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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國土安全部的歷史。海恩斯與拜登
在多個工作崗位共事超過 10 年。在奧
巴馬政府時期，她曾擔任總統助理和
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此前還擔任過
中情局副局長。她有望成為美國情報
部門的首位女性掌門人。
此外，美國多家傳媒報道，拜登計
劃提名聯儲局前主席耶倫擔任財政部
長。若提名獲參議院通過，耶倫將成
為財政部成立 231 年來首名女性部長。
經驗豐富的 「老將」是拜登外交團
隊的鮮明特徵。布林肯曾在奧巴馬政
府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和副國務
卿，他也是前總統克林頓外交政策演
講主要撰稿人。布林肯的少年時期在
法國巴黎成長，早年曾是一名從事外
交領域報道的記者，並在多家媒體機
構擔任評論員。
自 2002 年起，布林肯開始擔任拜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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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A 通知啟動政權過渡

拜登宣布首批內閣要員擬任名單
【 香 港 商 報 訊 】 當 地 時 間 11 月 23
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宣布了
首批內閣部長擬任名單，其中包括國務
卿、國土安全部長、國家情報總監等涉
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關鍵職位。
拜登擬提名現年 58 歲的安東尼‧布林
肯擔任國務卿，傑克‧蘇利文將出任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提名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約翰‧克里擬任美國總統氣候變化特
使，同時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在國家安全方面，拜登的任命將創
造兩個 「第一」：擬提名馬約卡斯擔
任國土安全部部長；艾薇兒‧海恩斯
擬任國家情報總監。馬約卡斯出生於
古巴，他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國
土安全部副部長。他早年曾是一名聯
邦檢察官，並在司法部工作。如果提
名獲通過，他的拉丁裔移民身份將創

http://www.hkcd.com

外交政策顧問，並參與拜登的總統競選。
蘇利文目前是拜登的高級政策顧
問。他曾擔任美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
室主任，是前國務卿希拉里的重要顧
問。蘇利文曾參與伊核協議談判，並
在 2012 年由美國斡旋的加沙停火談判
中發揮關鍵作用。
擁有35年外交經驗的托馬斯-格林菲爾
德，將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她曾擔
任美國務院負責非洲事務的助卿，在亞、
非、歐、南美四大洲有過駐外經歷。
拜登讓 76 歲的克里成為國家安全委
員會成員的決定，引起美國媒體的關
注。克里的政治履歷豐富，競選過總
統、當過參議員，並在奧巴馬任內出
任國務卿。他的任命被視為拜登對氣
候變化議題的重視。
拜登表示，這些關鍵職位的人選 「
經驗
豐富，經受過危機的考驗」。

【香港商報訊】美國總務管理局
（GSA）局長埃米莉‧墨菲當地時間 23 日
通知拜登及其團隊，特朗普政府已做好準
備正式開始政權過渡進程，並將向拜登一
方發放 700 多萬美元作為過渡資金，準備
政權交接。特朗普當日傍晚在社交媒體上
說，他建議墨菲啟動政權過渡進程，並要
求自己團隊採取同樣做法。但特朗普沒有
承認大選落敗，表示他將為挑戰選舉結果
「
繼續戰鬥」。
墨菲在信中說，特朗普政府已準備好
開始政權過渡進程，拜登及其團隊將可
以在過渡期間使用聯邦資源和服務。
拜登團隊方面隨後發表聲明說，將開
始與聯邦政府官員會面，討論疫情應
對，全面了解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和特朗
普政府各部門的工作。
美國總務管理局成立於 1949 年，負責
改善聯邦採購和資產管理，並根據 1963

年《總統過渡法案》確保大選後政權過
渡期間的聯邦資源和服務調配。
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團制的間接
選舉制度。美國憲法規定，候選人所獲
選舉人票數需達 270 張方可當選總統。美
國媒體截至 23 日的計票結果測算顯示，
拜登獲得 306 張選舉人票，特朗普獲得
232 張。
截至目前，特朗普團隊及支持者以部
分選票合法性、計票程序等多種理由在
多 個 州 提 起 訴 訟 。 據 美 國 媒 體 23 日 報
道，已有至少 30 起此類訴訟敗訴。
根據聯邦法律，各州必須在今年 12 月 8
日之前解決選舉爭議，選舉人將於12月14
日在各州舉行會議，正式投票選舉總統和
副總統。新一屆國會將於2021年1月3日成
立，在1月6日召開聯合會議正式清點選舉
人票並宣布總統選舉的獲勝者。2021 年 1
月20日中午，總統權力完成交接。

