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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动计划”的实质是什么？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称，“中国行动
计划”在“打击经济间谍”和“打击窃取知识产权”
方面几无所获。3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学术
机构或拨款机构提起12项起诉，没有一项涉及间
谍指控。2021年11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
评论》要求美国司法部解释“中国行动计划”的真
实用意并公布所有案件清单，然而，司法部只是
随后在其官网上删掉了39名“中国行动计划”相
关“被告”，其中多人曾遭到美方公开指控，但针
对他们的诉讼都以失败告终。

李海东：“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采
取“全政府”战略的组成部分，意在破坏中美之间高新
科技交流，阻碍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进而达成
减缓甚至破坏中国整体发展进程的目标。拜登政府上台
之后，虽在对外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延续了前任政府对
华政策中极具敌意的相关要素，甚至态度有所强化。具
体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依然推行“中国行动计划”及
其他相关举措，以期加快中美科技“脱钩”进程。

美方认为，中国科技水平迅速提升，得益于同美国
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密切交流。只要切断与中国的科技、
人文交流，就能维持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的科技优势地
位。由此可见，美国对自身科技水平抱有盲目自信。

龚婷：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美国官方先后在一系
列战略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乃至“对手”，提
出“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为推
行这一“战略竞争”，美国政府综合运用外交、经济、情
报、执法等多种手段。“中国行动计划”在这一背景下粉

墨登场，号称要对所谓为中国“从事商业秘密盗窃、黑
客、经济间谍、技术转移等活动”的人开展“执法”。

这种强加“罪名”的做法实为一场赤裸裸的闹剧。
几年来，这一计划下很多所谓“涉案者”最终被撤销指
控。近期美国检方寻求撤销对麻省理工学院华裔教授陈
刚的指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探究这一计划的本质，无
非是美国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利
用司法工具大搞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有罪推定，把所
谓“经济间谍、科技窃密”的罪名强加到中国和开展对
华科技、人文交流的人身上，进一步破坏中美在科技、
人文领域正常交流合作局面。

孙成昊：从“中国行动计划”的名称就可看出，这
一计划针对中国。该计划实施过程中，被指控的对象范
围不断扩大，且美方对所谓“涉案者”的判定标准十分
模糊。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大张旗鼓、不计成本，拜登
政府执政之后，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对低
调，发布所谓“案件”信息的频率有所降低。这一方面
是因为拜登政府意识到该计划可能影响其推进美国国内
族裔平等，另一方面基于拜登政府内部对华“脱钩”代
价的评估。但总体来看，拜登政府借“中国行动计划”
继续遏制打压中国的大方向没有改变。

给中美交流造成哪些恶劣影响？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发文指出，“中国
行动计划”正在营造一种扼杀合法科学合作的

“恐惧氛围”。彭博社援引维权组织的数据称，
“中国行动计划”反映了美国针对亚裔族群的种
族偏见不断加剧，正是这种偏见导致近两年针
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

孙成昊：“中国行动计划”给中美科技、人文领域正常

交流合作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第一，产生“寒蝉”效应，导
致部分美国华裔科学家在与中方合作时有所顾虑，由此减
少与中国同行的接触并关闭联合项目。第二，抬升美国国
内对华裔族群的歧视。第三，给美国其他领域的对华合作
产生不良示范作用，除了科技、人文领域，其他领域的华裔
人士也会担心是否将面临类似风险。

此外，“中国行动计划”营造的恶劣政治氛围，将造
成美国国内科研人才的流失。除了华裔之外，其他少数
族裔也不无担忧，自己是否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恶意打压
的下一个目标。这对美国国内整体科研氛围以及包容多
元的社会氛围是一种巨大冲击。

龚婷：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提起的针对学术科研机
构的所谓“诉讼”中，没有一项涉及所谓“间谍活动”。
麻省理工学院的统计显示，在这一计划下被提起指控的
约150余人中，近100人是华裔。可以说，“中国行动计
划”体现了当今美国政府狭隘而扭曲的国家安全观，破
坏了两国开展科技和人文交流的氛围，威胁了两国科学
家的正常工作生活氛围及人身安全自由，与开放包容的
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暴露出某些美国政客对华裔等少数
族裔群体的严重偏见和歧视。

然而，美国政府对“中国行动计划”导致显而易见
的种族歧视行为置若罔闻。长此以往，美国作为全球科
研创新高地的形象和吸引力将遭明显削弱。正如亚利桑
那大学和“100人委员会”近期调查显示，超过50%在美
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担心自己受到美国政府监视，许多人
正在重新考虑他们是否继续留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

