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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美中关系 40 年 

 
1972 

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共国，并会见毛泽东 

 

 

 

1979 
 

当时的卡特总统建立了与中共国的正式外交关系 

 

1984 
 

里根总统访问中共国 
 
 

1989 
 

天安门大屠杀 

 

1993 
 

克林顿启动了与中共国所谓的“建设性合作关

系”  

1996 
 

中共国试图通过非法的竞选捐款行为影响美国

1996 年大选 

 

2000 
 

美中贸易正常化及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8 
 

中共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外国持有者，超过了日本 

 
 
 

2010 
 

中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之

后  

 

2014 
 

习近平宣布对新疆“绝不手软”，奠定了（在新疆）

建设庞大集中营的基础

 

2015 
 
奥巴马总统邀请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在这次访问

中，中共国承诺其无意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  

 
 

2018 
 
为了应对偷窃知识产权及其他伤害贸易的其他行为，

川普总统开始对中共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中共国采取报复手段，对美国商品也加征关税，贸易

战正式开始了 

 

2019 
 
3 月: 香港人开始上街游行，抗议香港国安法  

 

5 月: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接

触美国科技  

 

11 月: 作为对黑警残暴镇压香港和平抗议的回应，川

普总统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20 
 

中共掩盖冠状病毒爆发真相，使得病毒迅速变成一场全

球大流行 

 

6 月 30 日: 中共国通过了新的《国安法》，根据该

法，若香港境内及境外的任何人鼓吹民主意识、抹杀

“一国两制”的长治久安的政策，该等人士均会被严

惩。 

 
 
7 月 4 日: 为了应对香港所谓的国安法，川普总统终

止了美国对香港的优惠贸易地位 

  

 

7 月 23 日: 美国下令关闭中共国驻休斯顿领馆，称其为

“间谍枢纽”。中共国施以报复措施，关闭了美国驻成

都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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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30 日 
 

 
尊敬的凯文麦卡锡先生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主席 

华盛顿特区 

邮编：20515 

 

麦卡锡主席：  

 

您于 2020 年 5月 7 日宣布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简称“工作组”或“CTF”）,并任命我担任工作组

组长，特此向您提交本报告。 
 
 

我们当今所面对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威胁。迄今为

止，COVID 大流行已导致全球 100 万人丧生、并摧毁了世界经济，美国已经觉醒，我们中的许多人过去一直

在谈论以下话题 – 中共才是我们的战略敌人，而且是中共一直在全世界不遗余力地宣传其假丑恶。 

 
 
您指派 15 名议员参加工作组，他们分别代表了美国众议院 11个委员会，旨在评测与中共有关的六大挑战：意

识形态的竞争、供应链、国家安全、高科技、经济与能源及反垄断领域。本工作组总计进行了 60 余次简报

会，参会者有现任政府及前任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民主党及共和党）、企业高管、驻外大使及数名外部专

家。本工作组总共与超过 130名领袖人物合作，听取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历经几个月的简报会（包括：远程

及保持社交距离的现场简报会，保密及非保密简报会），本工作组撰写了本报告，包含 82项发现的关键问

题、及 400 余条言简意赅的建议。 
 
 

在过去的六个多月时间里，您讨论了建立两党特别工作组以制定长期解决方案以解决中共恶行的问题。但不

幸的是，自今年 5 月开始的这一努力，一直被民主党领导人称之为“分散注意力”，并拒绝参与其中。但，

如您所知，本工作组一直持续不断地邀请民主党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以应对这一紧迫挑战。例如，今年 7

月，本工作组邀请众议院全体议员提交其建议或供讨论的议案；只有共和党议员出席了那次会议。另外，我

们邀请了全体议员就其辖区的中共行为提供案例（如：偷窃知识产权），但还是只有共和党议员做出了回

应。 
 
 

我相信，如果有民主党同仁的参与，本报告的内容将会更加丰满。中共从未尊重过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

异，我们只有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才会强大。本着这种精神，本工作组优先考虑那些两党共同支持、且已进

入立法程序的建议。因此，超过一大半的立法建议均已获两党支持，且超过三分之一的立法建议已获众议院

或参议院通过。本报告是国会两党一致行动的蓝图，政府可立即采取行动以应对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最大的

国家安全及经济安全挑战。 

 
 
我瑾表示对您成立本工作组的赞赏和感谢，并希望继续与您和两党的同事们一起执行本工作组的建议。 

 
 
 

 

祝好,  
 
 
 

 
Michael T. McCaul 
 
中国问题工作组组长



 
 

美国希望与中共国建立开放和建设性

的关系，但实现这种关系需要我们积

极的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共政府

不断违背它对于我们和其它许多国家

的承诺。 
 

- 美国总统唐纳德.J.川普 
 

“川普总统就针对中共国的行动发表的讲话”  
May 29, 2020 

 
 
 
 
 
 
 

美国曾希望，经济的自由能使中共

国与我们和世界建立更广泛的伙伴

关系。相反，中共国选择了经济侵

略…” 

-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彭斯副总统就政府对华政策发表的讲话”  
2018 年 10 月 4 日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我

们必须面对这个严酷的事实，而这一

事实将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中指导我

们，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 21 世

纪，而非习近平梦想的中共国世纪。

盲目与中共国接触的旧模式根本无法

实现这一点。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

也不能再重蹈覆辙。”  
- 国务卿迈克尔.R.蓬佩奥  

“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20202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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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工作组感谢为审议工作提供支持的许多个人和组织。虽然有些人名和组织在本报告中并未提及，但他们的投入并未被

遗忘，他们的努力帮助形成了本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最重要的是，本工作组要感谢很多工作成员为这一成果所作出的贡献，感

谢他们的辛勤工作以及对国家的奉献。 
 
 
 
 

Luke Murray, Leader McCarthy Republican Staff Lead  
Brendan Shields, Chair McCaul Republican Staff Lead 

特别感谢对本报告做出贡献的委员会和办公室成员： 
 

Bryan Burack, Dan Markus, Davis Pace, Chris Farrar, Laura Fullerton, Jenny Gorski, Leslie Shedd, Caroline 

Campbell, Lauren Gillespie, Sophie Seid, Sarah Markley, Kim Lehn, Jenn Wickre, Angela Ellard, Tim Kurth, 

Kimberly Betz, Michael Koren, Forrest McConnell, Anthony Chang, Phil Poe, Josh Snead, Nick Vance, Alex Ricci, 

Derek Harvey, Lindsay Ratliff, Hunt VanderToll, Jenna Lifhits, Troy Dougall, Chas Morrison, Stephen Hostelley, 

Matt Tucker, Austin Weatherford, Michael Mansour, Ashley Sntoskiewicz, Mike D’Orazio, Jason Eagleburger, 

Patrick Hester, Cam Madsen, Walker 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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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工作组(CTF)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以明确中共

全球恶行威胁的规模和紧迫性，并制定具体的、可执行的应对计划。该建议摘要见附录一。

中国问题工作组与两党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使节和各种对外专家进行了简报。

中国问题工作组与 130 多名领导人进行了多达 60 次的广泛接触，以收集信息，了解他们的

观点并提出问题。 

中国问题工作组的 15 名成员代表了美国众议院的 11 个委员会，他们的丰富经验确保了本工作组

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一多方面的挑战。成员们被分配到六个支柱部门以应对中共国的多方挑战：意

识形态竞争、供应链安全、国家安全、技术、经济和能源、以及竞争力。委员会和个人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除了提供简报和进行研讨外，还提供政策专业知识方面的支持。虽然中国问题工作组举

行了十多场全员简报会，但大部分活动是在支柱部门级别进行的。 

中国问题工作组的总体目标是利用收集到的信息汇编成一份全面的报告和行动计划，向美国

公众说明国会和政府如何才能更好的应对来自于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中国问题工作组引用了公开的信息来源。因为本工作组的大部分简报不

是不公开就是保密的。最终报告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提交给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供其

审议并最终发布。 

 

 

 

 

 

 

 

 

 

 
 



 
 

摘要 
 

 

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际威胁 

自从 40 多年前，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建

交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求让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成

员国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行列。美国领导人，基于

扩大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将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将

引导中国共产党（CCP）改变的假设，奉行了一系列

的接触战略。由于这个战略，让美国对中共的侵犯

人权、经济渎职、扩张主义的侵略、中共的空头支

票、以及中共对共产主义这个美国的敌对意识形态

的追崇、往往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简而言之，

这个战略是个失败的战略。 

仅在去年，中共就违反了一条国际条约，破坏了香

港公民的自由；对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在内的少数

民族进行了持续性的压迫；加强了其军事集结，以

便更利于其进行军事挑衅和对其他国家的海上主权

进行侵犯；还在印度边境发生了小规模但致命的冲

突，企图掠夺土地；对不丹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

除上述事件外，中共还通过强迫医生们禁声和压制

本该向全世界公布的医疗信息，使一场区域性病毒

爆发变成了一场全球病毒大流行，导致近 1 百万人

死亡，而且还摧毁了世界经济。这场大流行暴露了

美国供应链的各种弱点，暴露了美国过度依赖中国

所带来的危险，也暴露了美国对更强大的本土医疗

和技术制造能力的需求。 

这一系列的警示性事件揭示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对国

际体系的核心原则的破坏，以及对美国的安全和繁

荣的威胁。对中共及其压迫性议程的宽大处理和迁

就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了。如果我们想要维护全

世界的民主和自由， 美国与我们的盟友们必须采取

果断的行动，夺回主动权。对中共恶行的处理不应

该仅仅是我们各政府的众多优先事项之一，这应该

是自由世界的组织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评估 
 
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共对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威胁的紧

迫性和严重性，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启动了为国会

和政府制定一项政策行动计划，以更好地应对中共

这个全方位的挑战。尽管共和党人在连续几个月

里，反复多次地向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发出邀请，但

他们拒绝加入或参与这项重要的工作。由于中共威

胁的紧迫性， 共和党人别无选择，只能单独行动，

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代表 11 个委员会的 15 名成员讨论了美国与中共的
战略竞争，他们讨论的重点是：意识形态之战，供
应链安全，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以及和
前任竞争力。CTF 与两党现任和前任的政府官员、企
业高管、大使和各行业的专家们一起举行了简报
会。CTF 一共与 130 名领导人进行了接触，让他们为
《全面行动计划》提供见解和解决方案。 

 

研究结果 
 
经过数月的准备，这里包含了虚拟的简报会，在保
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进行的面对面的秘密的或非秘
密的简报会， CTF 起草了这份报告。其中包括了 82
项主要调查结果以及 400 多项的前瞻性建议。CTF 把
优先考虑对象放在了得倒两党支持并已在立法过程
中取得进展的那些建议上。因此，超过半数以上的
建议是受到两党支持的建议，而且超过三分之一的
建议已经在参众两院被通过。这份报告是国会和政
府已经可以采取的两党行动的蓝图，以应对我们这
代人所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挑战。 
 

来自 CTF 的关键性建议包括以下几点： 
 
意识形态之争 
 
• 评估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罪行是否构成种族灭绝，

全面执行针对中共在香港的镇压行为而出台的制

裁法案，并且还要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来回应

中共从侵犯宗教自由到器官强摘，全方位的侵犯

人群行为。  
• 协调一个动员整个政府的，信息攻势运动，用真

相和我们的价值观来打击中共用他们的宣传机器

传播的谎言和恶意的意识形态。 
 
确保我们的公民在观看或收听中共赞助或审查的

媒体和娱乐内容是能清楚的意识到中共在这些内

容中扮演的角色。 
 
• 要求在联合国系统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实行

透明和问责政策，以此来应对中共在全球的恶性

影响。  
• 向那些能帮助民主斗士获得数码安全，确保他们

的移动访问和在受到网络攻击后能重建网站的技

术和分发设备拨款。  
• 突显中共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包括突出中共作为

世界最大碳排放量的地位 



 
 

供应链安全  
通过以下方式更好地保障我们的医疗供应链和国

家安全供应链：  
• 提供积极的、明知的、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措

施来加快我们的研发和关键药品、医疗用品、

医用成分、测试剂和疫苗的生产；  
• 建立必要的财政拨款项目来促进国内重要技术

的生产，并且设计税收激励措施来确保美国先

进半导体的供应；以及 

• 彻底改革联邦矿产开发的许可程序，把重点放

在矿产提炼水平的提高上，以此减少工业需求

和国防工业基地对中共在矿物质上的依赖。 
 
国家安全 
 
• 与国防部（DoD）合作，实现部队结构、态

势、作战概念和采购的现代化，以遏制中共在

印度洋-太平洋和世界各地的侵略。  
• 确保核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同时开发和部署在

印太地区对抗中共解放军至关重要的常规作战

能力，包括地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 强调国防预算每年需要至少 3%-5%的实际增长

的必要性，以遏制和击败中共解放军和其他对

手。  
• 加强对美军保护其太空能力和通过私营投资来

执行太空探索目标的重视。  
• 切段对中共军工基地相关公司的物质支持，包

括从与中共军方相关联的公司撤资。  
• 为美国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的完整性保驾护航，

这包括识别外国恶意行为者和确保任何参与干

涉美国大选的个人不允许进入美国，如已在美

国境内，则应被驱逐出境。 
 
• 为调查，刑事指控和其他针对中共赞助的知识

产权盗窃的行动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时堵住中

共一直以来在利用的我们签证系统中所存在的

漏洞。  
• 增强联邦反间谍能力和提高普通话语言运用能

力。 

 
科技 
 
• 采取动员整个政府的方式来评估中共在 5G 网

络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并且在识别和应对这些

风险的行动中加强美国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间

的合作。 
 
• 支持成立一个新的， 由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

D-10 集团，以开发和部署 5G 及后续产品，并

建立一个补偿计划，让公司从其通信网络总移

除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设备。 

 
• 确保美国在明日科技中的领先地位，这些科技

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 和自动驾驶车

辆。   
• 制裁来参与经济或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共国电信

公司和与黑客新冠病毒疫苗研究有关联的中共

国实体。 

 
 
经济和能源 
 
• 确保没有任何纳税收入用于支持任何的中共国

有企业。 

•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国协调进出口管制政

策，以确保关键科技技术，包括半导体生产设

备和研发不落入我们对手的手中。 

• 加强对中共国对美国公司的投资或运营的审

查。 

• 加强与我们的盟国间的贸易关系并建立美国美

国标准，以此来对抗中国的影响。 

• 推行能阻止和防止中共国的知识产权盗窃的贸

易政策。 

• 对中共国进入美国的投资实行和美国进入中共

国的投资的相同待遇，以恢复双边投资规则的

对称性。 

• 确保中共国公司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需

要遵守与美国公司有相同的财务披露标准。 

• 深化与台湾的贸易往来，解决具体的悬而未决

的贸易问题，以便在这些问题得以解决以后，

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启动贸易谈判。 

• 加强发展金融公司、进出口银行和其他政府行

动，来更有力的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债

务陷阱外交。 

 

竞争力 
 
• 在未来的 10 年内，将对基础科学和科技的拨款

翻倍。 

• 通过增加对 STEM 教育的协调和拨款来培养跟有

能力和技能的劳动力。 

• 加强对美国高校和主要研究机构敏感研究的保

护，包括限制所有联邦雇员和承包商参与外国

人才计划。 

• 要求美国高校每年披露来自中共国的所有捐

赠。 



 
 

目录 
介绍············································1 

• 中国共产党 

• 我们必须停止对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忽视  
• 中共的崛起及其威权主义的拥抱影响着每个美国人的生活  
• 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行动招呼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8 

• 序言  
• 意识形态超限战  
• 美国的外交资源   
• 恶劣影响及统战工作  
• 人权  
• 全球腐败问题  
• 环境问题及环保  
• 国际组织  
• 信息治国 

 
• 意识形态盟友 

 
第二章: 供应链·······································20 

• 序言  
• 美国国防工业基础  
• 敏感和战略材料  半导体 
• 供应链外交 

• 健康、医疗供应、和药品安全 

第三章: 国家安全······································28 

• 序言  
• 国防  
• 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  
• 反情报和非法活动  
• 干扰选举与美国国内影响 

 
第四章: 技术领域······································53 

• 序言  
• 新兴技术  
• 太空探索与技术  
• 隐私风险和消费者保护 

 
第五章：经济与能源·····································67 

• 序言 

• 进攻性工具：制定积极的议程及促进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利益 

• 防御工具：保护美国工业和技术不受恶意影响 

 
第六章: 竞争力·······································80 

• 序言  
• 通过宏观层面的竞争力措施支持美国创新  
• 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美国劳动力  
• 保护美国研究和创新的完整性 

附录 
APPENDIX I: 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89 

APPENDIX II: SUMMARY OF COVID-19 ORIGINS REPORT········································108 

APPENDIX III: ACTIONS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AND UNUSED AUTHORITIES ····························114 

APPENDIX IV: TASK FORCE ACTIVITY ·············································· 116 

APPENDIX V: ENDNOTES ···················································· 119 



 
 

 

 

中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

走越远 – 对内加大压制、更具侵略

性的经济措施、加大其霸权主义，还

有，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具扩张性的

军事布局” 
 
 

- 美国国防部部长, 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  
慕尼黑安全会议   

2020 年 2 月 15 日 
 
 
 
 
 
 
 
 
 
 
 
 

 

 

我们所珍视的、而且在美国已经是根

深蒂固的许多差异，在中国已经非常模

糊了（假设它们在中国曾经存在过）。

我所指的差异是，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差

异、（中共的）民间与军方及民用与军

用之间的差异、（中共的）国家机器和

其商界之间的差异。” 
 

-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雷  
 

“中共国试图影响美国问题研究所” 
 

2020 年 7 月 7 日 



 
 

中国问题工作组报告  

 

介绍 
 
 
 

序言 
 
1989 年 1 月，里根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提醒所有的美国人：

“只要我们记住我们的首要原则、并相信我们自己，未来就

永远是我们的。”他又说到了美国对苏联（或任何极权主义

政权）政策 – 必须建立在事实和行为上、而非善意的想法

和承诺。这位伟大的沟通者所言依然是美国人智慧与强大的

试金石。  
六个月后，中国共产党（“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了

成千上万参加和平抗议、并呼吁民主改革的无辜学生。但

在屠杀后的一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竟然秘密前往北京

会见了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邓就是命令并指挥大

屠杀的人。在此五个月后，同一个美国官员竟然在天安门

屠杀现场
3
英里外的地方与他的中共主人碰杯庆祝，并说

他和他的代表团“作为朋友来到此地，恢复我们直接重要

的对话”。  
美国的领导人迅速放弃了里根总统请我们记住首要原则的

建议，后续历届（美国）政府不顾中共对美国价值观的威

胁，帮助中共建设、使其变得强大起来。
1
美国领导人无

视中共所宣扬的既定目标和其所作所为，而仅以两国间加

大贸易和投资就可以促使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走向自由

这一错误的假设和空洞的承诺之上，而做出这一决定。  
 

如果这种毫无原则的合作继续进行下去的话，美国

就会丧失未来，而被今天的共产主义强权而击败。 
 

 

这种过度乐观的政策造成了我们整个国家无数工厂被关

掉、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失去工作。这场危机非常紧迫，

因为他们是现实存在着的，而中共盯上了我们美国经济和

技术竞争力的最尖端部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AI）、半

导体技术和量子计算机技术。中共的野心已扩张到全球，

其具有核威胁能力的 200 万军队已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

因此整个军事力量的平衡已向中共倾斜。中共正在威胁世

界体系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一体系本来是为了防止类

似 COVID-19 大流行危机的。  
为了确保我们的未来，美国必须采用里根总统的智慧。美国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必须以美国的原则为准

则，以事实为基础。而这要始于承认以下事实：中共完全致

力于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消灭任何可察觉的、对其

“安全”的威胁。 

 

 

 

   

 
 
— 其中最主要的所谓威胁就是支撑美国社会和美国建立的

国际体系的价值观。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共的每一个决策和行动。（中共

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教徒被蒙上双眼、运送到集中营（再

教育营），曾经自由过的香港人民已经被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人权，还有，像台湾那样的民主社会被敌对的军事演习所恐

吓，在西藏及中共国，信仰自由的人们要诵读根据习近平思

想重写的经文。所有这些一直被前（历届）政府忽视的事

实，必须作为美国制定对中共政策的起始点，否则我们的国

家可能会失去前几代人为我们争取和赢得的自由。辩论的时

间结束了，我们必须行动。 

 

中国共产党 
 
如果美国无法理解中共，我们就不能抓住今天的中共国。中

共是目前世界上当权时间最长的共产党，到了 2021 年它就

要庆祝其 100 周年大庆了。为了给其政权续命，习总书记警

告其中共党员，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军事或经济压力而崩

塌，而是因为失去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中

共信仰体系的核心是坚信共产主义是比其他任何政治体系

（包括民主制度）都优越的信条。当对其国内听众宣传的时

候，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

想，并表明中共的集中制是其政府的核心。  
 

 

“中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之领导核心 。。。 党是最高的政

治领导权力” 
 

– 中共中央委员会，2019
2
 

 
但是，自从美国与中共国于 1979 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

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直在淡化中共国是共产国家的事实。实际

上，美国人一直戴着西方的眼镜来分析中共国，用我们的语

言去解释中共国。美国政府及媒体经常称习近平为中共国总

统（president），这一称号赋予其职位暗示的民主合法

性。但，习的职务并非“总统”- 中共国政府根本不存在总

统这一职位 – 中共国媒体也从未称其为总统。习的三个职

务是：中共的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共国主席 -  

 

 
1 



 
 