「拜登時代」即將開啟

中美博弈恐難轉變
拜登宣布首批內閣要員擬任名單

美國當地時間 23 日，拜登確認贏得美
國總統大選并宣布首批內閣要員擬任名
單。與特朗普 「大嘴巴」 「善變」 的風
格不同，拜登更像一個傳統政客，拜登
接棒對中國來說意味着什麼？中美關係
會如何變化？專家分析認為，拜登是一
個傳統的建制派政客，雖然從表態來看
似乎他對中國比特朗普溫和一些，但實
際上遏制中國早已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所以拜登上台中美關係並不會出現實質
性的轉變。可以預見，拜登上台後將會
修復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並重返多邊
框架。在短期內，拜登不太會像特朗普
那樣對中國劍拔弩張短兵相接，但長期
來看，如果美國糾集盟友對中國形成合
圍，那麼依然可能會大大壓縮中國
發展的戰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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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 難現實質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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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最受關注的是，拜登對華態度以及
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10 月 25 日，拜登
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俄羅斯是美國目前
最大的威脅，而中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此話一
出，既實在又恰到好處地釋放了美國對中國其實沒
那麼 「厭惡」的信號。毫無疑問，拜登從外表看起
來與口無遮攔的特朗普完全不同，他顯得沉穩得
多，再加上美國兩黨鬥爭激烈的關係，很多人希望
拜登上台之後能夠扭轉特朗普時期與中國劍拔弩張
的關係。
拜登上台之後的美國，對華態度究竟會如何？國
際關係學院教授儲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拜登
在 10 月 25 日對中國的表態，總得來說是一個傳統建
制派的思路。在安全上中國的確不太構成對美國的
威脅，但是在經濟上中國對美國構成很大的競爭。這
話看起來似乎比特朗普所言順耳，但中美關係其實不

