进道
路的任务十分紧迫。中日需要携手引领亚洲迅速采
取行动，以协调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
合作行动，避免经济萧条及社会危机。２０２０年５
月举行的东盟＋中日韩 （１０＋３）峰会为加快亚洲
地区政策行动奠定了基础，来自东南亚、中国、日
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参加了此次峰会，并致力于商讨
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

中日在管理疫情方面的记录及其经济份量，表
明两国可以在与区域其他国家合作应对疫情构成的
挑战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帮助引领亚洲经济走出危
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中日可联手
推动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规程，以快速恢复
商业流通、科教交流、劳工流动和人员旅游等。中
日还应针对疫情常态化管理新形势，积极发起一项
主动议程，推动对传染病及健康卫生管理的数字化
治理转型，包括监管连贯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
等。这对于创新工作方式、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

等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中日应推动立即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确保区
域贸易团结。１５个成员国可尽早达成 ＲＣＥＰ，向
全球发出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确保供应链和能源资
源安全、保持东亚市场开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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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１３］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　ＪＡＰＡＮ．１カ国に依存しない強靭なサ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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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イチェーン構築を支援＝安倍首相［ＥＢ／ＯＬ］．［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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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３０３８０１５４．
［１５］日本経済新聞．外資規制強化、６月７日に全面適用外為

法改正［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０－０５－２４．
［１６］日本時事通信网站．ＴＰＰ閣僚級テレビ会議を検討 中国

への供給網依存など議論―西村経済再生相［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０６－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ｊｉ．ｃｏｍ／ｊ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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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ｐ／ｗｐ２０２０／ｐｄｆ／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９］日本経済新聞．「コロナで影響力拡大」防衛白書、中国

を警戒［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０－０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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