— 习在政府里的职位永远是排在最后一个，因为那个职位是在三个里面最不重要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及其他人无法

了解习总书记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中共，而非来自中共国人民。还有一些人竟然辩称，中共国不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了，

因为中共接受了资本主义。但，中共的领导人自己讲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   
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接受过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它们一直在说：资本主义是西方意图破坏中共控制权力的工具，并且注定要失

败。甚至邓小平，所谓中共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总设计师，也说：“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3
离现在更近的中共文件显

示：“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依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4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 – 习近平总书记，公开表示中共国模式比资

本主义更具优越性。
5
中共的领导人从未称其经济改革为‘资本主义，’而仅仅是‘改革开放。’‘改革开发’不是资本主

义，这只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共产主义经济的“零和”全球化，其经济主体是受产业政策严格管理的国有企业，不参与外部竞

争。  
中共仍然坚持共产主义治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中共不可逾越的底线。

6
作为前苏联的意识形态，马克

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拒绝西方个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反而宣扬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统

一的国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一个乌托邦式平等社会的幻想。而实际上，每一次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共

产主义，刚开始都标榜为国家政府体系，最后都变成极权主义可大屠杀，从前苏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到北韩。  
 

“在共产制度里，个人只是被用来实现极权民族国家目的之手段。因此，为了所谓国家利

益，个人可以被轻松地牺牲掉。个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根本就没有内在价值。个人的存在

只是服务于国家；而国家却从不会为人民服务。” 
 

– 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7 

 

 

中共对于已破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是一个骄傲的践行者，并通过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简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SWCC”）将其在中共国发扬光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概念非常简单：

中共控制一切。在 2020 年 7 月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文章中，习近平总

书记重申其政治体系是“党政军民学 – 东西南北中 – 党领导一切”。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简直从字面上讲就是

中共的绝对极权主义。  
习总书记说得毫不夸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共国的今天意味着，中共控制着政府、商界、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中共国的整个政府体系就是服务于中共的。所有的公司企业都被要求建立中共的党支部，并支持中共国安部门。所

有的民间社团必须通过申请批准、并向警察汇报。所有的宗教组织也都被中共 – 无神论者组织所直接控制。中共正在

建立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信用体系以监控每个公民的个人行为并为之打分，要求公民使用洗脑软件以强化学习“习近平

思想”。“东西南北中”绝无夸张。 

 

我们必须停止对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忽视 
 

中共忠实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美国和自由世界必须了解并接受的现实，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永远不可能成为可信任

的伙伴，“可承担责任的利益方”，也不是一个尊重同样规则的“竞争对手”。中共沉湎于绝对权力意味着，自由的人民和自

由社会永远是党的敌人。无论在其境内或境外，中共不允许其权力收到任何法律、规则或规范的束缚，相反中共崇尚的暴力和

压迫。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极权主义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共的行为给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威胁，包括：人道

主义暴行、践踏民主、国土侵略及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简称“IP”）。  
COVID-19 大流行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即：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和全世界人民是直接的威胁。这场大流行的严重程

度就是直接源于中共对其控制欲及面子的痴迷。它的对策，从疫情爆发的关键早期阶段到今天，一直基于掩盖事实真相、逮捕

和指责他人，而不是采取透明度处理方式。这个体系里的官员，包括地方官员，没有任何动力在其政府内部向上级发送负面信

息，以免他们被当作替罪羊、或因无能或受到惩罚。中共对危机进行了淡化处理，并继续掩盖关键信息，对全世界撒谎。其结

果就是全球性灾难。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给世界带来了致命、痛苦且代价高昂的停滞。  
 
 
 
 

 
2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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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掌握的真

理；枪杆子里出政权 
 

-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Selected Works, Vol. II, p. 224.]  

(November 6, 1938), 

 
这次病毒大流行病远非唯一的迹象表明，自由世界

与中共体制处于不可调节的冲突中。当中共的意识

形态要求全面控制时，任何与其不同或独立的威胁

将会被消除。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对更高权力的效

忠，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犯下了可怕的暴行，破坏了

藏传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重写基督教经典以

符合“习近平思想”。该党违反了国际法，剥夺了

香港的公民自由，因为他们的全面控制制度不能容

忍思想自由的人。中共还试图颠覆国际体系，将人

权重新定义为国家提供的集体福祉，而不是将每个

人固有的基本权利。  
中共意识形态的威胁不仅限于人权；它也加剧了其

经济不当行为。习近平认为，独立寡头的崛起在苏

联建立了独立的权力中心，助长了苏联的瓦解。中

共将其成员安嵌入每个公司和组织中。它通过诸如

“中国制造 2025”之类的产业政策指导经济追求国

家目标。中共对实现经济和技术自给自足的妄想症

导致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知识产权和技术的盗

窃。由于中共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中获得政

治合法性，因此市场力量和公平竞争对其政权构成

了安全威胁。 

中共对全面控制的渴望也不会在中国边境终结。中

共的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对国家权力没

有国际或国内威胁”。中共将其信仰载入法律，除

非消除所有国内外威胁，否则它是不安全的，因此

在法律上要求进行外部侵略。 

内部文件还显示，中共明确认为宪政民主，国际公

认的人权，自由主义经济学，独立新闻业和公民社

会是对其的威胁。 

这种对国家安全的看法以及消除美国价值观的系统

性愿望使得真正的互惠互利成为不可能，因为中共

认为，加强其他权力，财富，影响力或思想中心将

破坏其自身权力。中共的极权主义必须是普遍的，

不受挑战的。因此，中共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无法通

过参与，谈判或粉饰为“双赢合作”来解决，因为

它们源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本身。然而几十年来，美

国对华政策试图做到这一点。  

 

 

中共的崛起及其威权主义的拥抱影响着每个美

国人的生活  
自冷战以来，几十年来无视中共意识形态的因素促

成了这个对美国基石原则更加敌视的世界。中共对

个人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损害不是理论上的挑战，也

不是仅在中国境内重要的挑战。它已经进入普通美

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欺骗和胁迫，中共及其敌对

意识形态正在我们社会的稳固立足点，包括在我们

的大学，企业，娱乐和媒体中。继续不顾后顾的无

视中共在美国生活中的有害影响将侵蚀我们的道

德，威胁我们的隐私和安全，破坏我们的经济和技

术领导地位，并损害我们的学术机构。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中共秘书长习

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奥巴

马总统和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向新闻

界发表讲话。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

已经达成协意“美国或中国政府均不

会进行或蓄意的支持通过网络进行的

盗窃知识产权，包括出于商业利益的

商业秘密或其他机密商业信息。” 习

近平还保证，“中国无意追求南中国

海的军事化”。这些对美国人民的承

诺都不是真诚的。助理总检察长 John 

Demers 表示，如今，“中共国正在利

用网络盗窃作为全球运动的一部分，

以在全球市场上“抢劫，复制和取

代”非中国公司。五角大楼表示，与

此同时，中共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哨

所已被证明“能够支持军事行动并包

括先进的武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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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美国对道德领导的坚定承诺源于其力量和活力，这

种道德领导寻求保护我们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

同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中共几乎融入了全球

贸易的各个渠道，这迫使美国消费者做出与自己的

价值观不一致的决定。 

目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集中营

中，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族人和中国其他宗教和少

数民族被拘留。中共当局正在拆散家庭，使有针对

性的族裔遭受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和非自愿节育，

以及其他形式的令人发指的虐待和灌输。这些滥用

行为似乎符合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美国国务卿

Michael Pompeo 将这些罪行称为“世纪的污点”。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集中营不仅在新疆而且在整个

中国经济中都被用作强迫劳动的接驳系统。澳大利

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 2020 年发现，包括苹果，Gap

和耐克在内的至少 82 个全球品牌的供应链正在使

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由于许多全球品牌都从新疆

采购棉花和纱线，因此估计全球售出的棉服中有五

分之一可能牵扯到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几乎可以肯

定的是，每个美国人的衣橱里都有用棉花制成的衣

服，这些衣服是由持续遭受反人类罪的人民从事奴

隶劳动生产的。 

因此，任何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可能永久消

除新疆的人民和文化。每一次消费者购买都开创了

一个先例，即中共的道德庸俗性可以忽略，因为这

是我们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如果美国人让中共

通过商业成功地降低了我们的道德，那么我们也允

许中共降低建立我国的原则。 

隐私和数字安全 
 

由中共控制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地都在使用。通过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 – 从

华为到支付宝 - 消费者提供给这些公司途径来收集

我们最敏感的信息，从我们的银行帐户到私人对

话。 

 
这些公司不是像他们美国竞争对手那样是私有，独

立的，而是事实上是由国家掌控的，可以用来服务

于中共的思想和地缘政治目标。复杂的中国法律和

政策网络使中共有权将任何私营部门的技术用于军

事用途，获取私营企业收集的任何数据以及强迫任

何组织或个人进行情报活动。例如，名义上中共国

的私营民营科技公司抖音的创始人张一鸣说，“技

术必须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而“加强 

 

 
党的建设”是他公司的主要的方式“在技术和产品

中引入正确的价值”。张一鸣还创立了 TikTok（美

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赞扬了“与权威[中

共宣传]媒体进一步深化合作”的优点，并确保其信

息“被有力地广播”。 

 

此外，这些中共的技术公司正在完善用数字工具来

压迫人民，包括通过反乌托邦监视，社会信用和预

测性警务系统来破坏其公民的自由和自主。这些中

共产品和服务除了遍布中共国的街道外，还为至少

63 个国家/地区提供了监视系统-其中许多国家正在

参与“一带一路”。该制度的偏执狂和中共绝对控

制的需要以罗岱青的逮捕为例，罗岱青是一名来自

中国的 20 岁的本科生，他在返回家之前在明尼苏达

大学学习期间在推特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卡通形

象照片，例如小熊维尼。不幸的是，这是很多情况

中的之一。2017 年，华盛顿大学的一名 24 岁大学

生，美国绿卡持有者和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在回

国探视其父亲期间，因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提交她的

作业被捕并关押在集中营中。 

中共利用技术来监禁其本国公民的残酷和荒谬行为

应该使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美国人感到恐惧。一

名 17 岁的美国少女 Feroza Aziz 在 TikTok 上的帐

户被暂停，因为她发布了一个伪装成化妆教程的视

频中谈论了新疆的暴行。据报道，除了从平台上删

除用户之外，TikTok 还根据中共审查标准阻止内

容，包括过滤掉有关香港民主示威活动的新闻。如

果极权主义政权能够成功地压制美国人的声音 - 特

别是那些住在我们国家的人 - 我们自己的基本自由

和民主制度正处于危险之中。 

经济与技术 
 
美国以前的外交政策 -基于希望无需对证据重新校

准 - 认为与中共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来建立中产阶

级，然后通过中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化的来改变中

共意识形态的手段。但是，如今相互依存使美国变

得脆弱。通过成为美国人日常必需品供应链中的关

键环节 - 从药品到几乎所有类型的电子设备 -中共

大大提高了对美国的影响力。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暴露了依赖中共国的危险，

因为它对世界赖以生存的医疗用品实行了国有化控

制，指示其全球使馆和协会网络在国外储存医疗用

品并将其送回中共国。在大流行开始之际，中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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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工作组报告  
 

 

胁要中止药品成分的出口，使美国陷入了“冠状病

毒的汪洋大海”。这场危机表明，中共对待供应链

和商业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基本药物和个人

防护设备 -  作为胁迫的工具。 

 
大流行暴露的供应链风险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一

个警钟，但是与更广泛的中共抱负的初期风险相

比，这显得苍白 - 控制 21 世纪经济关键领域必需

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

5G 和机器人技术只是中共旨在垄断的行业中的少

数。“中国制造 2025”之类的计划正在实施，用国

家安全助理总检察长 John Demers 所称的中共的

“抢劫，复制和替换”政策。这个想法很简单：窃

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复制产品或服务，然后取代美

国公司。该政策非常有害，以至于联邦调查局

（FBI）每 10 个小时就立案调查与中共国有关系的

反情报案件。 

我们对中共国的经济依赖经常需要我们满足中共的

意识形态指令。好莱坞定期审查其剧本，以便在中

共国放映电影。在“花木兰”鸣谢名单中，迪士尼

特别感谢参与和掩盖其在新疆的暴行的众多中共实

体，包括中共宣传部门和受到美国制裁的实体。NBA

拜倒在中共面前，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使用

Twitter - 在中共国禁止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 支

持香港的抗议活动。Marriot 酒店解雇了内布拉斯

加州的一名雇员，原因是该雇员“喜欢”一个冒犯

中共的藏人组织的推文。 

公司基层是短视的。中共国的工业政策文件（例如

《中国制造 2025》）表明，中共国购买波音飞机并

不是为了使美国公司成为其航空业的一员，而是出

于必要，目的是迫使该公司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中

共国，然后提取该公司的技术并最终由自己的国内

领先公司 -中共国国有商用飞机公司来取代

（COMAC）。美国商会的一位官员明显地观察到，这

些计划的成功需要大量转让技术，这意味着“美国

和其他国家……成为对中共商品出口国，出售石

油，天然气，牛肉和大豆。“  换句话说，中共计

划扩大并取代我们经济和军事生存所需的工业和创

新能力。 

学术界 
旨在促进言论自由的美国大学正日益被颠覆，在推

广或至少不冒犯中共意识形态。中共正通过孔子学

院，对学生的监督以及中共国外交官的直接干预，

试图将其观点强加于我们的高等学府。 

中共的孔子学院目前在至少 75 个美国大学校园中运

作，此外，在美国的小学和高中，大约有 500 个孔 

 

 

 

子课堂。孔子学院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心而设，他

们谴责有关西藏和台湾的讨论，并应中共的要求干

预更广泛的校园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识

形态“沙皇”在 2009 年表示，孔子学院“是中国海

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对渴望在我们的大学中享有言论自由的中国

公民进行监督和压制。当来自美国的中国本科生杨

树平（Yang Shuping）在开学演说中对马里兰大学

表示感谢，因为它教她的“言论自由”和“声音很

重要”，在中共国国家媒体和民族主义的互联网用

户攻击并批评了她后，她被迫道歉。 

中共国外交官正直接与我们的大学联系，以影响其

计划和演讲，而中共军官则利用隐蔽身份窃取美国

研究成果。在 2010 年至 2013 年之间，中共国驻芝

加哥领事馆的官员联系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抱怨其主办“太多与台湾有关的活动“。

O’Brien 大使在关于中共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的演

讲中解释说，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于 2017 年邀请达赖喇嘛做开幕演讲时，北

京禁止中国学生使用政府资金访问 UCSD。2020 年 7

月，美国司法部（DoJ）指控四名来自中共国的研究

人员，因为他们说谎掩盖了他们为中共军方工作。

其中的一个人王欣（Wang Xin）相当于他们的陆军

少校，被命令“观察 UCSF实验室的布局，并带回有

关的信息使其可以在中共国复制”。 

美国人不是唯一面临风险的人 

美国人拒绝让中共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

方式。十分之九的美国成年人将中共共国的权力和

影响视为威胁。每一次新的或未发现的中共违法行

为，都会使美国人对威胁的理解更加集中。中共可

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这种幻想正在消失，

因为其行动和行为更像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中共

极权主义的侵略远远超出了美国范围，并影响了以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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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正在侵蚀国际体系的基础 

 
美国一直致力于加强开放、透明和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这个国

际体系已经让数百万计的人民脱离了饥饿和贫困、

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并极大促进了民主国家

之间的和平。然而，那些构成我们国际体系的国际

组织的价值观和使命应被重新注入活力，而不能继

续绥靖极权统治。 

中共正在降低国际机构的治理水平 

几十年以来，很多国际机构对中共意识形态和目标

的了解十分幼稚，这导致了危险的矛盾冲突和荒唐

的境地。这样一个理论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绥靖和宽容中共猖獗的违规可以加快合作或至少遏

制其进行零和博弈的冲动。往回看，我们曾错误地

假定，一个顽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派会遵守一个

具有威胁其生存的价值观的体系。国际机构非但没

有鼓励中共改革其内部的治理和外部的行为，反而

忽视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不当行径的绥靖正

在把这些机构推向他们本应维护的原则的对立面。 

世卫组织这一负责国际健康的机构，是中共掩盖在

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冠疫情的共谋。世卫组织鹦鹉学

舌似的重复中共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包括声称病毒

不人传人，尽管有相反的证据来自台湾和其他地

区。当被要求将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这一对抗疫情传播的关键举措之时，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可能应中共的要求而拒绝做出

相应的公告。五天后，谭德赛前往北京并赞赏了中

共在共享信息上的“透明度”。 

世贸组织（WTO）是负责全球贸易的机构。自从中共

国近 20 年前入世以来，世贸组织就一直无法强迫中

共履行其最初的承诺。此外，世贸组织的规则不足

以应对中共的诸多有害政策。在没有制约的情况

下，一个将其国内经济打造为强迫技术转让并赞助

知识产权盗窃的国家，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同时在世贸组织中仍自称为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是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机构，它

把中共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和第

二大经济体，作为其最大的贷款接受国之一。 在

2019 年底，世界银行批准了一项给中共国超过 10

亿美元的五年期贷款计划。世界银行在中共国有 88

个（贷款）项目，其总价值超过 110 亿美元，然而

在类似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却没有任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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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是负责全球电信标准和互通性的机

构，它是由来自中共国的人所领导。中共国将其国

内的互联网与全世界用防火墙隔开，并要求其所拥

有的电信公司充当进行间谍行为、监视和审查的工

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全球负责保护人权的机构，它

让中共国在其协商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共国

应对其建立集中营和对少数民族的暴行负责，被中

共剥夺基本人权的人数比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

都要多得多。 

对中共邪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的不断接受改变了国

际体系，将其从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转变为

允许其倒退的国际体系。如果（中共）对国际规则

和准则的这种公然践踏继续不受到挑战，那么这些

组织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或者消失。 这一结果确实

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诡计的一部分，从而能像寄

生虫那样在当前的体系中抽取最大的自我利益，同

时建立（取代当前体系）的治理模式以最终在其崩

溃后填补空白。 

通往依赖（中共）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中共建立威权世界秩序这一愿景的

基石。”一带一路''是现代殖民主义，它的特点是

有债务陷阱的外交、贿赂、资源开采以及不透明的

金融和商业协议。“一带一路”反映出中共的腐败

以及零和思想，中共是主要的受益者并从杠杆作用

而非伙伴的角度来对待“一带一路”的参与者。 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国计划成为拥有附庸国网络的

全球贸易、商业和技术中心，而这些附庸国的政治

和经济生存则将依赖中共。对于普遍遵守基于规则

的秩序的主权国家，它们所组成的全球经济将被卫

星国所取代，而这些卫星国的生存与不透明和凶残

的中共政权的生存密不可分。 

中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着大步前进。中共及其公

司在全球至少 40 个港口拥有股份，包括斯里兰卡，

吉布提和巴拿马运河等地的军民两用设施。在“一

带一路”沿线，诸如华为和中兴等已知威胁美国国

家安全的公司正在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为

通信系统提供动力，并支撑着从农业到金融的关键

基础设施。连接所有这些数字和实体设施的是一组

中共国卫星，这些卫星构成了北斗导航系统，即中

共国版的 GPS。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监视产品和服务

可以完善这个数字生态系统，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

为中共提供访问海量数据集的能力，并为独裁者提

供更尖锐的工具来压迫其人民。 

腐败和天真的领导人通过将其社会的关键要素外包

给中共，从而允许中共的世界秩序（在各国）分散

地形成。（各国的）主权和法治将被依赖（中共）

及其强权统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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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外交官杨洁篪简要地概况了中共的的外交政

策：“中国是个大国，其他的国家是小国，这是事

实。” 

对我们这代人的行动召唤 
代表前任政府跟中共国接触的政策搁置且忽略了中

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美国和国际机构，

从企业到大学再到联合国本身，都迁就中共。的

确，这些团体被利益的承诺所吸引，创造了一套说

辞来打消（关于中共不好的）念头，试图把他们与

这个凶残政权的关系合理化。这些公司天真地将其

长期战略与中共五年计划和旨在取代他们的工业政

策相结合。咨询师们向高管们出售企业战略，以使

他们看上去“不那么美国”从而在北京获得青睐。 

现在，当政策制定者寻求收回重要供应链并保护关

键技术免受恶意使用（包括压制性监视和先进武器

装备）的侵害之时，其中一些将其金融未来与独裁

政权挂钩的团体仍在为中共站台。美国的一些学术

机构说，禁止中共军方人员获得军事领域的美国硕

士学位这一新规定会“适得其反”。一些美国企业

正在公开和私下地抵触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之能

力的一系列规定，华为是中共的企业，已被控犯有

多项罪行。以下这件事体现这种了和国家利益的持

续分歧，KLA-Tencor 首席执行官最近试图向分析师

保证，该公司将能够避开美国商务部的法规，从而

继续向中共国潜在的军事终端用户销售产品。 

对于美国针对中共、其邪恶意识形态及其所带来的

危险侵略的政策，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共利用

了我们所谓的接触政策，颠倒了经济挂钩的理论，

或者说是国家之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可以促进和

平并阻止侵略的思想。美国的基础机构正在服务于

中共的长期目标而与美国国家利益唱反调。美国的

科技、专业技术和投资正在促使一个政权发起所谓

的对我们社会的无声入侵，并正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自由主义价值观。如今，由于担心（中共进行）经

