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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谈：2020 年日本外交，多边国际秩序的纽带 
 

 

茂木敏充 外务大臣 vs 田中明彦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美国和中国都拥有强大的国力，有时也会采取一国主义行动，该如何让两大国为稳定国际秩序做

出应有的贡献呢？就 2020 年如何对日本外交进行掌舵，特走访了茂木外务大臣。 

 

田中明彦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大臣至今为止一直担任重要内阁成员，作为外务大臣回顾

以往，您有什么感想？ 

 

茂木敏充外务大臣 外务大臣 2019 年 9 月 11 日就任外

务大臣以来，时间荏苒，已经过去 4 个月了，但就任外务

大臣后不久便为参加联合国大会访问了纽约，出席了关于

安理会改革、开发、裁军、不扩散等领域的多次会议，并与

各国的外长一起进行了会谈。11月在名古屋召开 G 8 外长

会谈，就推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治理、可持续开发（SDGs）、

非洲开发等主题，与各国外相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另外，以

我为中心进行谈判的日美贸易协定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在

12月的临时国会上得到批准，于今年 1月 1日生效。 

另一方面，国会期间，也有日美贸易协定的审议，不得

不停留在国内，会期结束后开始了正式出访外国。11 月末

在新德里举行了日印外交和防卫相会议“2+2”，12月访问

了斯里兰卡，又出席了在西班牙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外

长会议，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拉夫罗夫外相就包含和平条约问题在内的两国关系进行讨论。此外，

还出席了年底在中国成都召开的中日韩峰会。新年伊始，除了访问了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 4个国家外，还访问了美国，和庞培奥国务卿交换了意见。  

 

茂木敏充外务大臣 

（照片・渡边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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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访问的茂木外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在拜会杜特尔特总统之前，访问了菲律宾沿岸

的警备队。日本政府视察了用日元贷款支援建造的巡逻船“MALABRIGO”号。 

 

日美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体制  

 

田中  正如大臣提到的那样，日美贸易协定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于 1月 1日生效。这两个协定是

茂木大臣从前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开始着手制定的。你怎么看其意义？ 

茂木  日美两国的经济占世界 GDP 的 3成，根据日美贸易协定的生效，与 TPP 11（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一起，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覆盖

整个世界经济 6成的自由贸易圈、经济圈的诞生。作为全球化的反弹，世界处于保护主义抬头的

状况下，我认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自由经济圈扩大的意义十分重大。               

 

田中 想必在日美贸易协定的交涉过程中，也有困难的局面。               

茂木 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碰撞的谈判十分艰难。自 2019 年 4 月谈判开始以来，和莱特希泽

贸易代表召开了 8次部长级会议。但是，最终对于日美双方来说，构筑了双赢的关系，成为了构

建信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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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5 日，法国比亚里茨 G7 峰会的第二天，日美两国围绕日美贸易协定基本上达成一致意

见。这是占世界 GDP 约 30%的贸易协定。该谈判根据 2018 年 9 月 26 日的共同声明，由日本经济再生

担当相茂木（当时，照片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右数第二人）举行此次谈判。 

图片：日本内阁广报室 提供 

 

这个协定的焦点是农林水产品和汽车。关于农林水产品的进口，正如 2018 年 9 月日美共同声

明中明确记载的那样，所有项目都在日本“过去的经济合作协定中约定的允许进入市场内容”的

范围内。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由于 TPP 11 等的生效，牛肉等本国的主要产品也能解除落后于

其他国家的状况，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内容。               

关于汽车的出口，明确确认了不征收最令人担忧的附加关税。而且排除了数量限制等措施也

有很大意义。在这一点上，不仅对日美两国经济的发展，也对基于自由、公正的规则的世界经济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田中 关于日美数字贸易协定怎么样看？ 

茂木  数据驱动型的经济迅速扩大，预计数字贸易也会扩大。在这个领域走在最前端的日美提出

了高水准的规则，这是今后的指标吧。在 2019 年 6月的 G 20 大阪峰会上，在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可信赖的自由数据流通）的概念下，启动了“大阪轨道”，沿着这一潮流，日本主导

着在数据流通的领域中制定 21世纪型的规则——我想已经形成了这种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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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  正如大臣所说，TPP11、日本欧盟 EPA，以及这次日美

贸易协定和日本达成的高质量贸易协定，对维持和发展国际

自由贸易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另一方面，美国在谈判中使用了本国的通商扩大法第 232