李海东：科技进步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高层次
科技人才的交流。美国筑起“科技堡垒”，切断对华科技
交流渠道，必将削弱其自身创新能力，减缓其自身科技
进步速度，损人害己。美国多所高校学者、科学家屡次
联名呼吁政府停止“中国行动计划”，正是因为他们逐渐
认识到，该计划严重违背科研规律和精神，美国政府正
在不断毒化中美科技、人文交流的土壤。

此外，美国政府无中生有，栽赃、诬陷多名华裔科
学家的做法，在社会层面制造出大范围反华、恐华氛
围。部分美媒在案件尚无定论之时，便大肆炒作，诱导
美国民众产生对华警惕、抵触的心理，这必然会制造不
利于中美合作的美国国内舆论氛围，使得美国对华强硬
对抗政策更为变本加厉并难以改变。

美方应如何理性看待中美关系？

2021年9月，斯坦福大学177名教职员工曾
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指出，包括来自中国的大
量外国科学家为美国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全球性问
题，包括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以及新冠肺炎
疫情威胁等都需要国际合作。而“中国行动计
划”制造了越来越敌对的氛围。

龚婷：“中国行动计划”是近年来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泛
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典型案例，其背
后是美国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和“假想敌”
思维在作祟。近年来，美国把高科技领域视作遏压中国的
关键，在科技领域大搞人为“建墙”、“断供”、“脱钩”，甚至
故意污名化和抹黑双方科学家正常开展的科学交流和合
作。这一做法不仅破坏了全球科技开放和合作的积极氛
围，而且不符合世界大势及两国科学家和人民的利益。这
种狭隘和封闭的心态也终将伤及美国自身。美国看待中
美间正常的科技、人文交流，应该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阴
暗；多一些理解和同理心，少一些有色眼镜；多一些开放包
容，少一些蓄意阻隔甚至破坏。

李海东：“中国行动计划”对中美之间的科技、人文交
流带来实质性破坏，对形成稳定的中美关系极其不利。中
美关系由多维度构成，科技、人文交流是将中美关系向高
层次、高水准推动的基石。“中国行动计划”无异于釜底抽
薪，也将美国病态、疯狂的对华心态暴露无遗。

美国应当正确处理对华关系，尤其是个别美国政客
不应将科技和人文交流等各种议题政治化、武器化，破
坏中美合作关系的发展。美国应当增进中美彼此沟通、
理解，而不是一味恶意诋毁、扭曲。

孙成昊：中美科技、人文领域交流往来，多是人与
人之间打交道，本应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缓冲区，不应
受到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美国搞所谓“中国行
动计划”，给中美关系造成基础性损害，伤害的是两国关
系的“底盘”。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
中美两国本应携手推动医疗技术、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
交流。但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实施“大国竞争战略”，将中
国视为“竞争对手”，中美两国在共同应对疫情挑战方面虽
有合作，但尚有许多潜力没有挖掘。美国政府如能进行真
正客观理性的评估，那么就会明白，干扰破坏中美在科技、
人文领域的正常交流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上图：2021年3月20日，美国民众手举“停止仇恨亚
裔”的标语在美国亚特兰大参加集会。 新华社/美联

美国“中国行动计划动计划””引发激烈反对引发激烈反对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日，美国华人联合会在美国联
邦司法部大门外组织示威抗议活动，
要求联邦政府立即停止“中国行动计
划”，并确保所有华裔科学家、工程师
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合法权利。在此之
前，192名耶鲁大学教授联名致函美
国司法部部长，认为这一计划存在根
本性缺陷。

2018 年，美国司法部启动所谓
“中国行动计划”，以“打击经济间
谍”和“打击窃取知识产权”为借

口，针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
合作关系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性调查。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指
出，事实证明，所谓“中国行动计
划”的实质，不过是美反华势力滥用
国家安全概念、对华遏制打压的拙劣
工具。美方应倾听各界正义呼声，尽
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以中国为“假
想敌”，停止编造借口对中国抹黑打
压，停止干扰破坏中美在科技、人文
领域的正常交流合作。

热
点
对
话

英国前商务大臣凯布尔近日公开表示，英国
政府禁止使用华为5G服务和设备的决定“与国家
安全无关”，而是迫于美国压力；在他担任商务大
臣期间，情报和安全部门多次保证使用华为服务
不会带来任何风险。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也曾
透露，一位英企高管称英方曾在华为内部安插情
报人员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华为没有任何威胁。