济报复，（跟中共的）经济挂钩使自由主义国家无

法对中共的越轨行为做出有意义的回应，从而加剧

了冲突和侵略的风险，不论是在经济、外交还是军

事都有这种风险。 
 
美国和全世界必须站起来对抗中共 
 
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们再也不能默许中

共的勒索。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回到其最初的原

则，并对抗这一世代的修正主义力量。综上所述，

自由世界仍然是技术、人才、市场规模和资本方面

的领导者。全世界正在逐步意识到中共的本质和目  

 

 

标，但务必要警惕这一威胁的紧迫性。已有超过 20

万美国人因新冠病毒丧生。如果中共遵循全球卫生

协议（认真地执行以避免全球大流行），成千上万

无辜的人仍然可以与家人和朋友相聚。相反，中共

让医生噤声，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默许。自由世

界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中共）建立了一个道德败

坏的政权，该政权现在对全球大流行负有责任、对

数百枚核武器发号施令、指挥着超过 200 万人的军

队、并领导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风险关系到

生死存亡。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

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 习近平, 2017 年中共十九大  

 

 

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果断行动，以保护那些支撑自

由社会长治久安的价值观。美国人没法单独做到这

一点。民主国家在与中共打交道之时，必须全面认

识到（中共）他们的行动是由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解决这种不良行径再也不能是

我们各个政府的诸多要事之一，而应是自由世界的

组织原则。自由世界需要一种统一的途径来保护我

们的市场、金融系统、技术和人民免受中共剥削。

政府、业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必须团结起来，以

实施那些保护和加强我们的人民和机构免受中共侵

略和颠覆的政策。 
 
在里根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他提醒美国人：“自由

距灭绝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这个格言在今天有

着惊人的共鸣。一个极权政权带来了独特而特殊的

威胁，这标志着自由民主国家的紧急状态。习近平

本人将 2017 年至 2022 年这段时间作为中共“民族

复兴”这一长期计划的关键时刻，该计划旨在 2049

年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100 周年赶超美国，并实现

“一个让中国的优越性得以体现并被认可的世界，

中国将不受束缚。 简言之，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的世界。” 如果没有立即、持续和全面的行动，那

么会有很大的风险让里根总统的重要警告一语成

谶：“有一天，我们将度过垂垂老矣的岁月，告诉

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们，在人们曾经

自 由 的 时 候 ， 美 国 是 什 么 样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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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 
 

序言  

 

 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在愈演愈

烈。” 
 

- 习近平, 
 

2014 年，2020 年解密  
美国与中共在任何领域的竞争都不能与它们在意识

形态上的竞争相提并论。中共领导人自认为，由于

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自由市场、独立

新闻、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中共本身在历史上的

斑斑劣迹所产生的“错误意识形态思潮”， 中共正

面临着生存的威胁。 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从

苏联倒台中直接汲取的教训，他将其归因于苏联缺

乏意识形态的活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理想信念

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

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这种极权主义的远景导致了中共国的极端压迫，这

在新疆臭名昭著，那里有 100 万以上的维吾尔族人

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在那里被迫接受全面的意

识形态“再教育”，还有数不胜数的各种虐待。 
 
 
 
 
 
 
 
 
 
 
 
 
 
 
 
 
 
 

 

甚至在新疆以外，中共全新的社会信用体系试图对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评分，从个人的购买记录

到互联网的历史、人际关系、对党的尽职尽责、忠

诚和用处，这些都强化了中共对社会全面控制的渴

望以及其惯常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共国边界。中共一直强调统

一战线的重要性，它包括“影响海外华人社区、外国政府和

其他行为者，从而让他们采取行动或为北京偏爱的政策立场

站台的一系列方法。” 但是，近年来，统一战线在

中共领导层中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习近平本人

也将其列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

宝”。 

这种法宝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通常涉及在外国政

府和国际组织中选拔精英，以一种微妙而稳定的方

式重塑国际体系，进而使其从西方或普世价值向以

中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转变，这反映出中共极度

的偏执和威权主义。 

腐败是中共调整国际体系价值取向的战略核心，这

种方式可在世界上为其威权主义保驾护航。近年

来，统战的网络据称在贿赂联合国大会两名前秘书

长和在支持“一带一路”的国际倡导中发挥了突出

的作用。例如，债台高筑的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

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他向中共

大举借债以资助其家乡汉班托塔（Hambantota）的

一个高度可疑的港口，为此交易提供资金的中共国

有企业至少向与他的竞选活动有关的银行帐户注入

了 760 万美元。中共在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反自由国家或至少是由腐

败国家所组成的网络，这些国家将其政治权力归功

于北京。 

好消息是，这场竞争是在利于美国的基础上进行

的。考虑到在北京的极权制度、国际霸凌和猖獗的

腐败之间进行选择，美国的价值观与不言自命的过

往记录与之形成了有效的对比。与只有客户并没有

朋友的中共不同，美国领导着全球最大的联盟系

统。尽管中美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是一场水平接近的

对决，但中共国和美国及其朋友和盟友之间的竞争

却并非如此。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激励其朋友和

盟友加入美国，积极地与（中共）这个 21 世纪的对

手竞争。 

美国再次处于有利位置。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需要

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享有相似的价值观。这些

国家对中共威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都应共

同排斥中共的极权主义和特别是在新疆所犯下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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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罪行。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另一国际流氓国家

（这种令人不悦但错误在正常范围内），美国可能

难以令其盟友信服。相反，正如里根政府的《国家

安全决策第 75 号令》所说：“美国的政策必须具有

意识形态上的抓手，来明确表明美国和西方的个人

尊严和自由、新闻自由、工会自由、企业自由和政

治民主要优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压迫特征。”今天美

国的政策需要同样的意识形态的抓手，既要自信地

主张和阐述我们的价值观的优越性、谴责中共的弊

病，又要使用共享的价值观来赢得盟友的支持，而

后者乃重中之重。 
  

意识形态超限战  
 

 

北京渴望的世界秩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得到安全，而是还需要给它镀上一层光环。习

的目标不是简单的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极权制度

安全的世界”,而是这个政党在寻求一种世界秩序，

在此秩序下中共的成就不仅仅是被认可，而是还会

归功于其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并被赞誉成是社会主

义制度和中华民族的道德胜利。” 
–Daniel Tobin 教授,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关键发现：中共试图毁掉民主并推翻后冷战时代的共

识，即民主治理是走向自由和繁荣之路。取而代之的

是，中共试图将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榜成一种合

法的政府形式并将此威权模式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推广。 
 
中共明白西方的价值观例如民主、人权、资本主义

和新闻自由是对其政党统治的现存威胁。中共疯狂

的致力于通过防火墙和极端控制信息来阻止这些价

值观传递到中国。同时，中共在国内外民众前利用

宣传侵害丑化这些观念。例如， 2019 年美国政府

关门停摆，中共国家媒体争辩说美国民主不能解决

收入差距和政治两极分化，而且美国这些机构也应

该为美国的没落受到指责。中共控制的《环球时

报》说，僵局和停滞是“美国民主的必然”。 

中共试图将它的制度作为替代衰落、无效的民主的

方案。在中共 19 大期间，新华社一篇专栏文章对西 

 

 

方民主进行了批评。并强调中共模式可以促使社会团结， 

而西方民主的对抗性必然带来分裂。 同时，该文章强

调，在中共仁慈的统治下，中共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增

长和惊人的成就。”并将中共 96 年的统治与民主社会领

导层频繁的变动进行鲜明的对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

共人代会上的主题演讲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现在高高飘扬，所有人都引以为傲。它为所有其它发展中

国家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为其它试图加快发函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共领导人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息： 他们希望外国沿着

中共的模式发展，而不是按照美国的模式。近些年， 中

共加大了努力将其依托在科技基础上的威权统治传播到

国外。最有说服的例子之一是，中兴一直在同委内瑞拉

合作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中共社会信用体系的“祖国卡

“。越多的国家利用中共的技术去监控和压迫人民， 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安全。 
 
 

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明确并且公开

宣告其摧毁中共威权统治的意图。

为了更有效的应对中共的意识形态

挑战，美国应该借鉴里根政府反抗

苏维埃的战略。里根总统的政策以

总体目标为指导，如同在当时的情

况对于现在仍然很及时：美国的目

标一定不能与一个充满敌意的共产

主义国家永久共存，而必须结束这

个政党对权力的垄断。所有的政策

都应以这个为指导方针。 

    
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修改并重新制

定“2020 美国应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战略”以将上述原则包含在

内。这份文件指出 2 个美国应对中

共的目标： 强化“我们的机构， 

同盟和伙伴关系”和施压中共“停

止或减少“有害的行动。 只要中

共在中共国维持这种没有挑战的威

权统治第 2 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因为恶行是其意识形态的内在产

物。 
 

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继续直接的攻

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

性，就像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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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在阿利桑纳州凤凰城演讲中所说的一样。仅仅批评中共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行为本质上是由其意识形态决定的。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持续践行就是其挑战

美国和世界体系的核心，这也是中共试图向外界掩盖的脆弱性。越多的国家明白中共正走

向共产主义遗产的破产，就有越多的国家会做出有利于其主权的决定。 这也符合美国的利

益。   
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继续强调民主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力。 无论你住在上海，新疆还是世界

的任何其它地方。自由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的专属，中共对世界 1/5 人口的奴役威胁

到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里根总统在威斯敏斯特和稍后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 2 场开创性的

演讲中阐明了为什么民主世界应该团结起来，为什么俄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一样应该享受自

由。 在中共五四运动 100 周年，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马修·波廷格），作为里根总统莫

斯科国立大学演讲的精神继任者，用普通话直接向中国人民讲述中国在民主价值和世界秩

序放慢的许多贡献。美国应该强调这个信息，以及里根总统尽可能民主团结的呼吁。 
   
建议：国会应该继续为对抗中共制定全面，综合的立法。该立法将识别中共对美国各方面

的利益的威胁。这些努力包括 S.4272, 《战略法案》，该法案将推进针对中共的竞争战

略，并制定具体条款以打击中共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振兴美国的技术竞争力，保护美国的

机构免受不当影响，维持国际组织的完整性以及加强威慑和盟国的国防合作。   
建议：政府应继续利用外交当局因中共对美国外交人员的限制向中共施压，正确识别在美

国活动的中共宣传者，并强调中共的不良思想意识。这些行动包括将中共的大外宣机构列

为外国使团，以及建立对中共外交人员在美国的旅行的披露要求，这同中共对美国外交人

员的限制部分对等。  

 

中共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墨迹还未干，全世界一起见证了中共并没有在边境停止其威权统治。 9 月份，12 名

民主人在逃离香港的海上被抓捕。 中共没有将他们送回香港， 而是把他们送到了中国大陆去面对中共控制的不

透明的法院。中共还对不住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发出了逮捕令，包括一个美国公民，仅仅因其行使了言论自由权。 

美国公民 Samuel 朱最近向媒体披露，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他因“煽动分裂国家”和“与外国势力勾结”

而被通缉。根据这项新法律，中共正试图在世界各地而不只是在香港将言论定为刑事犯罪。正如朱在听到这个消

息时所说：“现在我们都是香港人。” 

 

美国的外交资源 
 

关键发现: 自 2013 年以来，历届政府已宣布计划“转向”，“重新平衡”或优先考虑印度太平洋。在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和《 2018 年国防战略》的支持下，两党达成共识，印度太平洋是美国在可预见

的未来的主要外交政策和国防重点。尽管如此，为该区域分配外交资源仍未能反映出这一战略重点。 
 

相对于其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其与美国战略利益的相关性，印度太平洋地区在每个财政年度中所获

得的外国援助资源所占的比重仍然非常低。例如， 2015 年非洲增加了 17 亿美元的援助比那年印度-太平洋

地区所有国家获得的美国资助还多。在最近的预算中，两个地区印度-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地区美国国政府

除欧洲之外拨款最少的地区。2021 财年预算为西半球提供的资金比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都要多，分配非洲

的预算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预算的三倍多，是近东地区预算的六倍多。 

美国与中共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外国援助资源的分配应包括多种考虑因素，包括全球欠发达地区的需求。

最终，美国对外援助决定的关键必须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历届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印度太平洋是国家利益

的重中之重，印度太平洋是中国地缘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最脆弱的地区。2018 年《国防战略》明确指

出，中共“在短期内寻求印度-太平洋地区霸权”，从长远来看这是“取代美国，以实现未来全球霸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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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途径”。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与中共竞争，并因此将印度太平洋作为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

而不是与其他利益相提并论。但是，最近十年的外国援助数据并未反映出对印度太平洋的优先考虑。 

对政府和国会来说，重要的是要全面了解，哪些联邦资金资助了中共、那些资金用于对抗中共。管理和预

算办公室（OMB）最近的一项指令要求联邦机构汇编此类信息，这是一个有用的步骤。此外，去年国会拨款

3 亿美元设立“反华影响力基金”，但随着本财政年度即将结束，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已将预算全额用于

打击中共，或者国会是否会继续在后续的拨款过程中以原始金额补充基金。 

 

建议：政府和国会应优先考虑与 CCP 的竞争，这是联邦资源决策，包括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外国援助和外国服务人员分配的决定因素。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937 号《反中共反恶势力法案》，该法案将授权新的“反击中国

势力基金”原先拨款 3 亿美元，并要求该基金由地区专家监督。在此期间，国务院必须立

即改善对基金的管理和实施。目前看来，该基金似乎是由外交部的外援办公室控制，而不

是由地区专家控制，而且该基金中的全部可用资金并没有抵消中共的不利影响。 

 
建议：国会应通过《中国研究基金会计法》 H.R.8058，该法令将指示主计长对可提供给中

国实体或由中共控制的联邦资金进行研究。MB 应该继续努力，以建立美国政府所有计划的

清单，这些清单涉及与 CCP 控制实体的合作或向此类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等中介机构的联

邦资金的转移。OMB 还应继续努力以衡量用于对付 CCP 的资金总额。   
建议：国会应确保两党的 2020 年艾略特·L·恩格尔州州授权法中标标题为 V，VI 和 VII

最终通过，该法案已包含在 FY2021 国防授权法（NDAA）的 H.R. 6395 中。具体而言，这些

规定将确保采用新的严格研究和评估指标来衡量美国消息传递的有效性，并为公共外交官

开发新的培训，以应对来自战略竞争对手的有害消息。它还将扩大全球参与中心的权力，

以便它可以继续开展反 CCP 和其他宣传的工作；在每个负责监视和报告腐败活动东道主国

家的外国代表团中指定一个联络点，并要求 DoS 将所有腐败报告和索引整合到一个可公开

获取的数据库中，这可以更加关注 CCP 所犯下的大规模腐败活动；并确保 DoS 的 IT 资源更

加安全，并且能够更好地抵御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行为者的恶意渗透。它还将需要创建一

个由机构间创建的危险电信承包商名单，以禁止 DoS 与之签约。  
 

恶劣影响及统战工作 

 
关键发现：利用隐秘的，胁迫性的影响扩大其在其它国家内部的利益是中共本质内在组成部分。中共统战部培植和控制

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网络。通过海外统战工作，中共在海外华人华侨组织和中文媒体获得了有效的不受挑战的趋势。

为腐败，政治干预和恶劣影响提供了土壤。 
 

建议：国会应该特别为中共统战部制定一个新的制裁机制。这个机制可以通过冻结签证和

财产对统战部的官员和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中共危害行为负责的成员进行制裁。   
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印度-太平洋透明度倡议优先制定反统战计划。这份倡议是 2018

年副总统彭斯提出的旨在促进印度-太平洋政府间外国援助的项目。美国政府应在该项目下

发展和资助具体的反统战计划。 DoS 应该更新并重新制定这些计划的情况说明书以宣传这

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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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及政府应当利用《透明度倡议》以及其他现有的外国援助项目，将外国影响力

透明度、外国代理人登记以及政治捐赠方面的法律援助列为优先事项（类似现有的对外国

投资筛选机制的关注）。   
建议：国会及政府应当委托并资助针对具体国家的、公开来源的，非加密的中共恶意影响

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其统战部工作的研究。现有的少数此类工作的例子，对于揭发在境外

活动的中共人民解放军科学家卧底并记录其统战部网络至关重要，同时这方面的努力对进

一步根除（中共）统一战线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恶意活动也至关重要。   
建议：政府应探索各种方案，使美国资助的曼谷国际执法学院（ILEA）成为就中共统一战

线活动开展执法合作和培训的区域中心。作为美国政府对北京当局的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部

分回应，继香港警务处被驱逐出国际执法学院后，该学院目前没有中共国的参与，可以成

为一个有用的、现行的反统一战线的工作平台。 
   
建议：国务院应利用现有的外交和对外援助资源来打击中共统战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

目。国会应对这些项目进行监督，如有必要，应对进一步的报告要求进行立法，以推动政

府采取行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应携手合作： 
  

• 以类似于现有的反恐和打击人口贩卖部门方案的方式，优先协助执法机构处理干涉选
举等的外国干涉行为。 

 
• 确保所有使馆及领馆都有能力监测和了解华侨华人社区的情况。 

 

• 续并扩大近期的努力，指派专人到选定的使馆以监测中共在区域一级的活动。收集到

的信息应与国务院之外的其他政府实体进行适当分享。 
 

• 对独立于中共控制之外的华侨华人民间组织予以支持。 

• 对政治家、政府官员、记者和商界人士进行增强对中共统战部的意识、相关的政治和

犯罪风险以及如何避免助长外国干涉的相关培训。 
 

人权 
 

关键发现：人权是自由世界与中共竞争的一个方面，并不亚于在安全或经济（方面的竞争）。在中共国国内，中共是
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权侵犯者，剥夺了 14 亿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上，中共正在推进其奉行的修正主义人权定
义，以集体的物质进步取代个人自由。中共对人权的威胁远远超出了其国内地域范畴，威胁着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伙
伴的国家安全。中共正在完善、塑造和传播一种镇压制度，该制度能赋予像其这般的专制政权以权力，并贬低作为民
主基础的价值观。 
 

 

在中共日益严重的镇压下，许多维吾尔人已经逃离了中共国。中共向土耳其政府发出的一份公开引渡

请求证实了许多身在中共国境外的维吾尔人长期以来所担心的事情——中共正在向外国政府施压，要

求其将维吾尔人驱逐回中共国，而在那里他们将受到中共的残暴对待。在引渡请求中被点名的维吾尔

人恩维尔·图尔迪（Enver Turdi），因揭露中共侵犯人权的真相而成为中共的目标，于 2014 年逃到

土耳其。他说，"我大部分的夜晚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通常到凌晨 1 点后才敢睡觉，因为我害怕他

们会来抓我和我的家人。" 

 

 
建议：政府应继续并扩大执法行动，根据国务院协同财政部（DoT）、商务部（DoC）、国

土安全部（DHS）发布的《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公告》，强调“各企业与在新疆和中共国各

地参与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实体发生联系的供应链可面临的风险”。此类执法

行动的示例包括使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暂扣令来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政

府应定期更新该商业咨询，并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发布此类咨询。对于私营部门和消费者

而言，政府应继续阐明在一个充斥着侵犯人权行为的经济中纠缠不清所面临的代价，这将

有助于降低中共滥用职权的盈利能力。  
 
12 第一章：意识形态的竞争 



 
 

中国问题工作组报告  
 

 

建议：政府应当重新审查在 2020 年 7 月前，

根据国务院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以及商

务部的《出口管制条例》向香港实体颁发的

所有出口许可证。自国务卿认定香港不再具

有独立于中共国的高度自治后，美国政府暂

停给予香港特殊出口管制待遇，同时总统颁

布的《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对终止香港许

可证例外以及出口许可暂停做出指示。然而

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的既有许可证仍然有

效，因此随着中共警察势力扩大至香港，应

当对这些许可证予以重新审查。   
建议：政府应全面实施两党最近为应对中共

违反人权而通过的制裁法案，其中包括《西

藏旅行对等法》（P.L. 115-330）、《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P.L. 116-76）、《维吾尔

人权政策法案》（P.L. 116-145）以及《香

港自治法案》（P.L.116-149）。最近一系列

的高调行动，如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

案》制裁陈全国，是政府采取的积极步骤，

然而为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专门制定

的法律并未得到充分的执行。例如，总统的

《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包含了《香港自治

法案》的部分内容，但并非全部。严格执行

此类针对中共的人权侵犯者，以及助长这些

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和财阀的权力，将鼓励

其他国家多边化其制裁措施，并支持美国对

中共追责所做的努力。 

 
 

建议：美国应评估是否修改、加强或永久保

留现行拨款法案中的一项限制，即禁止中美

之间进行未经政府认证的某类双边合作。目

前，美国政府必须提前 30 天证明其双边互动

不会导致向中共国或为中共国所有的公司转

让会对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造成影响的技

术、数据或其他信息，亦不会在知情的情况

下，与美国认定的直接参与侵犯人权的官员

进行互动。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6210，《防

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一两党措施旨在

防止中共利用美国消费者补贴其侵犯维吾尔

人人权的行为，并在参议院审议期间对其进

行必要的完善。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4331，《西

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这一两党措施将否决

由中共亲自挑选忠于中共的达赖喇嘛继任

者。   
建议：国会应当通过 H.R.7805，《制止掠夺

性器官贩运法案》，这一两党措施将授权对

参与器官贩运的官员实施签证制裁。此外，

国会应当要求对中共国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

进行机构间评估，如有必要，应将管理中共

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官员单列出来并予以制

裁。   
建议：政府应视情况，就中共统战宗教工作

局的官员对基督教的压迫行为，利用《全球

马格尼茨基法案》对其进行制裁。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共统战部在 2018 年控制