条等，对同盟国日本也施加关税压力的姿态是毋庸置疑的。或

者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高级委员会中，由于抵抗对不足委

员的任命而导致机能陷入瘫痪等举措，也可以看出美国的单

边主义倾向。为了维持国际社会的多边秩序，需要什么样的方

法呢？  

 

茂木  美国的时而单边主义的做法让世界稍稍感到困惑，这是事实，但如果考虑到占世界经济的

巨大比例的话，没有美国的贸易秩序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也是如此，在制定各

种规则时促进美国和中国的积极参与是非常重要的。WTO 改革也是如此。 

美国在迄今为止的自由贸易体制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脱离 TPP，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尚

未解决，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也停滞不前。在此情况下，首先，

日本通过日美贸易协定起到了使美国停留在自由经济圈中的作用。关于中国，东亚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也正在迎来佳境，这也是让中国在通商界中承担重大责任主体的过程。

作为日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继续把美中卷入高质量的自由贸易网。  

 

田中  日本的角色很重要。  

茂木  在与各国的外长等会谈中，很多人会评价 TPP11 和日美贸易协定说“谈得真不错”。我认

为这不仅仅是谈判达成一致，日本也能在维持和强化自由贸易体制方面取得领导能力，这也是对

这种期待的具体表现。我想继续好好回应这份期待。              

 

围绕技术霸权对立的美中和日本 

 

田中 在日本，有人认为 GDP 已经被中国赶超，已经沦为经济小国，但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三经济

大国，这个第三经济大国向第一和第二位的国家，积极地呼吁为国际秩序的安定做出贡献，其意

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刚才大臣说的话，非常令人鼓舞。 

 
田中明彦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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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对立处于长期化。虽然去年末美国中间的贸易谈判达成了 “第一阶

段” 贸易协议，但今后也将继续面临困难局面。实际上，世界上的价值链从去年中期开始就有了

相当大的重组。而且，在尖端技术和安全保障相关的技术领域，摩擦的范围正在扩大。我想问一

下，日本如何参与美中对峙的这种状况。               

 

茂木 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美中摩擦不仅是单纯的贸易摩擦，说起来已经到了围绕技术霸权的

对决阶段，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全部解决。但是，至少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经济大国，互相进行

报复关税的升级，不仅对两国，对世界经济也没有好处。这一点要伺机传达给美中双方，不管怎

样，对于美中摩擦的动向对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今后也必须高度关注。 

    同时， 2019 年底还编制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补充预算。主要的目的是灾害对策，另一个是，

做好世界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准备，即使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日本经济也不会折腰，这也是其中的

一个支柱。我们将一边关注国际经济的动向，一边毫不犹豫地采取万全的对策。 

 

田中 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呢？ 

茂木 AI（人工智能）、机器人、IoT（物联网）、量子技术等，将从本质上改变今后的经济社会

和国民生活，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革新，现在正在发展中。在这里，美中之间的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这是关系到安全保障领域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是非常严重

的。               

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体制，保障制定关于技术开发、流通透明的共同规则，在此

基础上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技术。这与刚才田中老师提到的 WTO 功能不健全有关。现在，不仅仅

是美国，很多国家都对 WTO 的存在方式——无法正确收集数据和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规则等抱

有担忧，这是事实，我认为在 WTO 改革方面，日本也有必要起到核心作用。 

 

日中关系的改善和海洋秩序  

 

田中  如果说以贸易为开端的美中摩擦也存在与安全保障相关的技术霸权之争的侧面的话，对于

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来说，和中国构筑怎样的关系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安倍总理 12月出席了日中韩首脑会谈，因新冠肺炎（COVID-19）延期，但春季习近平国家主

席调整访日时间等，总体来说日中关系将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与中国之间仍存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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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悬案。尖阁岛周边的中国公船活动也是如此，去年也发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研究人员被拘

留的事件。而且，美中的技术竞争不仅对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也有很大影响。在这样的情况

下，应该如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呢？  

茂木 首先从现状认识来看，现在日美同盟是前所未有的牢固。安倍总理和特朗普总统有着个人

的信赖关系，另外，日本在以和平安全法制为首的支持同盟的各种制度方面和实务方面进行着努

力。另一方面，日中关系在过去也有过首脑间几乎没有往来，难以正常沟通的时期，但是现在也

定期进行首脑间的往来。日中关系完全恢复正常轨道。我认为对日本来说，对美关系和对中关系

不是零和博弈。虽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轴心，但与中国之间在各种领域进行合作，发展关系