事实上，华为落户英国近20年，对英国电信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牛津研究
院调查显示，限制华为这样的关键设备供应商进
入英国5G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将导致未来10年英
国相关网络部署成本提高 9%—29%。然而，英方
一些人竟蒙上眼睛、堵上耳朵，不肯承认摆在眼前
的事实，甚至宁愿让本国利益受损，也要跟着华盛
顿的指挥棒瞎跑，有样学样，大搞美国政客那套泛
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的把戏。

一段时间以来，跟着美国这位不靠谱的“大
哥”，英国在损人不利己的歪路上越走越远：向
亚太地区派出由“伊丽莎白”航母率领的海军舰
艇编队，狂刷军事存在感；加入所谓“美英澳三
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加剧地区核扩散风
险；多次恶意炒作涉疆、涉港议题，对中国内政
问题指指点点……不得不说，在搞集团政治、搅

乱亚太局势、毒化国际关系等方面，英国的确是
美国的“亲密战友”。

刚刚脱离欧盟、摆出一副独立姿态的英国，
为何又把自己绑上美国的反华战车？近年来，面
对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的中国，一些英国政客抱持
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心态，患上了与美国政客同
款“对华焦虑症”。加之“脱欧”后的英国不安
全感上升，急需寻找新的战略定位，因而试图通
过加强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实现“全球英
国”的发展目标。此外，英国还有一小撮人，至
今仍沉浸在“日不落帝国”的殖民迷思中，鼓噪

“对中国香港负责”的荒谬言论，以达到抹黑中
国、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只是，英国政客这种被政治私利绑架的短视
外交，注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且不说美国疫
情失控、自身治理危机重重，早已自顾不暇，更
谈不上帮衬英国。单看美国对待盟友的一贯态
度，英国就应该明白，这个动辄把“价值观同
盟”挂在嘴上的超级大国，并非良友。殷鉴不
远，过去几十年里，日本东芝、法国阿尔斯通等
知名企业都曾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相比之下，
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美国找的借口虽然更加意识
形态化和政治化，但其真实底色还是一个“利”

字。近年来，美英在自贸谈判、多边治理及地区
热点问题上也是龃龉不断。为维护自身霸权，美
国常常不惜出卖盟友利益，尽显“损友”本色。
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汤姆·福迪指出，“美国过分影
响英国的外交政策，一些举动是对英国利益不可
思议的干涉。”

在疫情继续肆虐、经济亟待复苏的今天，各
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搞“小圈
子”、挑起国家间对抗，不得人心。以“全球英
国”为发展目标的英国，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
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多边合作，才能
真正获得长足发展。自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以来，中英双边关系曾取得不少丰硕成果，
两国有识之士为中英迈入“黄金十年”作出了不
懈努力。如今，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面对后疫情时代复苏经济的紧迫任务，英国48家
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呼吁政府“不要事事跟随美
国”，指出中英贸易拥有非常好的前景，合作才
是中英关系的出路。

置本国发展利益于不顾，为他人摇旗呐喊，只
会把自己拖进死胡同。既入穷巷，及时调头方是正
理。路该怎么走，英国是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一味随美遏华，英国将走进死胡同
□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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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日韩合作对话举行

本报电（记者严瑜） 近日，在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支持下，由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
团、韩国东亚财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合作”——第八届中
日韩合作对话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召开。来自中日韩三方的50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如何合作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落地实施、共建安全稳定绿色供应链、合作应对高龄少子化
等中日韩三方普遍关注的议题进行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在各方努
力下，RCEP已正式启动。要创新思路和手段，努力使双边和三边合
作更富有活力，更符合实际，更能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健康稳定
向前发展。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开幕式致辞中建议，
抓住 RCEP 正式生效的机遇，争取实现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大突
破。迟福林认为，立足RCEP，推动具体领域高水平的务实合作，释
放中日韩“小多边”与RCEP“大多边”相互促进的积极效应，既有
利于中日韩三国，也对RCEP框架下的区域经贸合作有重要影响。

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丰田正和在致辞中指
出，RCEP生效，日本、中国和韩国首次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打破贸
易和投资壁垒，三方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增进。下一步，日中韩三国
要推动贸易投资逆势增长，开展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

韩国东亚财团主席金星焕在致辞中指出，中日韩在疫情持续的情
况下，持续开展合作对话，就共同面临的问题分享经验并寻求改善方
案，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RCEP生效，中日韩三国迎来了推进自
由贸易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欧渤芊在致辞中提出，在疫情影响持续
的背景下，需要着眼未来，积极探讨面向未来的中日韩三国合作，如
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长效的专家交流机制，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联
通，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加强绿色经济合作，加强三国在应对
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艰巨挑战方面的合作，继续推动三国人文交流和公
共外交。

■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教授 李海东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龚 婷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龚 婷

■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孙成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