了中共国所有的宗教事务，包括那些唯一经

中共国国家批准的教会，最近有报道称，中

共正试图重写基督教圣经经文，来纳入“习

近平思想”。（相关措施下的）有意义的后

果将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中共压迫家庭教会运

动及其对基督教整体的管制和歪曲的必要关

注。   
建议：国务院应考虑发布中共对维吾尔人的

罪行等同于种族灭绝的裁定。最近的研究显

示，中共通过强制绝育和节育来控制维吾尔

人的出生率，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中共的罪行可能被认定为构

成种族灭绝。   
建议：国会应当通过立法，要求相关公司向

美国观众披露其在中共国发行或计划在中共

国发行的娱乐作品，例如电影或体育赛事，

其内容已得到中共审查机构的批准。该立法

还应呼吁相关公司披露来自中共控制的实体

的娱乐合作关系或投资。   
建议：国会应当通过 H.R.5725，《香港如水

法案》，这项措施将对压迫或协助压迫香港

人言论、结社、集会、游行或示威自由的香

港及中共国政府官员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制

裁。这些制裁将在财政部根据第 13936 号行

政令实施的制裁以及两党的《香港自治法

案》(P.L.116-149)所规定的制裁基础上，对

破坏香港人自治、基本自由和人权的国有企

业的资产予以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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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支持政府在 2020 年 7 月 14 日发布的《关于香港正常化的总统行政命令》中提出的承

诺，即“对年度总统决定（Presidential Determination）设定的难民准入上限，在可行范围内和

符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基于人道理由重新分配予香港居民......”。此外，国会议员已开始制定

立法，为需要保护的香港异见人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必须确保对这些异见人士进行适当的反

间谍审查。 

 
 

建议：国会应通过在 2021 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 H.R.6395 的第 1284 条，这是一项反映

H.R.7307，《外国先进技术监视问责法案》文本的两党条款。该法案将要求国务院将有关使用监视

和先进技术来压迫人权的相关信息列入其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  

 

全球腐败问题 
 

主要发现：中共将腐败作为其控制国内和获取地缘政治优势的工具。对盗国贼们而言，美国和类似的民主国家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目

的地之一，他们可以在此藏匿不义之财，对他们支持的独裁者瞒天过海，隐藏其资产，并逃避他们一手帮助建立的专制制度。在全球

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共利用战略性腐败，利用贿赂和回扣手段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 
 
 
 
 

建议：国会应通过以下两党立法： 
 

 
• H.R.3843，《CROOK 法案》，该法案将允许大使馆设立反腐败联络点，以报告与“一带

一路”相关的腐败行为。 
 

• H.R.3441，《腐败者曝光法案》，该法案将授权国务卿公开点名指责因违反人权或重

大腐败行为而被吊销美国签证的外国人。 
 

• H.R.4140，《防止国外勒索法案》(FEPA)，该法将允许美国引渡对美国人实施腐败行

为的外国官员。 

• H.R.4361，《腐败受害者正义法案》，该法将指示司法部汇编并公布从腐败官员手中

没收的资产清单；以及 
 

• H.R.2167，《保护美国海外企业法案》，该法授权对在外国从事某些形式的腐败、征

用或敲诈美国投资者的外国个人或实体实施签证制裁。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2514，《协调监督、技术升级与创新以及审查机构改革法案》，这

是一项两党旨在加强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律的措施。  
 
 

环境问题及环保 
 

主要发现：中共正利用国际社会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考虑之际，将自己伪装成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以不当手段收集信用

度，并阻止各国对中共的恶意行为做出反应。中共宣称其对环境领导力的定义是自利的、空洞的和遵循修正主义的，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以空洞的姿态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而同时为其自身利益肆意破坏全球环境。 
 

尽管中共大肆宣扬开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但却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出口一些对环境最为有害的技

术。在寻求减少其国内煤炭使用量的同时，中共在过去 7 年中，通过“一带一路”投入 500 多亿美元，在

150 个国家开发煤炭项目。目前正在建设的燃煤电厂中，超过 70%的项目依赖于中共国的资金资助。 
 

尽管在 2018 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等类似出版物中充斥着有关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参考内容，

然而中共却热衷于让发展中国家背负长期债务以及排放二氧化碳量最高的发电厂。该北极白皮书还试图将

中共国确立为 “近北极国家”，然而这是一个不存在且未被认可的分类。鉴于中共国在其他地方无视环境

问题和非法捕鱼活动的种种不良记录，这种企图赋予中共合法性，以寻求更多的机会进入脆弱的北极生态

系统的做法非常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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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在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全球捕捞活动方面, 中共国在 152 个

国家中排名第一。中共国船队毁坏了北朝鲜沿海的渔业资源，违反了联合国禁止在北朝鲜水域捕鱼的制

裁，现在还在威胁非洲沿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周围的渔业。其行为不仅耗尽了历史上依赖于此的社区的资

源，而且还危及生态敏感地区，进一步证明了中共为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公然无视对环境的影响。 

 

建议：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项目，突出中共在环境方面的虚伪，以及美国每年持续花费数百

万美元通过美国对外援助计划在全球促进环境保护。这个项目可以涉及到美国国务院的公

共外交努力，以及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的努力。 

   
建议：政府应该发布一项计划，以应对中共作为大幅度领先的、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持续影响。美国两党在促进经济实力的同时，有着推动环境保护的

强大传统。美国需要重新获得全球环境信誉和领导地位。仅仅指出中共的虚伪，不太可能

说服国际社会停止将中共视为气候变化的合作伙伴，而应该将其视为破坏者。   
建议：政府应继续努力打击和揭露中共通过联合国系统和国际金融机构(IFIs)延续和粉饰

其环境不法行为的企图。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4636 法案，即《建立伙伴关系和利用援助制止垃圾促进国际更清洁

海洋法案》(PLASTICS)，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将推动全球防止和减少海洋垃圾和塑

料废物的努力。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5859 号法案，即《万亿棵树法》，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法案，旨在

通过投资国家和国际植树造林，授权改革，以改善森林管理、利用木材产品和增加全球碳

固存，从而为全球努力种植一万亿棵树作出承诺。  
 
 

国际组织 
关键发现：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中共正在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颠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以获得自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优
势。中共试图将其精挑细选的人员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重新定义联合国建立时要维护的规范。美国的反击战略应该与其主要盟友合作，迫
使中共改变其行为，停止其修改联合国的努力，同时展示民主国家的力量，并重申民主价值、人权和法治。 
 

2019 年 6 月，一名中共国候选人稳稳地赢得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总干事一职，巩固了中共国对

联合国系统内 15 个主要技术机构中 4 个机构的领导权。没有其他国家领导一个以上的机构。中国共产党通

过腐败程序、利用一带一路（BRI）投资承诺和贸易威胁来确保选票，战胜了民主国家支持的候选人。 

中共正在进行广泛的努力，劫持联合国系统，为中共利益服务，使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并为其腐

败交易披上信誉的外衣。除了确保关键的领导职位外，中共还试图将其人员安插到其控制的组织内的关键

岗位上，如 IT、IG 和人力资源部门，同时在联合国中级和初级职位的支持力度上也超过了美国。这些由中

共支持的人员肆无忌惮地毁坏联合国官员应有的公正性。有一次，一位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吹嘘说，他利用

联合国安保将一名维吾尔族人从联合国研讨会上驱逐出去，并称： “我们要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 

此外，中共国还利用初级专业干事计划 (JPO)，将中共国国民安排在联合国职业工作人员中。虽然该计划

旨在帮助各国增加其在公务员队伍中的代表性，但中国共产党却滥用该计划将中国共产党的拥庇者安排在

关键岗位上。在联合国秘书处内，中共国赞助了 45 名初级干事 (JPO)--相比之下，美国只赞助了两名。目

前，美国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赞助了大约 65 名初级专业干事 (JPO)，这个数字与中共国相比，显得微不足

道。重要的是增加美国赞助的初级专业干事 (JPO) 名额，针对中共的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并确保国际

公务员制度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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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中共利用这种存在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微薄的财政捐款所允许的范围。自 2016

年以来，中共人员一直试图将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植入联合国决议和其他文件中，以重塑国际规范，

更好地支持中共的极权主义、扩张主义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目标，并使中共的侵犯人权和腐败行为免受外

界批评。中共还利用其在联合国的存在来排斥台湾，掩盖其应对 COVID-19 的渎职行为。 
 

在粮农组织 FAO 选举之后，美国加大了针对中共颠覆联合国系统行为的打击力度。政府设立了一位新的联

合国廉正问题特使，以协调机构间和志同道合者间的共同努力。政府对联合国选举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态

度，开始努力支持更多的美国驻联合国人员，并提请注意中共意识形态在联合国的阴险存在。这些努力已

经带来了成效，最明显的是受中共青睐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领导职位的候选人被以压倒性的优势

击败。然而，中共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努力还将持续下去，美国的这种新做法必须得以继续并扩大

下去。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7939 法案，即《联合国透明度和问责法案》（UNTAA），该法案将

打击联合国系统内的恶性影响行动，协调美国和美国支持的候选人竞选联合国系统内的领

导职位，支持雇用美国公民担任国际公务员，并要求美国对联合国系统的贡献具有透明度

并向国会负责。   
建议：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在联合国系统内安排更多的美国工作人员。政府应确保美

国人员的存在得到适当的优先考虑和协调，而国会应确保这些努力得到适当的资金支持。

目前，没有一个机构间信息交换中心来协调美国人员在联合国的安置，这是 UNTAA 试图解

决的一个缺陷。除此以外，对于初级人事干事这一联合国主要的初级就业模式，也没有既

定的供资机制。从美国政府就业中途进入联合国系统的中级候选人会在退休福利和职级时

间方面遇到阻碍。   
建议：国会应批准政府最近设立的联合国廉政问题特使职位。特使职位于 2019 年设立，是

第一个专门侧重于评估和打击联合国系统内的恶意活动以及协调机构间和多边反应的职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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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通过 H.R.7733 法案，即《李

文亮全球公共卫生问责法》，该法将授权

对隐瞒 COVID-19 等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的外

国高级官员进行财务和签证制裁，对阻碍

应对疫情的个人实施直接后果。  
 

 

信息治国 

关键发现：中共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努力控制信

息及其传播手段，以巩固其权力，开展宣传和虚假

宣传运动，促进其地缘政治目标，并建立其 “话

语权，”或其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能力。中共试图

控制信息、传播信息的技术和平台，以及管理信息

的法律和规范，以推进作为专制主义的传播载体的

专制主义的信息模式。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将这种努力描述为 “将

信息武器化，以攻击支撑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和机

构，同时屏蔽外部信息。” 《国家安全战略》认

为这些活动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是 “信息治国

术，”是一种利用信息攻击和捍卫专制和民主意识

形态的外交形式。 

美国曾利用信息治国术极大地挑战了苏共的合法

性。但直到最近，美国一直放弃针对中共的信息治

国术的明确竞争框架。展望未来，美国必须越来越

多地运用信息治国术，对中共宣传其意识形态，屏

蔽外界信息、操控全球信息以及实施宣传和虚假宣

传运动的努力进行挑战，从而来削弱中共的话语

权。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7938 法案，即《美

国情报局战略竞争法》，该法将借鉴冷战

时期美国情报局和积极措施工作组的经

验，要求采取全政府的进攻性信息治国战

略，攻击中共的话语权，使中共失去信

誉，用真理和价值观对抗中共的谎言和邪

恶意识形态。   
建议：政府和国会应继续为国务院的全球

接触中心（GEC）提供充分的资金，并确保

全球接触中心 GEC 在预算上不依赖国防

部。国会成立全球接触中心 GEC 的目的是

应对外国对手的虚假信息和宣传，并在分

析和应对中共为其独裁利益塑造信息环境

的努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6621 号法案，即

《开放技术基金授权法》。这是一项两党

合作的措施，已被纳入 2021 财政年度众议

院和参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该

法案将促进技术的发展，以穿透封闭的专

制信息生态系统，如中共的 "大防火墙"。

美国应继续资助经过安全测试的开源技术

及其发行，帮助异议人士维护数据安全，

确保移动访问，并在遭受网络攻击后重建

网站。政府应根据国会最近批准的支出计

划，为开放技术基金提供充分的资金，并

应扩大开发和创新此类工具的资金来源，

将外国政府、基金会和私营部门纳入其

中。   
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要求社交媒体公

司披露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中共和其他

国家宣传的情况。某些社交媒体公司已经

制定了政策，对受敌对政府编辑控制的媒

体贴上国家媒体标签；该领域的其他实体

也应遵循这种做法。此外，传统形式的国

家媒体，如印刷、广播和电视，也应该有

明确和显著的免责声明，说明其资金来源

和缺乏编辑独立性。   
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要求美国媒体机

构披露它们何时收到与中共等敌对政府关

系密切的公司或新闻机构的广告费。这些

做法给中共国国家媒体带来了不对称的优

势，因为任何美国政府实体都无法在中共

国购买这种广告空间。   
建议：政府应增加现有的外国援助计划，

以扩大对某些资本匮乏国家的调查媒体和

公正媒体的投资机制，该类国家例如非洲

和太平洋岛屿等这些国家的媒体格局已经

被中共深度渗透。中共控制的媒体实体愿

意出钱影响这些民众，并对当地媒体组织

进行直接投资。如果进一步的关注显示现

有的外国援助资源不足，国会应该授权并

资助计划，以支持在某些地区受到中共严

重恶意影响的当地独立调查媒体，包括中

文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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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应继续努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就中共的恶意活动发表多边或协调声明。最近的例子包

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就中共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澳大利亚呼吁对

COVID-19 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这些声明有助于强调中共的恶意活动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共

同威胁，而不仅仅是美中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民主国家和其他伙伴对中共的真实性质、其野心以及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利害关系的共同理解。 
  

 
 

意识形态盟友 
 

关键发现：美国在共同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广泛的盟友和安全伙伴网络，是对中共的不对称优势。这些盟友

和伙伴对中共的威胁正在觉醒，面对中共的侵略，美国应该扩大和加强对共同价值观和国家主权的捍卫。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共掩盖疫情、加剧领土侵略、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好战言论，许多盟国首

都的政治重心正在向对美国更有利的地方转移。2020 年 9 月 14 日举行的欧盟-中国领导人会议提供了一个

说明性的例子。最初原本预计将推动与中国达成投资协议的活动，反而以欧洲领导人敦促有关 COVID-19 的
透明度，重申经济公平的必要性，并加强基本人权为重点，特别关注新疆、西藏和香港。9 月下旬，英国、

法国和德国与美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一起，正式拒绝了中共在南海的非法主
张。美国应该通过加强对盟友和伙伴的全方位宣传，扩大我们共同价值观的优势，从议会间外交到寻找新

的方式，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建立经济联系。自由世界对替代中共霸权的共同愿景，对避免一个以中共
形象建立的世界至关重要。   

建议：政府应继续努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就中共的恶意活动发表多边或协调一致的声明。最近的

例子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就中共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澳大利亚

呼吁对 COVID-19 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这些声明有助于强调中共的恶意活动是对整个自由世

界的共同威胁，而不仅仅是美中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民主国家和其他伙伴对中共的真实性质、其野

心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利害关系的共同理解。            
建议：政府应就中共根据国际法属于非法的活动发表进一步的明确声明。例如，国防部 2020 年 7

月发表的《美国对南海海洋主张的立场》声明，澄清了中共在南海的领土侵略是非法的，赋予了国

际法的分量，支持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的主权，并促进了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效仿。政

府可以对中共在其他地区的非法行为采取类似的行动，包括尖阁群岛周边和印度边境。 
 

关键发现：台湾是自由世界与中共对抗的关键焦点，比其他任何美国伙伴更直接受到中共武装侵略的威胁。用习近平的话

说，强行吞并台湾 "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至关重要"，是中共克服中国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总目标。习近平曾暗示，他的目标是

在执政期间控制台湾。 
 

中共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将是对美国安全和全球民主的重大打击。台湾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也

是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和美国的安全盟友。美国依靠台湾作为第一岛链的防御环节，并是最先进的半导体技

术的唯一来源，以及中共阴影下的民主拥护者。中共对台湾的控制将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安全联盟，切断我

们的技术供应链，并严重打击全球民主。 
 

然而，尽管过去四十年来台湾对我们国家命运的重要性急剧增加，但自 1979 年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以

来，美国台湾政策的核心内容一直停滞不前。当时，台湾是一个独裁国家。与美国关键的供应链无关。需

要作出重大改进，以更新美国的政策，使之符合台湾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现代意义。 
 

建议：行政当局应允许台湾将其外交办事处的名称改为“台湾代表处”或类似名称。政府

应允许台湾将其外交办事处的名称改为 “台湾代表处”或类似的名称。台湾在美国境内的

主要外交机构目前称为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名称，并不反映美

国与台湾全境享有广泛，实质性关系，而不仅仅是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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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2002，即《台湾保证法》，这是一项两党法案，要求政府

审查长期以来对台湾关系的限制，并将这些规则提供给国会。自 1979 年以来，美国与台湾

一直保持着 "非官方"关系，但同时也遵守了许多不需要维持"非官方"关系的自我限制，例

如限制美台会议在哪里举行或哪些美国官员可以访问台湾。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353/S.249 号法案，该法案是一项两党法案，将由国务卿

制定一项战略，以重新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地位。这项立法已在国会两院获得通

过，将有助于优先考虑政府促进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工作，鉴于台湾在国际卫生合作中被

边缘化是造成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原因，这项工作就更加紧迫。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287，《台湾主权象征法》，这是一项两党措施，允许台湾政府官员

和武装部队成员在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中为官方目的展示或佩戴台湾国旗。美国不

阻止展示台湾国旗，但是长期的政策仍然这样。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7414，即《台湾研究金法》，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将在台湾

为少数合格的美国政府雇员设立研究金方案。该计划以长期成功的日本曼斯菲尔德奖学金

为蓝本，该计划通过允许美国人员在日本政府内部积累经验，促进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紧

密联系。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6974，即《2020 年台湾非歧视法案》，该法将以台湾有意义地参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活动为条件，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股权。台湾对全球经

济的重要性及其外汇储备的重要性，要求台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系正常化。此

外，即使是未被承认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也可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建议：国会应在 2021 财政年度《国家发展援助法》中通过 H.R.6395 的第 1851 条，这是一

项反映 H.R.6014《2020 年台湾就业公平法》案文的两党条款，该条款将要求美国在国际金

融机构中使用其发言权和投票权，以确保台湾国民在就业决定中不受歧视。 
  

 
 
 
 
 
 
 
 
 
 
 
 
 
 
 
 
 
 
 
 
 
 
 
 
 
 
 

Photo Credit: Nicolas ASFOURI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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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共促成的大流行病疫，暴露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包括我们对中国的依赖和需要的危险，以及更强在

国内生产能力的需求的重要性。在疫情发生的早期，中共通过强迫中国的美国生产商（如通用汽车公司和

3M 公司）生产 PPE（个人防护用品），证明了对 PPE（个人防护用品）供应链的控制，并迅速将这些产品囤

积起来，损害了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当其他国家谴责中共对 COVID-19 的不当处理时，他们将其对全球

PPE（个人防护用品）供应的扼杀作为武器。北京利用库存试图争取其他国家对他们在全球苦难中的共谋行

为的原谅，甚至威胁要扣留美国所需的物资。 
 

中共的主要工业举措之一是成为特定新兴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例如机器人技术，交通运输，生物制药，新

材料以及对国防至关重要的其他行业。 他们的计划旨在通过领先于新兴技术并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来提

升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使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更加脆弱，并越来越重视美国工

业基础，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落后的领域是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该技术可实现无数技术并推动创新。尽管美国是 IP 和半导体设计的

全球领导者，但大多数芯片不是在美国制造的。事实上，全球将近 90％的半导体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与

此同时，中共花费了数千亿美元，目标是在包括芯片生产在内的半导体供应链的所有领域中确立全球领导

者的地位。具体来说，《中国制造 2025》计划指示中共到今年生产 40％的半导体，到 2025 年将增长到

70％。这一主导水平可能会导致廉价的中国芯片充斥全球半导体市场，并扩大其市场份额。控制当今众多

技术中无处不在的组件的能力。 
 

此外，中国控制着全球大部分关键和战略矿产的供应，这些矿产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许多组

件至关重要。随着全球经济采用新技术，对这些矿产的需求将稳步增长，除非采取关键措施将生产和采购

从中共控制的实体转移出去，否则美国及其盟友将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美国对中共控制的实体的依赖，

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国内供应的匮乏，使得供应中断的风险被放大。简而言之，如果不采取行动应对

这一挑战，美国将越来越多地陷入战略困境。 
 

幸运的是，国会采取了许多近期行动，通过 2021 财年 NDAA 减少美国对中共在芯片和关键矿产上的野心的

依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NDAA 包括两党共同制定的"创造有助于生产半导体的激励措施"（CHIPS）法案

（H.R.6395）的条款，以促进先进半导体制造和研发（R&D）。总的来说，振兴美国制造业，让国内企业开

发和生产领先的先进材料、先进半导体和自动化系统，将为以更具战略优势的方式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和消

费产品提供必要的工具。NDAA 还包括通过优先考虑可信的来源和减少使用某些中国材料，来减少我们对中

国矿产的依赖。这些都是确保美国敏感和战略材料的关键供应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的重要步骤。 
 

国会还通过了两党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CARES）法案，该法案采取措施推进生物医学研发，

并在美国制造关键医疗用品。 
 

政府还努力确保美国人能够更好地获得 PPE（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重要的医疗用品，同时通过授予发展金