也有助于国家利益。这只是两国间的关系。北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东亚或国际社

会有待解决的悬案中，中国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样的课题，美国、中国以及日本一起找

到解决办法——日本必须要发挥整顿这种环境的作用。 

 

田中 在东海、南海如何应对中国向海洋进军？ 

茂木 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日中关系完全回到了正常轨道，但另一方面，东海、南海的力量单

方面改变现状的动向依然持续着。作为日本，必须坚定地主张航行的自由和法治的普遍价值。同

时，日中之间正在就安全保障领域进行协商。例如，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防卫当局之间的海空

联络机制和海上搜索救助协定等成果已经出来，今后也将继续具体地推进两国间合作。 

 

田中 经济领域如何？ 

茂木 关于这个问题，在国际标准下，就加强在有潜力的领域的互利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在贸易方

面，2019 年 11 月签署了动物卫生检疫协议，成为日本牛肉再次对中出口的重要第一步。               

关于日中关系的现状，包括批判性的见解在内，我知道日本国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

为了解决安全保障、日本人的安全或者人权等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进行高层往来、首

脑间的会谈，妥善处理是很重要的。 

 

连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一带一路”的共同基础是什么？ 

 

田中 2019 年 12 月，大臣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论坛上发表了“日本在印度太平洋的构想”。

日本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关，无论两者是竞争关系还是

合作关系，对东南亚、南亚等国家来说都抱着期待和担忧。如何梳理这方面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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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木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非洲的广大地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经济增长的潜力也非

常高。另一方面，也是有各种各样需求的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成长，如何应对这些需

求呢？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澳洲或者包括中国、印度在内，想法上没有太大的区

别。对于日本来说，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希望持有相同价值观和想法的各国都能参

加，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实际上，我认为有各种形式的日中合作活动的余地。因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根本不

是与中国地“一带一条”路进行对抗。另外，在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如果有日本企业可以参

加的项目的话，日本也会支持的。               

因此，重要的是推进开发之际，事业的透明性、开放性、债务的可持续性等世界共通的想法

不可或缺。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共享，为地区的发展互相切磋合作不是很重要吗？ 

 

流动化的朝鲜半岛局势 

 

 

2019 年 12 月 24日，为参加日中韩峰会访问中国成都，茂木外相在同日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之前的重要时机，出席

了与康京和韩国外交部长的会谈。确认了围绕北朝鲜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对于最大的课题——原朝鲜半岛出身的劳

动者问题再次强烈要求纠正违反国际法的状态，同时就两国间各种交流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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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 最后问一下朝鲜半岛形势。对于北朝鲜无核化的应对和为此不可缺少的日韩或日美韩的合

作，您有什么看法？               

茂木 从北朝鲜的现状来看，日韩、日美韩的合作没有现在更重要的时期。因此，在与韩国的关

系中，建立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根据 2018 年韩国大法院的判决，

颠覆了日韩关系的基础，并且韩国持续着违反国际法的状态。我们将继续强烈要求韩国政府尽快

纠正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北朝鲜所有射程的弹道导弹发射都明显违反安理会决议。至今为止也通过各种机

会向美国、中国等相关国家传达了日本的立场，关于这点，我认为相关国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作

为日本，我想在慎重看清美朝谈判今后的发展的同时，同过日美以及日美韩紧密合作，并且与包

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边合作，一边好好地支援美朝谈判进程。同时，解决绑架问题

是安倍政权最重要的课题。各位受害者，各位家人都已年迈，需要尽快解决。这是日本应该主动

解决的问题，我想在冷静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不放过任何机会，勇敢地采取行动。 

 

田中 理解了茂木外交就是对美国以及中国积极发表意见，引导两国向好的方向发展。非常期待

今后的发展。 

         （2019 年 12 月 11 日收录，1月 17 日最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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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木敏充 1955 年出生。78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83 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大学院（公共政策）。

曾就职于丸红、读卖新闻记者、麦肯锡公司顾问，93年参加众议院选举，首次当选。之后连续 9

次当选（旧栃木 2 区，栃木 5 区）。外务副大臣、国务大臣（冲绳・北方、科学技术、IT 担当）、

众议院厚生劳动委员长、金融・行政革担当大臣、经济产业担当大臣、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经济

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等，2019 年 9月开始担任外务大臣。自民党内也曾担任干事长代理、栃木县连

会长、宣传本部长、政务调查会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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