會有太大實質性的改變，只是說遏制中國的方法不一
樣。拜登很可能會重啟類似於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
衡戰略，他跟特朗普那種破壞性的打法不一樣，他可
能會更加注重協調盟友聯手遏制中國，如此一來中國
也不見得更舒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副所
長張茉楠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對於政客的表
態，不要聽其言，而要觀其行。她認為，從美國的
黨派性質來看，民主黨的性質令其一直以來都是強
調 「價值觀外交」。從中美建交歷史來看，民主黨
其實更傾向於對華強硬。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
它一般是代表大資本家和金融家的利益，反而比較
會從市場利益的角度來處理中美關係。所以，拜登
的對華表態不能說明未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有所緩
和，實際上拜登上台可能會讓中國面臨更大的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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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盟友 美將重返多邊格局
那麼拜登在做法上對比特朗普會有什麼區
別？張茉楠認為，目前美國對華的遏制戰略
實際上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就對華立場
而言，無論是傳統的建制派、精英派，還是像特朗普
這樣的反建制派，實際上都是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
手。所以，拜登上台第一步，應該是跨黨派、跨派系
的協同，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一種黨派聯手的格局。這
不僅是在經濟方面，而且在科技、地緣政治等一系列
議題上，兩黨的共識會進一步趨同。
然後，在國際上，拜登或將帶領美國重返多邊格
局。張茉楠表示，他可能不像特朗普那樣強調美國
優先。可以預見拜登會聯合西方盟友，特別是以價
值觀為主導的西方 「朋友圈」，這將會在外圍上對
中國形成更大的壓力。在特朗普時代，美國與其西
方盟友更多的是一種撕裂狀態，比如圍繞關稅、數
字貿易稅，包括美國進行反制啟動 301 調查，這些
行為都可以看出美國和歐盟在貿易爭端方面並不和
諧。原因在於特朗普強調單邊，而歐盟是高舉多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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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大旗的，兩者出現很大分歧。而拜登是傳統的
建制派，他秉持的也是傳統的美國民主黨價值觀。
所以他尋求的是一種美國語境下的 「公平貿易」。
民主黨在奧巴馬時期，就一直致力於建立一個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和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也就是 TPP 和
TTIP，拜登或將延續此道。
但拜登面臨的是一個出現裂隙的盟友關係，這裂隙
是否容易彌補？張茉楠認為，從目前來看，美國大選
結果還未正式公布，但其西方盟友就迫不及待地對拜
登表示祝賀，這說明西方盟友對特朗普在任的四年相
當不滿意。美國在全球多邊體系中不斷地 「
退群」，
比如巴黎氣候協定，這在當時遭到了歐盟的極大反
對。因為歐盟是希望美國能夠成為全球領導的。而美
國不去領導全球的話，歐盟認為會造成全球治理的極
大真空。所以，拜登修復盟友關係應該不會很難。
儲殷亦表示，拜登的班子都是國會出身，這些人
基本上與西方盟友之間的關係都比較好。所以拜登
可以很快修復盟友關係，並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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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茉楠認為，目前WTO實際上已經
被美國邊緣化了。但是WTO畢竟是現
時既有的、影響較大的多邊組織，拜登
一定不會推倒重來，也不會像特朗普那樣把WTO
肢解掉。拜登可能會花更多的心思來推進 WTO
的改革，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改革。這樣的話在多
邊領域當中，中國可能會面臨着更大的壓力。特
朗普的口號是 「讓美國優先」 「美國再次偉
大」，顯然他沒有成功。而拜登要做的則是重建
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這個也未必能夠成功，但這
樣一種政策立場勢必對中國的國際戰略發展空間
進行打壓。
此外，民主黨比較擅長的是組建一個圈子，
然後將中國排除在外，奧巴馬時期的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便是如此。張茉楠表示，組建圈子時
排除中國，而組建圈子後再通過市場准入和談
判的方式對中國 「請君入甕」，這是美國主導
下國際規則常用的做法，如果中國想進去，就
抬高要價，以此來遏制中國。這種利用規則來
打壓中國的手段，與特朗普不講規則的手段相
比，恐怕規則的力量更大。
那麼中美貿易戰和美國在科技方面對中國的
打壓是否還會繼續？儲殷認為，貿易戰基本上
已經告一段落，但是高科技的封鎖仍會繼續。
對比特朗普與拜登的不同，可能就是不可控性
可能會降低。特朗普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
比較任性，而拜登不是這樣。但是如果拜登延
續奧巴馬中後期的對華政策，其實對中國的壓
力會更大，一個帶着同盟的美國顯然比單幹的
美國要強。
張茉楠認為，拜登不太會像特朗普那樣搞劍
拔弩張的短兵相接。不過，既然講規則，那就
有利有弊，因為規則可以談。對於中國來說，
除了有安全底線和國家核心利益之外，其他的
比如經貿規則、市場准入，包括知識產權保護
等，都是可以談的。所以，如果拜登講規則的
話，在短期內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可能不會像特
朗普那樣步步威逼。但是短期壓力小了，不代
表戰略上的壓力小。如果美國用規則對中國形
成合圍，那麼可能會大大壓縮中國發展的戰略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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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布局 更深層較量引而不發
目前，拜登還未上任似乎就已開始布
局。據悉，近日拜登已與日本首相菅義
偉通電話。這是未上任的美國總統與日
本首相首次通電話。在電話中，拜登就表示釣魚
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
所謂《美日安保條約》於 1960 年誕生，是美日
基於冷戰背景而簽署的。原本，該條約是為了應
對蘇聯，而蘇聯解體之後，《美日安保條約》基
本上就是為了遏制中國的法案，它相當於變相支
持日本在東海南海等地區擴張領土，其中有部分
條例在特定時刻已經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有論者認為，二戰之後 「日本國土」並不包括
釣魚島，而本次拜登卻認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
安保條約》第五條，強行誤解該法案，為日美兩
國在東亞擴張等非法活動提供所謂法律依據，可
見拜登在還沒有正式上台就已經劍指中國。

4

此外，近日包括中國在內的 15 個國家已經成功
簽署了 RCEP 協定，拜登對此的表態也十分值得玩
味兒。他並沒有直接回應此事，而是表示美國要
與其他民主國家結成聯盟。可見，拜登上台之
後，中美之間恐怕還會有更深層的較量。
不過，有一項調查結果比較耐人尋味。北京-上海
美國商會在不久前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拜登獲勝
後，多數美國公司都對在中國開展業務保持樂觀，他
們認為 「
拜登政府將有利於環境的穩定和關係的穩
定」。
不管怎麼說，中美關係又一次到了關鍵節點。
有專家認為，其實可以理解其面對迅速崛起的中
國所感受到的壓力，但美國絕不應該誇大中國的
威脅，曲解中國的立場。而對於中國來說，對於
新一任美國總統的策略，更應該提早認清並加以
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