融公司（DFC）《国防生产法》（DPA）权力，减少美国对中国产品和供应线的依赖。这种精简允许发展金

融公司加快生产必要的医疗用品，并向在美国生产药品的公司授予合同，以对抗 COVID-19。这一点尤为重

要，因为中国生产的活性药物成分（API）在美国上市的药品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尽管国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但这将需要一个持续的、整个政府的方法，与私营部门一起加强

美国的供应链并使其多样化，以维持美国人的健康、福祉和繁荣。这种共同的努力对于保障国家供应，重

建美国工业以及与盟友合作建立安全的供应链网络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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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工业基础 
 
关键发现：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材料和技

术供应链构成了重大的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正在日

益加剧。美国对 CCP 的依赖已经在工业基础上造成

了必须消除的缺口和漏洞。现在急需的是提高透明

度，以及提高美国对中共在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上的渗

透的认识。 

 

 
 
 

 一个健康的工业基础是确保美国实力

和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关键因素。军队应对紧急

情况的能力的增强，取决于我们国家生产所需零

部件和系统的能力，健康和安全的供应链，以及

熟练的美国劳动力。” 

 
– 2017 国家安全策略”  

 
 

 

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支持着美国的经济繁荣

和全球竞争力，同时还为美国军队提供了保卫国家

的实力。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必须

安全、稳健、可靠、并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做好准

备。一个全面且详细的，旨在消除国家技术和工业

基础中存在的差距和弱点的战略制定是确保安全、

稳健和可靠的工业基础的第一步。没有这个战略的

支撑，国防部的努力是暂时且无效的。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 H.R 6395 中的第 845 章节。这样能

够在国防部制定出相应的国防工业基础的国

家战略，以评估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的差距

和弱点之前，限制继续拨款。先行法律要求

国防部为国防工业基础制定全面且详细的国

家安全战略。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 H.R.6395 的第 1254 章节。该章节

将扩大对中共在美国经营的军事公司进行公

开报告的要求，   

 

 

包括公开解放军直接或间接拥有、控制或受

益的实体名单，以及中共国防工业基地的军

民融合的贡献者名单。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的 H.R.6395 的第 1255 章节。该章

节将领导一个受联邦拨款资助的研发中心对

中共的国防工业基础进行研究。   
建议：国会应该鼓励参与国防工业基础的公

司参加国防部部门一级的威胁情报共享计

划，并将此作为与国防部签订的合同条款的

一部分。   
建议：国会应该支持国防部的《网络安全成

熟度模型认证》计划以寻找和只认出国防工

业基础公司信息系统内的安全威胁和漏洞。 
  

建议：国会应该考虑立法提案，以便有效地

切断对中共军工基地公司的物质支持。例

如， H.R.7064, 《终止向人民解放军拨款

法案》就要求从某些与中共军方关联公司中

撤资。美国寻求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进行良性

的贸易和投资，但是中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无处不在，因此国会应该确保对中共军工基

础公司的融资限制是有针对性的，被有效管

理的，并以实现明确的国家安全为目标的。

这些措施还应该方便国务院(DoS)和国家运

输部(DoT)调整行动，包括建立与美国盟友

间的合作，作为对抗中共军事野心的全面战

略的一部分。  
 

 

敏感和战略材料 

关键发现：中共正在企图空竹全球的敏感和战略物

资，而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能源独立都依

赖于这些物资。因此，美国必须确保美国敏感和战

略物资这两个关键供应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导着世界上最关键的敏感和战略

矿产的生产， 这增加了美国经济可能面临价格暴涨

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一份 2018 年国防部的报告把

中共国描述为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且

关键性的材料和技术供应所面临的重大且不断增长

的风险。”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中需要特别

关注的领域包括日益增长的被广泛使用的特殊金

属、合金和包括稀土金属在内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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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金属是美国国家安全所依赖的许多主要武器系统中所需的关键元素，这些武器系统包括激光器、雷

达、声纳、夜视系统、导弹制导、喷气发动机和装甲车和金。中共国也是许多用于弹药和导弹的特种化学

品的唯一供应商。 

 

 
 
 
 
 
 
 
 
 
 
 
 
 
 
 
 
 
 
 
 
 

 

此外，中共对中共国内私营企业的控制为他们的外国客户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弱点。比如，日本 58%的稀土金

属进口源自中共国，在过去两国出现争端时，中共曾用限制向东京出口稀土元素报复日本。美国在稀土进

口上对中共国的依赖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的风险。随着新技术不断地被采纳，对关键矿物和

稀土元素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美国应采取措施增加敏感和战略物资的可靠供应，减少供应中断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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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美国应该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

H.R.6395 的第 824 章节。该章节将规定优

先从（如在《美国法典》第 10 章第 2500

节所定义的）国家技术和工业基地采购稀

缺的战略和关键材料，包括稀土材料。此

外，该章节还要求国防部和国务院发布关

于在 2035 财政年度前消除美国对中国稀土

材料依赖的指导意见。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的 H.R.6395 的第 823 章节。该章节

将夸大从中共国购买某些敏感材料的禁

令。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的 H.R.6395 的第 826 章节。该章节

将规定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和组装地点。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的 H.R.6395 的第 835 章节。该章节

将扩大对政府从受中共国影响或控制的外国

实体采购或使用任何现成的商业无人机或某

些无人机系统的禁令。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的 H.R.6395 的第 829 章节。该章节

指出美国铝的生产能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至关重要，因此将铝定为一种特殊金属。

国会还应该通过第 830 章节，因为此章节

要求国防部长对相关职能部门如何能利用

1950 年的《国防生产法案》来提供激励措

施以增加与炼铝有关的活动，发展铝的加

工和制造能力，以及就新的举措是否会进

一步发展这种加工和制造作出报告。  
 

建议：国会和行政大局必须移除所有对美

国本土采矿的监管障碍，从某种程度上确

保美国本土有足够的关键矿物质和稀土元

素供应来满足多种用途的需要，包括用于

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备，电动汽车和电信

设备的需要。  
 

建议：国会应该在众议院通过 H.R.7061 法

案，即《美国关键矿产勘探和创新法

案》。该法案将彻底改革联邦矿产开发许

可程序，并优先推进矿产提炼技术的提

高。该法案还将对新的采矿和测绘技术以

及其他技术提供支持，以推动关键矿产开

发。只有消减美国政策上的繁文缛节和支

持创新，才能确保美国关键矿物和稀土元  

 

 

元素的供应，并且避免出现美国对中共国的

依赖。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8198, 《2020 年

美国资源和许可改革法》。该法案将吧与

开采、回收或加工关键矿物质、燃烧前或

燃烧后的煤副产品或与煤矿的酸性矿井排

水有关的项目列为有资格获得 FAST41 许可

的项目，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建议：行政当局应该继续尽快将各项刺激

举措提上日程，包括国防部的能源资源治

理倡议，这个能在加强与盟国在采矿和能

源部门的合作的同时，特别关注采矿部门

的治理，加强私人投资和确保供应链。这

些刺激举措应该涉及西半球的盟友国，包

括加拿大，秘鲁，智利和巴西。   

半导体 
 

关键发现：中共国是半导体的最大消费国，并且它
对其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持续发展有着雄心勃勃的目
标。美国应该鼓励可信赖的半导体供应商在美国本
土投资新的，更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或将投资放在
可信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上。 
 
 
 

 
U.S. Falling Behind: Annual Chipmaking Capacity Growth Rates  

 
United 

7% 

 

States  

Rest of 

  

11% the World 
     
Source: Bloomberg,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Boston Consulting Group Report  

 
 

 

半导体是能为现代技术提供动力和推动数字化进程

的微小芯片。从智能手机到电脑再到汽车和工业设

备，半导体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不仅如此，半

导体还使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 5G 等新兴技术成为

了可能。尽管美国在半导体的知识产权和设计方面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全球近 90%的半导体制造是在

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的。根据 “中国制造 2025”工

业计划，中国的目标是，到 2020 年，中共国使用的

半导体中，有 40%为本土生产；到 2025 年，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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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增加到 70%，而且中共国一直在向其国内的半

导体产业的部分领域投入资金。与此同时，中国共

产党正在花费数千亿美元来主导半导体供应链中的

所有环节，这其中包括了芯片制造。除非美国采取

更大胆的行动，否则美国可能永远失去在本土制造

半导体芯片，并卖给中共国的能力。通过提供资

金、投资税收减免和对整个半导体供应链的支持--

从研发到制造--美国既可以刺激私人投资，创造数

以千计的高薪工作，还可以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得到两党支持的

H.R.7178，《美国芯片法案》补充条款中

的对某些先进半导体制造的激励措施，以

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 2021 财年 NDAA 中的

相关章节。例如，在上述法案中，包含了

商务部对建立一个旨在激励投资国内先进

半导体晶圆厂的拨款计划，以及关于加强

和协调联邦对先进半导体研发的支持的条

款。此外，国会应该支持对美国工业基础

中的半导体技术进行研究，并为开发和采

用安全半导体和安全半导体供应链提供资

金。   

 

建议：国会应该设计并通过税收激励措

施，鼓励更多的半导体生产在美国本土进

行。 
  

建议：本届政府和国会应该尽可能的对美

国本土的半导体和电子元件组装进行直接

和间接的大力投资，以此来满足国防和关

键基础设施系统中的需求。这对于削弱中

国对美国在受到网络袭击后的重建能力的

控制，以及防止在制造过程中引入恶意组

件是至关重要的。  
 

 

供应链外交 

关键发现：中共的大规模补贴和国家主导的掠夺性

产业政策破坏了关键的供应链，而且在某些领域掏

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键产业。迄今为止，美国

的反应过于迟缓和被动；美国未能建立专门针对供

应链威胁的供应链战略，也没有扩大与盟友、志同

道合的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在最大限度地

提高生产这些产品的美国公司的竞争力的同时，把

关键供应链转移到价格合理且更安全的地方。 
 

 

美国的盟友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与美国一样，对其供

应链中的关键产品存在过度依赖中共国的问题有同

样的担忧。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盟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

中共国的侵权行为，因为当他们对中共的行径表示公开反

对时，中共用供应链对他们进行威胁与报复。  
 

比如，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

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不久，中共国对来自澳

大利亚的重要农产品进行了报复。中共国

禁止了从澳大利亚四个最大的屠宰场的 牛

肉进口，同时中共国还决定对从澳大利亚

进口的大麦征收 80.5%的关税。澳大利亚总

理 Scott Morrison 将这些行为描述为对澳

大利亚的试图胁迫和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

破坏 

中共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这种互动为美国能与这些贸

易伙伴共同合作，在中共国以外的地方发展具有弹

性的供应链创造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鉴于中共国出

口产品在美国总进口中所占份额的逐年下降，只有

美国与这些志同道合且同样是中共国主要出口市场

的国家合作，美国才能增加其影响力。这种确保关

键供应链的伙伴关系无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

它能保持美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竞争力，并最大限

度地提高美国公司选择中共国以外，可供生产关键

产品的最有效地点的能力 

 
建议：本届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针对供应链

威胁的战略，并夸大与盟国、志同道合的

国家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将供应链转移

到价格合理且更安全的地点。商务部应该

与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以及总统已指明

的其他机构一起，执行地 13873 号行政命

令，以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服务供应

链的安全。  
 

建议：本届政府和国会应该通过采取以下

行动，将保障国家安全和健康所需的最具

战略意义的供应链作为其与盟国和其他可

信赖贸易伙伴在进行双边、诸边和多边贸

易和经济讨论中的首要任务：   
• 与他国紧密合作，将现有论坛中的合作列

为优先事项，包括七国集团和亚太经济论

坛。 
• 利用美国现有的 20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磋

商机制，与合作伙伴共同解决供应链安全
问题。 

• 在正在进行或将来的贸易谈判中将确保供
应链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包括目前正在与
英国和肯尼亚进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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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正在进行的分析研究，认清能确保供应链安全的最重要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与盟国之间
的合作，包括通过国际贸易委员会应众议院 “方式与方法和财政委员会” 两党领导人在 2020 年
4 月和 8 月的要求所进行的分析，来为新冠病毒相关产品的供应链和其竞争条件提供细节，以便在
与盟友和私营部门合作时使用。 

 

• 将建立稳健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以确保供应链作为国会与盟国政府、可信赖贸易伙伴的所有对

话中首当其冲的重要话题。 
 
• 共同制定一个统一的美国立场，以便和志同道合的，对中共国对关键供应链的威胁持相同看法的其

他世贸组织成员合作，来达成关于保障关键供应链的诸边协议。 
 

健康、医疗供应、和药品安全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人们对我国药物供应链过度依赖某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对某些国家的依赖--包括在原材料和生产援助上的依赖--给我们国家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严重的隐

患。 

即使成品药本身不是在中国制造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消费者服用了含有来自中共国制造的成分的救命或

维持生命的药物。美国消费者，包括美国军方在内，都依赖来自中国的药品或活性成分。这给美国的经济

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风险，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希望在新兴疗法方面更具竞争力的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家在垄断了某一药品的生产后，希望以此对美国进行报复，那么它可以通过大幅提高药品价格

或急剧减少药品供应，来试图造成药品短缺，从而限制关键药品在美国的使用。在危机时刻，这种潜在可

能的行动会让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通过两党通过的《CARES》法案，国会已经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生物医学研究，以及促进美国必要的医疗

用品的开发和制造。国会和政府必须继续合作，加强美国供应链并使其更多源化，以维持美国人的健康、

福祉和繁荣。 
 
《CARES》法案通过允许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BARDA）取消其他交易协议权限的上限，使其更容易

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研发。为了 "在国内或国际上预防、防备和应对冠状病毒"，《CARES 法》向国家卫生

研究所拨款如下：  
 
 
 
 
 
 
 
 
 
 
 
 
 
 
 
 
 
 
 
 

 

《CARES》法案还向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紧急基金拨款 127 亿美元，直到 2024 年 9 月 30 日，款项将被用于

开发必要的应对措施和疫苗，优先发展具有美国制造能力的平台技术，购买疫苗、疗法、诊断、必要的医

疗用品以及医疗增援能力的购买，除此之外，款项还可以被用于解决血液供应链、劳动力现代化、远程医

疗服务和基础设施、初步的先进制造、新型配药、加强美国佣兵团，以及其他准备和应对活动的相关的行

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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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中共国正在积极开发，制造和控制最重

要的医疗和医药产品，这让美国的身体健康和经济

健康被中共的首要目标所牵制。此外，美国某些医

疗和医药产品的供应链对中共国的依赖性太强，这

损害了我们的医疗和国家独立。为了减轻中共国在

医疗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必须制定基于市场

的激励措施，而不是通过强加全面的政府强制或控

制，来增加美国本土制造和与可信赖盟友和合作伙

伴间的合作。 
 

政府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在近期和长期内帮助增

加医疗用品的生产在美国本土进行。一个主要的案

例是利用《国防生产法》下的授权确保有足够的美

国本土生产的呼吸机，以及授予公司生产成品药、

原料药的合同，这其中包括了应对 COVID-19 的所需

药物。此外，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在 2020 年 5

月宣布与工业界合作，以扩大美国在 COVID-19 响应

期间和未来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对所需的 API 和药

品的制造。这些行动将有助于缓解和预防当前和未

来，因疫情而加剧的药品短缺。 

为了避免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必须解决对非可靠国

家生产的某些药物存在过度依赖的问题。根据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数据，许多原料药的生

产已经渐渐从美国转移到了外国，中共国内 13%的生

产线是在为美国市场销售的药物生产原料药。 

充分了解我们对海外生产药品的依赖。FDA 药物评价

和研究中心（CDER）主任 Janet Woodcock 博士在

2019 年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的证词中

表示。 

这些不全面的数据意味着，虽然药物评价和研究中

心(CDER)知道原料药生产设施的位置，但我们无法

精确地知道中共国实际生产的原料药数量，同时也

无法确定中共国生产的原料药通过纳入中国或世界

其他地区生产的成品剂量而直接或间接进入美国市

场的数量。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2021 财年 NDAA 中

H.R.6395 得到两党支持的条款，第 712 章

节。该章节将要求下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包

含药品、生物制品、疫苗和关键医疗设备供

应的相应条款。而且，它还将要求国会提交

一份关于例如中共国等国家造成美国医疗供

应链存在隐患的机密报告。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2021 财政年 NDAA 中的

H.R.6395 的第 1808(f)章节。这是一个得到

两党支持的，反映 H.R.6399 号法案(即《确

保美国紧急情况下的疫苗》法案)的条款。

这项立法将要求总统提出一项关于如何使用

《国防生产法》的国家战略，以确保国防所

必需的医疗物品的供应。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2021 财政年 NDAA 中

H.R.6395 的第 750 章节，这个得到两党支

持的章节将要求国防部与其他相关联邦机构

协商，就国防部的联合开发处方(JDF)进行

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就此向国会提交一份秘

密报告。报告中应包括应急行动所需药品的

核心清单，指认可能限制国防部采购必要物

品的障碍，以及确定可以帮助制造这些物品

的国际军事合作伙伴。美国对药品、生物制

品和医疗设备的成分和组成部分的跟踪至关

重要，这样才能确保相关公司商业行为的透

明度，以及在必要和适当时遵守 FDA 的规

定。 
  
 
建议：政府应该尽快实施《CARES》法案第

3112 条。该条款要求药品制造商报告所生

产药品和原料药的数量，并提供能帮助了解

美国从境外获得的药品数量的相关信息。 

此外，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应迅速

采取行动，开始进行在《CARES》法案第

3101 条中所要求的研究。这项研究要求国

家科学院对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安全进行检

查并发布报告。而该报告将更加明确告诉我

们该如何提高药品供应链的弹性和解决其弱

点的方法。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6670 号法案，即

《美国药物独立法》。该法案将要求国家科

学院设立一个药物供应链专家委员会，并且

召开一次公开研讨会，分析美国对外国制造

的关键药物的依赖所造成的影响，并就此提

出战略建议，以减少对外国制造的依赖性，

但在同时仍能做到供应链的多样化。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立法来要求国家科学、

工程和医学研究院进行一项一下研究，探讨

为什么美国的制药业转移到了海外？哪些医

药产品（如原料药）曾在美国生产，那些一

直都不曾在美国生产？我们需要改变哪些市

场激励措施来增加美国国内的药品生产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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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该通过得到两党支持的 H.R.4866 号法案，即《国家连续药品制造卓越中心

法》。该法案引导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指定国家连续药品制造卓越中心，与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和工业界合作，为实施连续制造而制定国家框架。国会和政府应该鼓励开发和

使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因为这既可以减少药品短缺也可以解决药品的质量问题。先进的制

造技术可以随时扩大规模，以帮助快速生产疫苗和医疗对策，缩短供应链，加快治疗药物

的开发。 
 

 
建议：行政当局应鼓励 CIADMs 计划的使用。根据《公共卫生服务法》，BARDA 拥有已有的

权力，可以通过利用 CIADMs，对制造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和应对生物恐怖主义时的所需产

品提供支持。这些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可以在美国国内提供能够以商业规模制造医疗对

策，以及可用于预防和治疗大流行性流感和其他传染病的疫苗和疗法的基础设施。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得到两党支持的 H.R.6531 号两党法案，即《大流行病医疗用品法》。

此法案将允许国家战略储备与国内制造商建立合资企业，以建立新的或被扩增了的个人防

护设备生产线。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鼓励旨在防止和减轻药品短缺的政策的出台。例如，立法

允许政府与药品分销商签订合同，由药品分销商确保、管理和及时补充这种有极高的短缺

风险的药品供应。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得到两党支持的 H.R.6930，即《美国原料药、药品和辅料制造法》中

的规定。规定要求由美国政府问责局牵头一项研究，评估是否各国不同的监管要求会造成

药品制造效率低下，研究如何提高设施检查时限的透明度，并将 FDA 的先进制造技术计划

编入法典。这项立法将提高监管程序的效率，激励本土生产。   
关键发现：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各种政策工具来激励或授意，要加大其对医疗和制药行业的影响力。允许

关键医疗产品的供应链集中在中共国，这比从其他价格合理且更安全的合作伙伴那里采购，或者鼓励本土

生产要危险的多。通过改变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将这些关键供应链迁回美国，将从根本上帮助美国在这

个市场中与中共国竞争。 
 
国会应该通过积极的、明智的、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措施，以加快美国在关键药品、医疗用品、成分、测

试和疫苗上的研发和生产。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7767，即《国内医疗和药品制造税抵免》。这个法案将使美国国

内生产和销售原料药和医疗对策的收入税率减半，并为在美国用于生产药品和医疗产品的

先进生产设备的新投资提供 30%的投资税收抵免。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7555，《更多治疗法案》和 H.R.7556，《治疗初创企业法案》，

这两个法案将为从事传染病药物开发或研究的生物技术公司制定研发激励措施，并为那些

未产生盈利的，从事传染病疫苗和药物研究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可退还的研发信贷，以消

除阻碍创新者创办致力于治疗疾病的美国公司时可能遇到的障碍。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7537，即《2020 年传染病治疗研究和创新法案》。此法案旨在为

关键疗法和疫苗研发提供更早的投资和更强的研究。法案通过修订目前税法中的被动损失

规则，帮助这些较小的公司在早期阶段从更多的投资者那里筹集私募资金。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7505，即《2020 年美国创新法》。该法通过为启动成本提供特殊

的税收待遇，并保留研发信贷等宝贵的税收属性，会使美国的创新者更容易成立新的制药

公司来研究和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和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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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府的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 2018 年《国防战略

报告》准确地将中共国描述为一个对美国安全、影响力和利

益造成威胁的修正主义大国。事实上，习近平在 2017 年就宣

布，中共解放军“正处于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阶段”。近年

来，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只增不减。如今，中共正在

南海开发非法人工岛礁并将其军事化，扩大其在中东和非洲

地区的势力范围，欺凌邻国，并谋求在世界各地建设军事基

地以显示其实力，来挑战美国和其他国家。  
 

 
中共国正在进行激进的军事转型，力争到 2035 年实现军队

现代化，到 2049 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如今，由中共造成

的日益严重的挑战，很可能是本世纪所面临的军事挑战。 
 
 

 

中共也正寻求成为全球技术的领导者。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中共窃取知识产权，进行商业间谍以及由国家赞助的

市场操控活动，并利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以及

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和军事人员，来获取相关军事和经

济应用的信息。 

 
此类恶意活动并非什么新鲜事；中共几十年来一直窃取我们

的技术。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共开展了一场激进

的、多方面的运动，导致我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和相关技术

的机密设计资料被盗。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针对我们的弹

道导弹和太空计划开展了间谍活动。他们经过多年的精进，

如今更是肆无忌惮。 

 
中共采用一系列掠夺性的非法手段，这些手段通常涉及商业

秘密的窃取和知识产权的强行转让。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指

出，“在所有[美国]联邦经济间谍起诉中，约有 80%的指控

涉嫌有利于中共国的行为，而在所有商业秘密盗窃案件中，

约有 60%的 案件与中共国息息相关。”  

 
 

 

中共也已表明了其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和意愿，致使

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面临风险。一个有弹性的网

络生态系统对于降低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以及开放经济

遭受重大攻击的风险至关重要。政府需采取协调行动以及新

的立法方案，以应对这一瞬息万变的威胁。 
 
此外，中共还试图影响美国的社区、企业、地方和国家选

举，在破坏民主的同时，来促进对中共有利的态度和政策。

最近，一位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表示，“中共国认为川普难

以预测，并不希望他连任”，并且"中共国也试图在美国

2020 年 11 月大选前扩大其影响力，力图影响美国的政策走

向并对其眼中的反中共国的政治人物施压，并转移和反击对

中共国的批评。” 

 
政府和国会已加紧努力，来强调并揭露中共所带来的威胁和

挑战，但仍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要做。政府在其官方战略文

件中继续将与中共国的战略竞争放在优要位置，并实施旨在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国价值观的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努

力，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国防投资，以及

保障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不受网络攻击、保护研究安全和知识

产权，抵御中共在民主制度中的恶意影响等措施，对于确保

美国及其公民免受（中共的）进一步威胁而言至关重要。这

些努力对于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

实现和维护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言至关重要。 

 

 

国防 
军队现代化 
 
中共解放军的地面、空中、海军和导弹部队在和平时期和

地区冲突中投射力量的能力越来越强。几乎可以肯定的

是，中共解放军会利用其这种不断增强的能力，试图塑造

国际社会对中共国作为地区强国和全球利益相关者的认

知。为此，中共国正在发展新型远程轰炸机、陆基飞机、

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等能力。它还在迅速推进其核三位一

体、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以及网络空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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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截至 2020 年，中共解放军海军（PLAN）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中共解放军海军拥有 300 多艘舰艇，使其在规

模上超过了美国海军可部署战斗力的 293 艘舰艇。中共解放军海军通过引进 094 级弹道导弹潜艇(SSBNs)提高了生存能

力，该潜艇能够携带 12 枚射程约 7400 公里的新型巨浪-2（JL-2）潜射弹道导弹(SLBMs)。 

 
此外，中共解放军空军正在缩小其在飞机性能、C2 系统、电子战和先进的空对空远程弹药研发和采购等方面的能力差距。中

共解放军空军至少已部署了 800 架第四代战斗机，并且也已开始低速生产并有限部署歼-20 第五代隐身战机。此外，中共还计

划加快另一款歼-31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并继续下一代先进战斗机的研究。国防部称，中共解放军空军正在迅速

追赶西方空军力量，随着其国产飞机和各种无人机（UAV）的交付，来继续其军队现代化进程。 

 
中共国之所以在高超音速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是由于北京对其工业基地进行战略性投资，利用美国的研究中心和

通过知识产权盗窃得以实现。高超音速滑翔武器对美国的预警、跟踪和识别能力提出了挑战，使我们反击和击败攻击的能力变

得复杂。中共国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空对空导弹方面，这种导弹的射程很广，并配有电子雷达，使战斗机难以躲避。2017 年，

兰德公司的作战模型发现，在一次靠近中共大陆以及台湾领空的冲突中，中共国首次实现了与美国拥有等同的空中优势。 

 
中共国不受任何国际协议约束地发展了常规导弹部队。中共国目前拥有 1250 多枚地面发射弹道导弹，而美国则“部署

了一种陆基常规弹道导弹，射程为 70 到 300 公里。”中共国拥有射程介于 500 至 5,500 公里的地面发射巡航导弹，而

美国并未部署任何地面发射巡航导弹。 

 

此外，中共国正在进行大量投资，以实现现代化和扩大其核力量，其中包括开发新一代公路机动弹道导弹和核能力运载

系统。中国正在追求达到以陆基和海基为平台的特色核三位一体，还包括正在开发的核打击能力的空射弹道导弹。  
 

 

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阿什利中将对中共国和野心提出警告，他如是说道： 

 

未来十年，在中共国实施其历史上核武库最迅速的扩充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其核武

库的规模很可能至少增加一倍。正如国防部提到的，中共国还强调了装备低当量核武器的

必要性，“这有助于提高中共国核力量的威慑力，但他们没有具体定义低当量的数值到底

是多少。” 
 
 
 
 

 

中共国通过“军民融合”战略取得了技术上的进步，根据这一战略，中共规定国防和民用工业部门需相互融合——从而

迫使任何和所有技术都有可能被转用于军事目的。相关公司在法律上也必须坚持这一战略，并由习近平“亲自督导”。 

 

虽然美国多年来一直认为它在总体军事优势上已超越中共国，并将继续保持这一态势，但如上所述，这一差距正在缩小。根据

国防部的说法，在某些情况下，中共国已经在某些军事现代化领域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了美国。国会必须继续支持国

防部在海陆空的投资，其中包括远程精确和战略火力等关键弹药物资。国会还必须确保国防部保持、训练和提升这些能力，以

确保其处于备战状态。国会必须继续推动国防部支持新兴技术，寻找赢家，并将其纳入国防部的作战能力。H.R.6395，即两党

2021 财年的国防授权法(NDAA)，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然而美国必须增加国防投资，以使美国保持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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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中国共产党正在迅速发展一支能够战胜地区冲突的军事力量，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军事版图。中共国已经设定了到 2035

年实现军事现代化，以及到 2049 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基准，这可能会使美国在突发事件或冲突中的军事行动变得复杂化。 
 

建议：美国必须缩小与中共解放军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差距，并保持其在其他领域的竞争优势。这样做就需

要对联合战役和联合作战行动所需的能力及其支助基础设施进行稳定的投资。 

 

 
 
 
 
 
 
 
 
 
 
 
 
 
 
 
 
 
 
 
 
 
 
 
 
 
 
 
 
 
 
 
 
 
 
 
 
 
 

 
建议：除了获得美国关键防御系统所需的投资外，美国必须优先考虑维持这些能力的活动，包括培训、维

护、机械升级和采购。这样做将确保这些能力能继续充分运作。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 2021 财年的国防授

权法包括了许多此类的活动和加强措施。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2021 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并继续支持其维护

工作。 

 

主要发现：中共国拥有大量陆基导弹，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共国并非是最近终止的《中程导弹条约》的缔约国。中共国

现在是拥有常规和核双重运载能力的战区导弹大国。 
 

建议：国会应停止对国防部发展和部署常规地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能力的一切限制，并应支持政

府与印太盟国合作，在该区域部署美国中程导弹。这一能力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获优势、增强威慑

力至关重要。对于美国印太司令部（INDOPACOM）根据 2020 财年 NDAA 第 1253 条向国会提交的

报告中所描述的要求，国会应对 2021 财年的 2.67 亿美元以及 2022-2026 财年的 7.6 亿美元的远程精

确火力需求予以全额拨款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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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自 1996 年以来，中共一直在持续对其
核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增加了其武器库的数量并
提高了质量。中共的核储备目前公开估计在 200 枚
左右，预计在未来十年将至少翻一番。为了追求
“核三位一体”，中国正在发展现代化的空中、海
上和陆基核能力，并强调低产核弹的需求。于此同
时，美国军事核现代化已经滞后。 
 

 

建议：美国核武器现代化是必要的，以确

保有效的威慑和维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

势。核现代化必须获得充分的资金，以确

保核三位一体和其他能力有效、安全和可

信。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支柱进一步延误

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严重后果。

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第

四支柱，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升级基础

设施和活跃的工业基础，以支持核企业。

重点应放在以下投资上： 

  
 
 地面战略威慑     

 哥伦比亚级潜艇     

 远程防御武器        

 具备野战能力的 B-21 重型轰炸机     

 开发 W-93 海上发射弹头     

 开发潜射巡航导弹     

 现代化核指挥控制和通信基础设施     

 注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基础设施     

 确保到 2030 年，核安全企业每年生产不少于

80 个战争储备钚坑（核弹头的裂变）     

 F-35 双功能飞机，配置能够执行常规或战区核

任务  

 

建议：随着中共发展新的核武器和非对称

军事能力，包括其中、远程弹道和巡航导

弹部队，反卫星能力，进攻性网络武器和

太空作战，美国应继续敦促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纳入军备控制谈判。   
关键发现：中共正在利用电子战，对空和网络能
力，来破坏、瘫痪或摧毁美国的作战能力以及预
警，导航和通信系统。此外，中共正在使用新兴技
术，包括超音速，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以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胜。 
 

建议：美国必须优先发展新兴技术，同时

还要增强防御新兴技术的能力。这包括大

量投资保持反入侵/区域拒绝的能力，致命 
 

 

 

自动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定向能武器，

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的投资，这样才能在

冲突时期获得空中、外天空和海上优势。 
  

建议：国会应评估国防部是否具有适当的

权力和灵活性来改变其预算，并资助用于

国防部的新兴技术的试验。这样的试验将

指导新的投资，确定获胜的解决方案的优

先次序，并迅速获得并将其整合到我们的

军事理论和规划中。  
 

 

基于国防预算的可预测策略 

 
  
 

 
-- 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Mattis）在 2018 年表示: 

 

尽管过去 16 年的战争十分艰辛，但

战场上的敌人对美军战备的危害没有比

《预算案控制法》的国防开支上限的综合

影响更大，在过去 11 年中的 10 年因持续

不断的各种不同且不可预测的决议而变得

无比艰难。” 

 
 
关键发现：中共为安全要求和其军事提供资金的方
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增加的军事支出使整个解
放军能够实现稳定，可持续的支出增长，并在质量
上有所提高。相比之下，美国国防预算的不确定性
和资金不足持续严重削弱了军事准备和杀伤力。 
 

 

中共的军费开支从 2000 年至 2016 年平均每年增加

百分之十，2017 年和 2018年大约有 5％-7％的增长
97
“在 2019 年，中共宣布其年度军费预算将增加

6.2％，超过 20 年年度国防开支持续增长，并保持

其作为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的地位。”
98
但是，美

国国防预算一直受到拨款不一，未来预算的不确定

性以及美国政府支出在宏观层面上模棱两可的限

制。国会的持续决议加剧了国防部和供应链的不确

定性。如不纠正或减轻预算不稳定的情况下，国防

部要有效地实施《国防战略》并确保安全和可行的

供应链将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对于维持美国的军

事主导地位至关重要。
99
据两党国防战略委员会表

示，“如果没有额外的资源，并且在如何提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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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方面没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情况下，国防部将无法实现国防战略的雄心，也将无法在未来几年

内创造和维护美国的军事优势。国防经费的拨款显得更加紧迫和严重。” 

建议：国会必须通过一项稳定的、基于策略的国防预算，该预算应及时使军方可以做出明

智的资金选择并以编程模式安排计划。国防部需要可预测的预算来执行程序，为具有致命

和震慑价值的遗留系统提供资金，现代化已有的能力，并开发新功能。两党国防战略委员

会建议，每年至少要通过“未来年度国防计划”使基础国防预算至少比通货膨胀率高出

3％至 5％，才能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稳定的资金投入将有助于解决因减支、

预算不足、以及对持续性决议的依赖而导致的军备现代化和战备反应的挫折。   
建议：国会应要求国防部提供一份分类预算表，以展示国防预算如何与国家防御战略保持

一致并予以支持，并强调与中共国竞争并对其形成威慑。国会还应要求国防部长进行独立

评估及外部评估，以检查国防部当前流程和组织结构是否有适当的协调和授权的决策权，

以便国防部可以最有效地确定优先级并实施国家与中共国竞争的国防战略目标。如果评估

人员确定需要进行组织改革，则应提供建议。  
 

 

作战理念 

 
 

 
--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上将菲尔·戴维森（Phil Davidson）在 2020年 3 月说: 

 

新的作战概念必须向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类似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提供

给欧洲的北约成员国空中陆战的承诺。” 

 
 

 
关键发现：中共在多个领域升级使用常规和核能力，以及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区策略，对美国军事战略和作战概念提出了

新的挑战，并可能限制美国的应对潜在突发事件或冲突的选择。 

 

国防部在 2020 年 9 月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解放军正在升级能力和作战概念，以在印太地区的第二岛链

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进攻性作战。同一份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共领导人“鼓励解放军采用

新的作战概念”，同时要使部队结构现代化，推进战备状态并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当前和未来的投资

保持一致并旨在击败解放军特定能力的美军联合作战构想对于建立威慑力和确保在冲突中取得胜利至关重

要。此外，所有领域在恶劣环境中维持联合部队的作战能力对于美国战胜中共在印太海域的侵略至关重要。

国防部必须开发和测试联合概念，包括向前线运输部队和能力所需的测试技术和后勤。 
 

建议：国会应对国防部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以确保作战能力与作战挑战保持匹配。

由相关部队和作战司令部组成的联合部队，必须制定联合的现代化作战构想，以克服中共

所造成的挑战，例如解放军的灰色地带侵略，混合战争以及在核，空间和网络领域可能出

现的迅速升级。后勤应成为军事战略和作战概念发展的核心要素。   
建议：国会应要求国防部报告有关涉及解放军采取迅速升级的方法针对防御伙伴如台湾、

或条约盟友如日本的作战概念设想。此外，国防部应描述其如何计划同时在不同战区执行

多项任务，并改进计划中的任何欠缺和漏洞以及缓解所需的资源或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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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所有领域在恶劣环境中维持联合部队的能力对于美国战胜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至

关重要。国防部必须优先发展前瞻维持和重新构想的概念，以支持联合部队。国防部必须

考虑运输力量和能力所需的技术和后勤，这对实施这些概念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军事服

役必须制定支持概念，并开始投资支持更接近需求的分布式和冗余物流的能力。国防部长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应按照两党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H.R. 6395 第 1704 节的要

求，向国会提供详细而综合的计划，整合联合训练靶场演习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特定基

础设施和后勤优先事项。  
 
 
 
 
 
 
 
 
 
 
 
 
 
 
 
 
 
 
 
 
 
 
 
 
 
 
 
 
 
 
 
 
 
 
 
 
 
 
 
 
 
 
 
 
 
 
 
 
 
 
 
 
 
 
 
 

33 



 
 

针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侵略做出对抗姿态  
 

 

--“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都已确认印太对美国的持续稳定、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

美国寻求建立一个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自由和繁荣的印太地区。” 
 

—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2019 年 6 月 1 日  
 
 

 

关键发现：中共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侵略行动突显了北京的意图，即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性行动和武
力来推进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领土目标。 

中国共产党通过胁迫运动来极力控制印太地区。中共已将该地区有争议的空间非法军事化，包括在南沙群

岛上设置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在西沙群岛周围进行军事演习，以及在日本附近巡逻。用海上

执法船和飞机管理尖阁列岛。中共还继续发展和部署先进的军事能力，这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潜在的军事行

动所必需的。解放军在台湾附近进行了越来越具挑衅性的海军和军事航空行动。作为回应，自 2020 年 1 月

下旬以来，通常成对飞行的美国 B-1B 和 B-52 轰炸机已在包括南海，东海和日本海在内的主要水道上执行

了约 20 次飞行任务。2019年 11 月，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与过去 20 多年相比，美国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

间里开展了更多的航行自由行动。”   
 
 
 
 
 
 
 
 
 
 
 
 
 
 
 
 
 
 
 
 
 
 
 
 
 

在 2017 年 4 月 21 日的这张照片中，从菲律宾空军 C -130 上看到了南海南沙群岛上的人造苏比礁，中

共军事构筑物和飞机跑道。（来源：弗朗西斯·马拉西格/美联社） 
 

为了维护国际法，迅速和有力地对解放军的任何进攻做出回应，并实现美国的制衡战略目标，必须建立动

态且分散的存在，其中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遍及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军事据点，以回应中共的图谋

不轨。基于海上和空军的动态，设备的预定位，远征能力，多领域作战以及其他投入对于在该地区的正确

部署至关重要。印度太平洋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在国会进行的题为“重获优势”的独立评估，概述了实施

国防战略的若干资源要求，这些条件旨在增强联合部队的杀伤力，部队设计和态势，加强盟军和伙伴，演

习，实验和创新以及物流和安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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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 6613 所提倡的 “印太威慑行动” ，这也包括在两党 2021 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中。该倡议类似于阻止俄罗斯的欧洲威慑倡议，将要求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未

来几年的国防计划，并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某些活动和能力提供预算资金。国会应授权和

拨款，以增加轮换和前沿存在的能力，捍卫关岛等美国基地，提高军事能力，国防基础设

施，基地建设，后勤保障和进入通道，加强设备和弹药的储存和定位，并增加双边以及与

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多边军事训练和演习。   
国防部应寻求维持其在第一岛链中坚硬的军事基地和前沿部署的部队，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寻找在第二岛链

中运作的新区域，以增强威慑力并表明美国的决心和承诺。国防部应发展、维护远征机场和港口，以提高美

国在潜在冲突中抵抗解放军和增加威慑力的能力。国会应该通过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

事建设，预部署，战略空运，加油机支持和增援能力。 
 

建议：政府应继续公开指出中共在印太水域的非法行为，并应继续推动美国在该地区频繁

和持续的航行自由行动，包括开展与其他国家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巡逻，以及包括法国

和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此外，国会应该申明，美国政策支持在南海和东海的合法商业利

益和活动，并在国际论坛上支持地区国家和利益相关者为抗衡中国而提出的合法案件和申

诉。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3508，2019 年《南海和东海制裁法》，这是一项两党措施，反对

中共追求非法主张和使南海军事化的行动，支持美国继续采取行动扩大自由航行和飞越，

并对负责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活动的实体实施制裁。2020 年 8 月，美国政府将 24 家中国公

司列入政府名单，禁止它们购买美国产品，理由是它们帮助中共军方在有争议的南海建造

人工岛。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423，《台湾防卫法》，该法案要求国防部报告美军进行联合行

动的能力，以否认中共对台湾实施既成事实的能力。   
建议：国会应继续鼓励和批准对台军售。它还应支持台湾获得用于自卫的非对称能力，并

实施其总体防御概念。国会应支持 S.878 ，即 “2019 年台湾保护法” 。国会还应通过

众议院和参议院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所采用的措辞，支持台湾继续寻求增强不对称能力和

概念，以及美国对台湾正常销售和转让国防物资，包括海底战争和防空能力。   
建议：国会应确保国防部和机构间采取步骤，扩大与台湾的国防和安全合作。2021 财年国

防授权法 H.R. 6395 要求国防部向国会简要介绍其与台湾进行双边军事演习的政策，包括

旨在增强两岸威慑力，军舰访问，海军和空中演习以及任何其他事项来加深扩展与台湾的

防务合作。 

 
 

建议：政府应继续努力澄清和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长期安全承诺。具体来说，政府应加强其

在《台湾关系法》中的政策，即“保持美国抵制任何诉诸武力或其它形式的胁迫，从而危

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或经济制度的能力。”自美国与中共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

对台湾的承诺都以确认台湾的未来和平为前提，但中共继续重申其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意

愿，并继续进行愈来愈严重的军事挑衅。为了遏制中共的进一步侵略，美国政府已经采取

措施，通过解密里根政府支持对台武器销售的文件，来明确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这种

努力应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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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中共正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和租赁港口、飞机场以及关键的信息和技术基础设施来扩展其
全球安全范围。这些努力对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构成了威胁。 

 
除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之外，中共正在寻求建立更强大的海外物流和基础设施，以使解放军能够在更大的距离上

投射军事力量
106
。国防部称，除了目前在吉布提的基地外，中共很可能已经在考虑并计划增加海外军事后勤设

施，以支持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的海军，空中和地面部队。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港口、飞机场和铁路项

目）以及“数字丝绸之路”项目使中共在中东、南美、非洲和欧洲获得了更大的立足点。尽管在短期内，印度太

平洋地区本身更可能发生冲突或危机，需要改变武力态势，但美国必须仔细审查中共的全球足迹，这可能会使美

国未来的军事行动复杂化。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并灵活针对美国

的进攻行动。美国应与盟国和合作伙伴接触，并使用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减轻中共对美国全球态势的战略位置

的破坏或抵抗。 

建议：国会应要求国防部每半年更新一次 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规定的报告，以评估中国外

交和非军事活动对美国区域和全球国家安全与国防利益造成的可能影响。国防部的“中国

扩大全球影响力对美国国防的影响评估”应该作为定期更新的基础。   
建议：国会应鼓励与北约国会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国会议会进行合作，并研究中共对关键基

础设施，信息和技术的投资如何影响其国防和国家安全，盟军和伙伴的军事行动和能力，

以及安全通信。   
建议：政府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伙伴和盟友联盟，分享有关中共正在寻求巩固军事

据点的关键战略地点。政府应指示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与该联盟合作，为可能正在考虑中共

军事基础设施项目的东道国提供替代选择，例如可能是主权债务陷阱的海军港口和飞机

场。  
 

 
盟友和伙伴 

 
关键发现：盟国和伙伴是力量的倍增器，是威慑、和平与稳定的基础。通过信息交流、双边或多边军事演
习以及安全合作来维护这些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是确保战备和杀伤力的根本。对于像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

的盟国来说，情况就是如此，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地寻求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有害的外国影响。对于像自由

同盟国这样的重要合作伙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中共正积极地寻找立足点。 

  

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于应对中共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其他可能具有军事倾向的活动也至关重要。

目前，中共正加大努力获得新的军事合作关系，通过在全球与美国竞争对外军售和军事培训计划。增强美国盟国

和合作伙伴的关系能够更好地捍卫主权，充当关键力量的倍增器，这将带来更大的威慑力。此外，在盟国和伙伴

国之间促进可互操作的军事系统，并加强更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这对于赢得全球战略竞争至关重要。 
 

建议：美国必须继续通过密切对话和军事合作，在印度太平洋维持其联盟和伙伴关系，以

确保有效的威慑。 
 

建议：国会和政府必须确保与自由同盟国的承诺延长至 2023 之后，其中包括自由同盟契

约，资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帕劳共和国。美国还应寻求与非传统合

作伙伴达成安全协议的新机会，以扩大分布范围。 
  

建议：国会应全力资助参众两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通过安全合作计划和印度太平洋海事

安全倡议建立伙伴关系。国会应支持国防部利用大国竞争这一特定目标的安全合作计划，

并确定应将全世界哪些国家置于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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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美国应提高与盟国和伙伴的武器销售可预测性，并扩大与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军事训

练。这样做将改善与美国的互通性，支持和保护美国的价值观，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

交政策利益，并使美国成为首选的合作伙伴。为此，国会应继续支持由国防部进行的对外

国合作伙伴的专业军事教育，包括增加对国务院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IMET）项目的资

助。   
建议：美国应通过联合培训和演习来扩大盟友和伙伴国的存在，并改善互通性，包括通过

召集、规范与志趣相投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的多边演

习。  
 
太空和网络空间能力 
 
关键发现：中共正寻求成为太空超级大国。现在，中国发射的卫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战略支援部队的领导下，中共对网络空间、太空和电子战进行了综合管理。中共的目的是通过降低美国的技术竞争

优势来削弱美国及其盟军的效力。 
 
2015 年，中共在其国防白皮书中正式将太空定为战争的新领域，而在 2019 年，中共将太空描述为“国际战

略竞争中的关键领域。”此后，北京一直在太空军事应用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例如加快其太空能力的部署和

运行，包括更多的对空系统生产并部署到作战单位。它还组建了具有反卫星任务的作战军事单位，并进行训

练和演习。中共大大增加了其研发能力，这些能力威胁着美国利用太空作为地球上军事行动推动力的能力，

例如数据/指令链接，地面系统和用户设备。此外，中共继续投资以提高天基情报、监视、侦察、卫星通

信、卫星导航等方面的能力。 

  

为了使美国保持太空战略优势，必须更加关注联合太空战斗行动，美军如何保护太空能力，未来要投资哪

些太空架构以及支持联合太空行动所需的情报。 

 

建议：创新的太空架构和安全的太空动态边缘处理网络对于美国在未来的冲突中预见，制

止并最终做出反应，抵抗并击败中共至关重要。国防部在获取太空能力方面必须走得更

快。   
• 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 H.R. 6395 的第 1610 条，该条将要求国防部开发分
布式军事和情报共同体（IC）卫星架构，使任何一颗卫星的损失都不会造成灾难性损
失。 

• 国会应在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通过 H.R. 6395 的第 1604 条，这将要求国防部部长制
定响应性卫星基础设施的运营计划和采购策略。为此，国会应要求国防部发展对可能因
中共攻击而丢失卫星后迅速补给卫星的能力。包括迅速发射的发射器，可以在冲突时期
满足大量作战指挥要求的通信和传感卫星储备，以及迅速获得可满足非常特殊 IC 要求的
灵活政府系统。     

• 国会应在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通过 HR 6395 的第 1605 条，这将鼓励发展国内小型火
箭发射业。美国必须制定政策和要求，以鼓励通过开发和发射国防部小型有效载荷，来
响应和可靠地进入太空。    

• 美国应发展对中共太空活动做出迅速，可扩展反应的能力，并要求制定不可预知的行动
计划（例如，揭露其选择的能力，以对恶性活动施加成本。）美国还应进一步发展进攻
性的对空能力，以起到威慑作用，并降低中共基于 C4ISR 的天基能力。 

• 国会应授予国防部采购部门类似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权限，特别是其
《 NASA 太空法案协议》，以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孵化太空技术。美国商业航天市场，
以及联盟和合作伙伴航天能力的迅速增长，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利用这些能
力并将其整合到美国的体系结构规划和能力获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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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防部必须将太空作战规范化为一项关键的联合能力，并开发作战情报以支持太空

作战。 
  

• 与其他作战领域的其他作战司令部一样，太空军指挥官及其部队也需要在国防部和国际
情报中心达成共识的代表指挥机构，以保卫卫星。他们必须制定参与的常规规则，授权在所
有轨道体制下的采取对策，并根据作战环境对它们进行例行培训。 

• 国会应向国防部提供适当的太空快速采购权，以使太空部队能够以相应的速度开发，获
取，测试和部署新技术。 

• 国会应鼓励国防部发展预算结构，以透明的方式准确地捕获太空投资。 

• 国会应在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通过 HR 6395 的 1603 节，旨在改善太空态势感知
（SSA）能力，以便美国可以利用现有的商业解决方案来满足经验证的 SSA 要求，而太空
部队则继续执行开发 “C2 计划” 。 

• 国会应要求国防部开发太空基础军事情报，其中既包括战斗分析顺序，也包括新兴战略
技术，基础设施和物流，国防采购等领域。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分析就已经萎缩了。有
必要进行长期分析，以了解中共卫星和太空系统如何工作、如何获得目标、如何联网和控制
和有多少以及它们位于何处。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在基础太空情报功能方面的更多投资将
为太空获取部门提供一个综合的联系点，发送需求并接收端到端的对手系统架构分析，以及
增加资源和培训以提高分析效率。 

• 正如美国军方捍卫地球航行自由一样，美国应制定政策来确保国防部在和平与各个冲突
阶段（包括情报，民用和商业太空系统与活动）捍卫美国所有的太空能力。    

关键发现：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到目前为止遏制了低于使用武力门槛的军事侵略的中共网络恶意持续活动带来的为

数不多的后果。如果不加以限制，这些活动将威胁机密信息的安全，我们的武器系统执行其预定任务的能力等。 
 

日常而言，网络空间是美中竞争最激烈的领域。目前驻扎的美军未能阻止重大的中共网络攻击。尽管许多

此类攻击目标都是平民或私人，例如人事管理办公室（OPM）近 2000 万个人背景调查信息失窃，Equifax 数

据泄露事件使得近 1.5 亿美国人的敏感数据被暴露，但美军并未能幸免。2013 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透

露，中共黑客至少部分破坏了两打以上的主要武器系统，危及美军的骨干力量。最近，2018 年的公开报道

表明，中共从海军承包商的系统中窃取了大量有关海底战争的数据。
 

2018 年政府问责办公室（GAO）的一份报告发现，许多关键的国防部武器系统都面临严重的网络漏洞。
112
如

果中共认为可以解除或以其他方式使美国关键军事能力（包括核指挥，控制和通信）失效，那么后果可能

是严重的。因此，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日常竞争中对抗恶意网络活动，并准备在危机和冲突中占上风。 
 

建议：国会应指示国防部执行“网络任务部队（CMF）”结构评估，并确定网络运营的权

限。目前，CMF 由 133 个团队的约 6,200 个人组成，这一要求已在 2013 年定义。此后，中

共对公共和专用网络进行了多次高调攻击。早就应该更新部队结构评估，同时审查可能有

效委派给美国网络司令部，国家安全局（NSA）和国防部各部门。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 HR 6395 的 1621 条，该条将指示国防部创建用于

训练，配备和装备美国网络司令部的主要力量计划类别。从功能上讲，这类似于美国特种

作战司令部的“主要力量计划”类别。要求为美国网络司令部下属的网络任务部队提供新

的预算理由，将为网络司令部提供更大的预算和采购权力。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的 S. 4049 第 1628 条，要求国防部评估军事网络

储备的必要性和要求，及其可能的组成和结构。 

  
 
 
 
 
 
 
 
 
 
 
38 第三章: 国家安全 



 
 

中国问题工作组报告  
 

 

评估应考虑人才管理，当前和预计的网络劳动力短缺，人才挽留和其他因素。该储备金将

确保国防部具备在发生危机时动员网络的能力。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的 4049 条第 1629 条，该条要求国防部对核指挥与

控制系统的所有部分进行年度网络安全漏洞评估。将通过扩大必须的评估范围，包括质量

保证和主动识别需要缓解的网络漏洞，对 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的 1651 节进行修订。考虑

到这些风险，国会必须确保美国的核威慑能力不会被感知的网络漏洞侵蚀。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的 S. 4049 第 1630 条，该条将要求国防部每年提

出一项评估主要武器系统网络漏洞的计划。该计划将包括一份事后报告，描述为解决跨系

统和任务区域的漏洞而做出的努力。它还将包括根据 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651 节要求

的年度核指挥与控制系统网络弹性评估得出的最佳实践。 

 

 

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 
 
关键发现：中共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的威胁是现实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生命线部门，包括国防、能源（电力、石

油、天然气及核能）、金融服务、运输、电信和水，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优先考虑提升和监视安全问题并测试

其反馈。缓解措施必须是连续性的，适应性的和前瞻性的。 
 
中共仍然愿意并且有能力在数天或数周内搅乱或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113
网络安全存在“人造卫星时

刻”的条件，这是国家支持的网络进攻，其规模和影响巨大。中共国防决策者几乎不会在针对美国基础设

施的网络进攻中区分军事和平民影响。中共的网络能力和目标不同于其他战略竞争对手，且保持有效，持

久和众多。 

美国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与国防相关的公司才需要在其威胁模型中考中共。 

网络安全和基础架构安全局（CISA），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联邦机构必须与重要的

基础架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以修复漏洞并为零日攻击或无法预料的破坏制定应急计划。 

APT 10 （又名 Cloud Hopper）在通过托管服务提供商破坏公司网络方面的成功表明，需要评估和加强与

外部服务的网络连接。114 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的系统损害中强调了需要检查下游关系，包括分包商，以评

估基本支持系统的风险和潜在损害（电子或组织上）。重要的基础架构运营商必须准备好就自己的 IT 支持

合同和供应链提出新的、更详细的问题。中共不断扩展的网络功能还将挑战州，地方，部落和地区政府，

并可能影响其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CISA 和其他机构已经在进行工作，以准确评估哪些基础设施和服务依

赖外部承包商和分包商来处理或静态和过境访问中的基本政府信息。 

 

建议：国会应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和联邦调查局（FBI）与其他适当的联邦部门和

机构合作，进行一项研究，以绘制中共与美国生命线部门，包括能源（电力，石油，天然

气），交通运输，电信，水务公司以及 DHS 和 FBI 将其视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其他部门。DHS

和 FBI 应该与私营部门合作，在不影响美国安全的前提下，全面了解中共与关键基础设施

的联系。 

 
 

建议：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应与 CISA 和 NSA 协调，对包括边界网关协议（BGP）在内的核心

互联网漏洞进行全面审查，以开始补救和删除受到中共安全影响的技术和实体服务。 

 
 

建议：国会应将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 H.R. 6395 中反映的网络空间日光浴室委员会的建

议进行整理，以增强联邦政府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应对 21 世纪威胁的能力。 

 
 
 
 

39 



 
 

建议：国会应指示 CISA 与 NTIA 协调，向国会报告威胁跨越.gov 域的任何其他资源，设施

和机构。 

  
 建议：国会应在美国国防部内建立一个网络统计局。该局将负责收集、处理和分发有关网

络安全，网络事件和网络生态系统的统计数据，并分发给美国公众、国会、联邦部门和机

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这种统计分析将为各种基本功能提供信息，包括为私营

部门创建更准确的网络风险模型，以及更有效的联邦网络安全政策。   
建议：国会应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概念编纂为法律，以便负责系统重

要性系统和资产的实体获得美国政府的特殊协助，并承担额外的安全和信息共享要求。国

会应指导国土安全部，与其他适当的代办机构和部门合作，制定程序以识别支撑关键功能

的关键系统和资产。应优先考虑支持或支撑国家安全，政府或军事行动，构成必要的经济

职能或支持国家货物和服务分配，支持或支撑公共卫生与安全的关键职能。 

   
关键发现：弹性的网络生态系统对于降低严重打击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以及开放经济的风险至关重
要。 

美国多达 85％的关键基础设施由私有部门拥有和运营。尽管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确保这些资产安全方面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私营部门必须充当“受支持的命令”。联邦政府不仅不要让私营部门自己沉

没或游泳，还应努力加强集体防御和国家抵御能力，以确保私营部门拥有所需的工具和资源，减少灾难性

网络攻击的风险。 

  

为了支持更具弹性的网络生态系统，联邦政府必须提前部署程序和资源，而不是在关键基础设施遭受重大

网络攻击后疲于应对。在重大的网络中断情况下，如果没有路线图和相关机构重新启动美国经济，那么在

国家和地方要求之间游走将失去宝贵的时间。同时，关键基础架构可能会遭受破坏，但次要的网络攻击会

降到宣布灾难的阈值以下。联邦政府需要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来协助面临严重网络困境的公共和私人实体，

以帮助其恢复。 
 

建议：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协商，制定并维持经济计划的连续性，以确保在重大网络中断情

况下，经济的关键功能得以持续运行。该计划将分析国家的关键职能，确定响应和恢复工

作的优先级，确定在防灾能力上进行投资的领域，确定用于保留数据的领域，并扩大公众

的教育程度和准备水平。该提案已包含在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 S. 4049 的第 1086 条中。 
 

建议：国会应该编纂应对重大或一系列网络攻击事件发生或准备时的“遇险网络状态”，

国土安全部长协调资产的准备、反应和恢复操作。发布此声明后，联邦部门和机构将有能

力通过网络响应和恢复基金来增加，扩展或增强功能。此声明对于联邦政府能够对紧急声

明或重大灾难以下的重大网络事件做出响应是必要的。 

 
 

建议：国会应修正 2002 年的《国土安全法》，以授权 CISA 通知受到控制关键资产的网络

和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威胁的美国私营和公共部门实体，从而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

施。现任当局仅限于犯罪背景，无法解决系统易受攻击但尚未受到破坏的情况。授予 CISA

向已知漏洞的系统所有者提供行政传票将有助于防止违规并减轻将来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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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和非法活动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联邦调查局大约每 10 个小

时审理一宗与中国有关的新反情报案件的地

步。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近 5000 例 FBI

反情报案件中，几乎有一半与中国有关。”  
 

 
关键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对中共经济间谍活动

和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起诉急剧增加，需要更多的资

源。 

为了应对中共针对美国的恶性行为的激增，美国司

法部于 2018 年推出了“中国计划”，以更好地应对

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加强政府的整体国家安全

战略，并更好地调整美国司法部的资源来应对这些

威胁和挑战。“中国倡议” 加强了美国积极调查和

起诉中共经济间谍活动和盗窃美国商业秘密的案

件。总检察长巴尔指出，“大约 80％的所有联邦

经济间谍罪的起诉源自有利于中国政府的行为，以

及约 60％的美国商业秘密盗窃案件关系到中

国。”   
 
 

司法部在最近的中共经济间谍案中提出了

起诉，赢得了定罪。Hao Zhang 是中国公

民，他为中共窃取两家美国公司的商业秘

密，罪名是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

秘密以及密谋实施这两项罪行。在另一起

案件中，两名中共情报官员 Zha Rong）和

Chai Meng，与共谋者和内线，被控共谋窃

取与飞机涡扇发动机相关的敏感民用航空

技术。此外，Li Xiaoyu 和 Dong Jiazhi，

两名与中共国家安全部合作的骇客，自

2009 年以来进行长期的全球骇客攻击活

动，被起诉 11 项罪名。他们针对国防公

司，中共持不同政见者，商业机密和其他

重要数据，包括最近的“因 COVID-19 疫

苗，治疗和测试技术而闻名的生物技术和

其他公司网络中的漏洞。” 

 

 

由于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国务

院于 2020 年 7 月下令关闭中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总

领事馆。国务卿迈克尔·彭佩奥指出，“有间谍正

在休斯敦领事馆工作”，“这确实成为间谍窝

点。”在关闭领事馆的记者发布会上，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进一步解释领事馆如何“牵连在得克萨斯州研

究机构资助欺诈的调查”，而领事馆官员“直接与研

究人员联系，指导他们收集哪些信息。”
 
 

 

中共构成的这些普遍威胁将采取统一的全政府和全

社会的方法，应紧急处理。政府各部门应继续开展

《2020-2022 年国家反间谍战略》中规定的重要工

作。 
 
 

建议：国会应确保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计

划”拥有必要的资源和工具来应对中共的

恶行，包括调查和起诉中共的反情报威

胁。 

 

建议：联邦调查局应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或

针对特定行业的未分类培训和其他教育资

源，以采取更有效的安全措施来打击由中

共指挥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应建立安

全的在线门户网站，以分发培训材料，并

应向当地办事处提供更多资金和人员，进

行必要的宣传，提高对中共威胁的认识。

国会应该在联邦调查局的私营部门办公室

研究将“高等教育倡议”编纂为法律的措

施，指示联邦调查局对高等教育机构和国

家科学院进行积极的宣传，调查参与联邦

资助研究的外国政府机构。  

 

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为司法部的普通

话和其他主要汉语方言提供更多支持，包

括职业中期课程，以保持或提高语言熟练

度，以便国会可以更好地调查和起诉涉及

中共的案件。   
建议：国会应支持整个学术界对中共的研

究，包括通过改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教学

来抵制中共的宣传。一些受《高等教育

法》授权的国家资源中心应该将重点转移

到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上，以加深我

们对中国的了解并抵消中共的阴谋诡计。

法定语言会有所帮助，但政府也可以在下

一个拨款周期中意识到这一战略转变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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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应确保联邦政府针对中国的开源

出版物能最好地满足其客户对这种日益增

长的多方面威胁的需求。这些努力将有助

于更好地指导部门和机构的分析和决策。

优先针对专门开源中心的关键部门和机构

的需求，评估他们的专注领域和任务。   
建议：国会应授权军种内的军事反情报组

织和国防部反情报实体（例如国防情报

局，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支持联邦调查局

调查中共针对国防部和国防工业基地的间谍

活动。 
   
建议：国家情报总监（DNI）应该在联邦机

构和中共所针对的部门中建立由 IC 专业人

员组成的小型反情报小组。反情报小组的

任务应该是将威胁信息尽快传播到被中共

间谍定为目标的美国政府部门，并向反情

报企业提供有关威胁活动的反馈。 
  

 

建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应该

检查中共的意图和对美国研究的威胁，并

就中共所针对的敏感研究提出年度报告。

该报告应描述中共间谍活动和网络运营的

目标、方法、宗旨。（国家实验室和研究

型大学可能会构成这些目标的大部分，但清

单上也可能会有商业研究。）这份机密文

件应适当分发，以向 FBI 和整个政府保护

美国创新提供信息。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3997，《情报和国家

安全专业人员的安全职业过渡》，以确保

政府领导，行业成员或学术界专家不会在

五年安全检查期之内受华为和中兴等某些

涵盖实体的聘用。   
 

关键发现：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加强协作和信息共享，对

于有效地应对 CCP 提出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并使 CCP 负

责其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恶意行动的历史记录至关重

要。  

建议：行政当局应寻求与“五眼联盟”盟

友的更大合作，以共享和发布由中共发起

的反情报活动的信息。政府还应与其他合

作伙伴进行协调，以确保其自身的关键基

础设施和技术不受中共或反情报活动的影

响。  
 
中国监视活动 
 
关键发现：中共正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应用
程序收集有关美国人的信息，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
家和经济安全。 
 
根据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说法，“中共国正在利用社

交媒体平台（那些美国人用来保持联络或寻找工作

的平台）来识别能够接触我国政府敏感信息的人，

然后针对这些人试图窃取这些信息。”  
 
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中共情报人员据称使用了一

个欺诈性的领英(LinkedIn)帐户（该帐户是一个专

注于专业网络的平台），试图招募能够获取政府和

商业秘密的美国人。中共还影响了移动应用程序，

以删除批评中共议程的用户。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

恩（Robert O'Brien）解释说：“ 抖音是中国拥有

的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超过 4000 万美国用户…通常

会删除批评中共政策的帐户。”此外，奥布莱恩还

强调了 Twitter 如何暂停“ 23,000 个中共关联帐

户，其在香港和 COVID-19 上帮助中共宣传，”这

是推特的一项补充行动，之前删除了“超过 15 万

个中共关联帐户，曾经散布反美信息，并产生了美

国人普遍支持北京政策的错觉。”  
 

建议：国会国会应赋予联邦政府能力，以

迅速识别并在适当时中断中共利用合法的

移动应用程序和互联网平台开展针对政府

雇员和官员以及美国公众的有害活动的行

径。政府在这些及相关领域已采取重要措

施。具体来说，应该支持国务院的清洁 

App，净网行动和清洁(App)商店计划以及

整体清洁计划。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896 / S. 3455，两

党一致同意在政府设备上禁止使用抖音，

该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所有政府发行的移

动设备上使用中共控制的视频共享移动应

用程序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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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和美国军方已禁止在政府配发的手机上

使用 TikTok。同样，印度政府也禁止使用 TikTok 和其他源自中国的移动应用程序。.   
关键发现：中共正在利用其黑客功能收集美国人的敏感个人信息，Anthem（一家美国健康保险公司），
Equifax（一家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Marriott International 和 OPM 的大型数据盗窃便证明了这一
点。中共还利用技术平台进行监视，并从美国人及其本国人民那里收集敏感数据。 
 
 
中共已经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进行了网络攻击，以窃取有关美国人的个人信息。 
 
 
 
 

根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的说法：  

 

中共正在收集您最隐私的数据，包括您的言语，行为，购买，下落，健康记录，
社交媒体帖子，文本，以及绘制朋友、家人和熟人的关系网……[I] 在 2014 年，中共入侵
了 Anthem 保险，收集了 8000 万美国人的敏感信息。2015 年，中共入侵了持有安全检查信
息的 OPM，获取了为联邦政府工作的 2000 万美国人的敏感数据。2017 年，它对 Equifax 进
行了黑客攻击，获得了 1.45 亿美国人的姓名，生日，社会保险号和信用评分。在 2019
年，中共入侵了 Marriott，收集了 3.83 亿客人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护照号码。”  

 

 

 

中共收集美国人这些数据提高其利益。这种系统的滥用模式令人深感不安。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指控解放军的四名成员涉嫌参与为期三个月的黑客活动，以获取数百万美国人的

姓名、出生日期和社会安全号码。个人被起诉犯有计算机欺诈，经济间谍和电汇欺诈罪。
130

在司法部宣布对

这些人的指控时，总检察长威廉·巴尔说，这次袭击“是对美国人民私人信息的蓄意而全面的入侵”，并且

“黑客行为符合令人不安且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家模式-由中国及其公民发起的针对个人可识别信息，商业秘

密和其他机密信息的计算机入侵和盗窃。”131 中共还用多种技术平台，以监测和收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数

据。例如，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产品制造商之一，两家

公司都与中共密不可分。在 2019 年十月，商务部对这两家公司限制出口许可，与其他 26 个中国实体一起，

根据他们 “在中国的乌鲁木齐针对维吾尔人，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实施侵

犯人权和虐待行为”的角色。 

  

此外，由中国大疆（DJI）生产的无人机系统（UAS）占美国无人机销售量的近 80％。2017 年，美国国土安

全调查局（HSI），海关执法部门发出警告，大疆无人机“正在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执法

数据。“具有高度信心的警报” 大疆评估有选择地针对基础设施和执法部门内的政府和私人实体，以扩大

其收集和利用美国敏感数据的能力。”在 2019 年 5 月，网络安全和基础构架安全局(CISA)发出了类似的警

告，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构成“对组织信息的潜在风险。“ 2019 年 6 月，大疆的一名高管在英国议会作

证，如果中共国正式要求大疆交出在其无人机上捕获的数据，该公司将照做。 

  

一些联邦部门和机构已禁止或停止使用大疆无人机。例如，美国陆军于 2017 年禁止购买和使用大疆无人

机。2020 年 1 月，在对其无人机机队进行审查之后，内政部（DoI）暂时停用了非应急无人机。根据内政部

长戴维·伯恩哈特（David Bernhardt ）的命令，“ UAS 任务期间收集的信息有可能为外国实体，组织和

政府带来宝贵的价值。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军方购买和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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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 HR 6395 的 1256 节，要求总统制定一项政府战

略，以增加成本并阻止中共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数据盗窃。 
 

建议：政府应严格执行其 2019 年 10 月实施的重新对中国的监控公司出口许可证。考虑到

这些公司带来的巨大安全风险，政府还应鼓励其他盟友和合作伙伴采取类似行动。   
建议：国会应要求联邦执法实体与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共享有关无人机的潜在安全问题的信

息，这些无人机与中共有联系。国会应进一步鼓励各州和地方政府考虑禁止或限制由中共

生产，资助或与中共联系的无人机的使用。  
 

知识产权盗用 
 

关键发现：中共试图通过知识产权盗窃，工业间谍活动和其他敌对行为超越美国，成为技术的全球领导
者，这些行为是通过官方的国家行动以及在中国的非国家行为者的非官方/秘密国家行动和政策来实现的。 
 

 
在中共的统治下，寻求在中国经营或投资的外国企业被迫向中国的公司和当局披露和转让知识产权和技

术，例如宝贵的商业秘密。
136

这些政策，例如拒绝必要的许可，除非它们遵守这种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否

则中共将阻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137

中国政府还干涉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之间的合同谈判，迫

使外国公司披露敏感的技术信息，并阻止他们利用标准措施保护其知识产权和技术。 

  

中共进一步利用对外国公司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或政府补贴的中国公司）来获取或获得外国技术

和研发的资金，以使中共受益。2013 年，北京基因组研究所（BGI）收购了美国基因测序设备创新公司

Complete Genomics。华大基因已经获得了大量政府补贴和经济援助，其领导层包括中共多名前官员。结

果，中共有效地资助了 BGI 收购一家美国公司，这为 BGI 提供了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除生物技术领域

外，中共在汽车，航空，电子，能源，工业机械/机器人，信息技术（IT）和通信领域也采取了类似的策

略。 

  

中共在美国开展情报活动，并利用美国公司、教育机构和其他组织窃取技术秘密。例如，中共以欺诈性身

份将情报人员部署到美国，欺骗美国企业泄露敏感技术信息，利用美国企业雇用的中国公民将恶意软件释

放到公司网络中，并利用国有企业从事商业秘密盗用。 

  

最近的一次知识产权盗窃案涉及 Yi-Chi Shih 及其同谋 Kiet Ahn Mai，他们合谋利用欺诈性身份从美国技

术公司的受限计算机系统中非法访问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和其他信息。尽管“非法采购在中国未经许可的军

事用途的商品和物品”对该公司施加了出口许可证要求，但这些人还是将出口控制的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

体图标半导体芯片运送到一家中国公司。Mai 认罪，Shih 因在共谋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规避美国对敏感技

术的出口管制（涉及国家安全）中扮演的角色，于 2019 年被定罪 18 项。 

  

中共精心策划了对美国公司和机构系统的网络入侵，以非法访问受保护的信息。中共军事情报单位和中共支

持的黑客已经进行了多次网络攻击对美国企业运营破坏敏感信息并窃取技术秘密，这些行业也是中共大力

发展的，包括钢铁制造、核电、半导体、以及卫星技术。到 2014 年，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五名中共军方黑

客，过去 8 年从六个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使得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获益。这些黑客利用

社会工程手段来贿赂员工，并获得受保护的信息，例如核电厂的机密和专有技术和设计规范，与开发高级钢

合金有关的商业机密以及与现行法律相关的敏感信息，以及与 PRC 竞争对手的贸易纠纷。尽管美国司法部已

起诉中国公司和个人从事与网络有关的经济或政治间谍活动，但美国司法部尚未对中国实体或个人因与网络

有关的知识产权盗窃或类似网络攻击而施加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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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主管机关应严格执行与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所有知识产权规定，包括与技

术转让，贸易秘密、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商标和假冒商品有关的规定。这种

执行应包括充分利用该协议的创新性执行机制，该机制需要就潜在的违约情况及时进行磋

商，并在中国未能完全遵守该协议的情况下在短期内重新调整某些美国关税。   
建议：政府当局应继续大力调查和确定从事知识产权盗窃和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国实体和个

人，例如通过司法部的“中国倡议”。政府应扩大对盗窃知识产权和工业间谍活动的重罚

范围，包括刑事起诉和经济及金融制裁。政府应与美国企业更紧密地合作，以改善对知识

产权盗窃的检测，并获得有关此类活动（包括网络入侵）的范围和性质的更多信息。国会

应加强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权威，和/或在必要时补充现有资源。 

   
建议：政府应行使第 13694 号行政命令“阻止从事重大恶意网络启用活动的某些人的财

产”中概述的权力，对网络盗用知识产权的中共肇事者和受益者进行资产冻结制裁。 

 

建议：国会应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以查明在美国境内普遍或反复进行知识产权

盗窃或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国企业和组织。在报告中确定的每个实体，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

力，确保按比例实施严厉制裁，并采取其他适当行动。 
 

 

建议：国会应增加对联邦部门和机构（包括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国防部）的资

金和支持，以加强调查，刑事诉讼和其他行动，打击中国实体/个人违反美国有关知识产权

盗窃的相关法律 。国会和政府还应该奉行能阻止和防止知识产权盗窃的贸易政策，并为在

国外经营的美国公司提供更多保护。 

 

建议：国会应继续支持旨在为美国公司提供保护其技术和知识产权免受中共活动侵害的措

施和计划，包括《捍卫商业秘密法》（DTSA），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IPR 中心）以及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 IP Attaché 计划。国会应修改 DTSA，以明确当发现与美国的

适当联系后，DTSA 的影响范围涵盖个人在美国境外实施的行为。国会还应修订《外国主权

豁免法》，以防止与中共合作的中国公司滥用其规定，避免在美国法院追究知识产权侵权

和盗窃责任。   
建议：国会应确保相关法律（如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案）提供给主管机关授权，有效解决

中共的日益复杂的网络活动，打击中共继续使用网络攻击美国企业窃取其 IP 和技术。国会

和政府应共同努力，确保为政府和私人实体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激励措施，以开发和部署改

进的网络攻击防御系统。   
建议：政府应促进联邦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发现和预防知识产权盗窃和工业间谍活

动，包括增加信息共享和扩大总统行政办公室中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的作用，以帮助在整

个政府范围内针对严重事件组织全面的应对措施，以帮助防止进一步的事件。   
关键发现：中共试图损害或破坏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从而对美国造成经济损害，同时使中国企业能
够从盗用该知识产权中获利。此外，中共还试图通过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使中国企业在美国竞争者
中占优势，例如通过提高成本或为美国企业制造障碍，来扰乱美国经济。 
 
中共推进中国实体在美国的活动，假冒的美国产品在美国和其他市场上泛滥。在 2019 财年，美国海关与边

境保护局（CBP）缉获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商品中约有 92％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假冒商品使得正宗产

品销售降低，破坏了正价产品的价格，以及侵犯了保护正价产品（例如专利和商标）的知识产权，损害了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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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此外，假冒产品会降低知识产权的价值，例如有价

值的产品商标与劣质有健康和安全风险的假冒产品产生了

关联。假冒的经济危害是巨大的；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假

冒美国产品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实体还试图将美国的商标注册与众多的欺诈性

商标注册混为一谈。 

 
 
 

自 2013 年以来，源自中国的商标注册申请激增了十

二倍以上。  

 

报告表明，中国的省级政府正在向其公民支付获得

美国商标注册的费用，并且这些注册的申请通常包

含欺诈性信息。结果，试图避免侵犯合法商标的美

国企业被迫在美国注册局评估数千种以欺诈方式获

得的商标，从而增加了合规成本。 
 

建议：国会应加强美国政府有关机构和部

门（包括美国海关边防总署和知识产权中

心）检测和防止从中国进口假冒或侵权商

品的能力。这些步骤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

更多资源，鼓励和促进美国政府实体与美

国企业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和信息共享（例

如，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以及

增加资金和支持美国当局确定和起诉涉及

在中国生产，进口，营销和/或销售假冒商

品的罪犯。     
建议：政府应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协调，加

强反假冒工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并要求中

共对促进假冒活动和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

止假冒行为负责。这些工作可能包括协调

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共享有关假冒活动的

情报和其他信息，以及组织共同努力以改

善对假冒商品的侦查和拦截。政府当局还

应继续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有意

义的步骤来遏制生产或贩运假冒产品的中

国实体的活动，包括监督和加强中国对贸

易第一阶段协定的遵守情况，并在未来的

贸易谈判中继续解决防伪措施。 

建议：国会应通过《美国商标现代化法

案》 H.R. 6196，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

施，旨在为美国企业和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提供必要的工具，以打击来自中国

的欺诈性商标注册，并清除已经输入的任何

欺诈性注册。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向

USPTO 提供足够的资源和任何其他授权，以

解决中共反对美国商标制度的活动。政府当

局还应确保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下一阶段贸易

谈判可能包括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以终止其

鼓励中国实体和个人以欺诈方式获得美国商

标注册的做法。 
   
建议：政府应采取行动，限制中共的对国

际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和确保美国利益受到保护，例

如在专利合作条约（PCT）的国际专利合作

和管理，地理标志以及知识产权政策与国

际贸易之间的重叠方面。 

 

 
中共党员的移民签证 

 
关键发现：寻求在美国从事非法行为的中共党员已经利

用并将继续利用美国移民法律和政策中的计划和漏洞，
以便进入美国，长期留在这里，并最终成为美国公民。 
 
EB-5 移民投资者签证计划是中国公民大量使用的，

与中共成员有联系的移民计划。该计划为投资一定

金额的外国公民提供绿卡，“有利于美国经济，创

造”为美国公民或其他有工作许可的个人不少于十

个全职工作，2012 年至 2018 年，每年可用的近

10,000 EB-5 签证中有 80％流向了在中国出生的投

资者。目前，大多数 EB-5积压申请都由中国投资者

组成。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滥用 EB-5 项目的多名中

国公民。如使用洗钱投资或申请过程中伪造签证。

但是，当前控制该程序的法定语言不足以防止国家

安全威胁，包括对 EB-5 项目的投资以及中共党员使

用该程序获得绿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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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根据美国政府在其 2019 年 11 月法规中实施的 EB-5 移民投资者计划的改革，

通过立法。此类改革必须确保政府拥有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拒绝，终止或撤销 EB-5 名额的

法定权力。 

 
 
关键发现：《移民和国籍法》并未明确阻止中共成员利用美国移民系统在美国站稳脚跟。 
 
 
尽管美国移民法为加入或依附“共产党”的外国国民提供了不可接纳的理由，但该规定并非仅针对中国共产

党，并且可以豁免。[i]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现任或前任成员以及其近亲可以成为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正

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所指出的，“中国政府试图诱使科学家将我们的知识和创新秘密地带回中

国……。他们使用美国移民系统来这样做。例如，中国公民和美国绿卡持有者，科学家 Hongjin Tan，在

2020 年 2 月因与盗窃商业秘密有关而认罪。如果明确禁止中共成员获得绿卡，则可以避免此类情况。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224，《终止中共党员成为公民法案》，该法禁止中共或其继承人

或与中共或其继承人有联系的人获得绿卡。但是，HR 7224 会保留非自愿成员资格的豁免

权，比如被逼迫加入中共、或 16 岁以下的党员。 
 
 

 

非法芬太尼 
 
关键发现：非法的芬太尼和芬太尼相关物质主要来自中共国和墨西哥。这些致命药物继续加剧美国阿片类

药物危机。仅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死于阿片类药物的美国人，比死于在整个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军人的人

数还多。令人惊讶的是，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涉及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10％，占

2018 年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的 67％。 
 
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的阿片类镇痛药，仍然是美国持续的阿片类药物危机背后的主要催化剂，其死亡人数比

其他任何非法药物都要多。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说，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从 2010 年的 38,329 人上升到 2017 年的

70,237 人，随后在 2018 年下降到 67,367 人。在 2018 年的 67,367 例药物过量死亡中，有 46,802 例涉及阿

片类药物-将近 70％。此外，2017 年至 2018 年涉及合成阿片类的死亡人数上升了 10％，从 28,466 升至

31,335，占 2018 年阿片类药物导致死亡的近 67％跟预期一致，最近芬太尼过量有关的病例都与非药物芬太

尼有关，药物的可获取性促进了这一趋势。167 贩毒组织及其化学家修改了芬太尼分子的基本版本，合成了

作用相似、功能更强的新物质，以规避《受控物质法》（CSA）的法律控制。 

  

药物管制局（DEA）的 2019 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指出，“芬太尼和其他高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主要来

自中国和墨西哥，”并且“继续成为在美国滥用最严重的非法物质类别”，尽管它也指出，“正在出现新的

来源国和过境国，”这是非法芬太尼生产的主要参与者。DEA 最新的 2020 年情报报告评估说：“中国仍然是

通过国际邮件和快件寄售作业环境贩运芬太尼及与芬太尼相关物质的主要来源，也是所有贩运芬太尼相关

物质进入美国的主要来源。” 

  

支持患者和社区法案（P.L. 115-271）要求美国邮政服务（USPS）提供先进的电子数据，例如基本信息，

其中包括发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占从国外邮寄的包裹总数的 70％，以及从中国寄出的所有包裹的

100％。根据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数据，2019 年 1 月，USPS 收集了来自中国

的 76％包裹数据和 57%的所有国际包裹数据。在此之前，2018 年全年，USPS 获得了 70.7％从中国来的包裹

数据，而在所有国际包裹中则获得了 50％以上的数据。 

  

在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20 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会谈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布将把芬太尼的所有变种归为一类，列入受管制物质的名单，2019 年 5 月 1 日

生效。然而，尽管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人们仍然担忧中国是否能有效地实施和执行药物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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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必须继续鼓励与中国的外交和执法合作，要求非法芬太尼和其他贩毒者对规避

美国和中国的重要法规和执行协议负责。   
建议：国会必须确保美国邮政服务和国土安全部(DHS)有效实施两党制的《合成贩运和药

物过量预防法》（P.L. 115-271）。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FY2021 国防授权法中 S. 4049 的 6284 章节，阻止进口致命芬太尼，

这将要求扩大报告外国芬太尼的非法生产，包括公开确定哪些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商或贸易

商。该立法将进一步要求外国将芬太尼的非法生产定为犯罪，并起诉违法者。如果各国不

与美国的麻醉控制工作合作，他们将有可能无法获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外国援助和发展贷

款。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4963 / S.2764，即《停止合成类似物的进口和制造法案》，这是

一项两党措施，它将更新《受控物质法》CSA，提供立即行动以制止非法进口和分销合成药

物。这项立法将通过创建新的“附表 A”使 CSA 现代化，为总检察长加速对某些非法使用

的药物采取与即将被禁或已经被禁的毒品相同的措施。如果某物质的化学结构与表一至表

五中的现有受控物质基本相似，并且对人体的实际或预期生理影响等于或大于该化学物

质，则该物质将被暂时或永久添加到“附表 A ”中。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了对非法进

口或出口附表 A 物质的处罚，并包括允许对附表 A 所列物质进行合法研究的规定。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2935 / S. 3148，《制止过量使用芬太尼类似物法案》，这将修

订、消除 CSA 现行法律中的漏洞，将芬太尼类似物列为附表 I 受控物质，定义为医疗用途

目前没有被接受且极有可能被滥用的药物。国会此前通过了《芬太尼类似物紧急调度法》

（P.L. 116-114）的临时重新授权和研究，该法案将芬太尼类似物的地位延长至 2021 年 5

月 6 日。如果不永久禁用 Schedule I 中的芬太尼类似物，许多在中国经营的贩毒者将通过

修改芬太尼的化学成分来继续规避法律。  
 

 
研究安全 

关键发现：CCP 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工作，以从美国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中提取信息和技术。敏感
技术研究的安全性松懈，以及美国高等院校渴望获得更多资金来源的愿望，使中共得以利用美国的教育系
统和研究机构。 

 
中共控制的全社会都要承担中共安全服务的责任，而中国法律要求其公民“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

作。”美国大学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的成为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目标，他们被称为非传统情报收集人。这些学

生，从大学生到博士后研究人员，一般都未经间谍技术方面的培训，但被要求在美国期间积极瞄准敏感的

双重用途技术和其他新兴研究。这些行动的既定目标是从美国窃取研究数据到中国。从法律上讲，许多学

生和研究人员有义务参加技术转让计划，返回中国后使中共国防工业综合体和国营公司受益。 
 

建议：国会应确保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拥有必要的权力，改善签证安全计划和流程，并防

止与中共国防和情报服务机构有来往的外国人进入美国从事敏感技术研究。H.R. 8310，

《打击中国偷盗美国研究与创新法案》（CCTARI）；H.R. 8346《学术研究保护法案》；

H.R. 2713，《解放军签证安全法案》；H.R. 7326，《保护美国免受间谍法案》；根据两

党的《保护大学法案》和 H.R. 1678，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以更好地审查那些寻求在

美国机构中接触敏感技术的人，并保护纳税人投资的关键研究不被运回中国。   
建议：国会应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参与敏感技术研究的人员进入美国后，披露适当的信

息，以识别那些可能绕过了初始签证安全检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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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必须使用其他调查工具，并与公司和研究机构进行协调，以识

别位于美国境内，与中共国防和情报部门有关联的、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并从事敏感技术研

究和技术转让的个人。   
建议：国会应将限制设有孔子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联邦资金，除非此类机构采取政策保

护学术自由，禁止在校园内实施任何外国法律，并且该机构应该获得孔子学院的全部管理

权。对这些组织的限制包括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 H.R. 6395 中的 Sec. 1797，以及 S. 

4049 中的 Sec. 1090.   
建议：国会应解决中共在美国使用各种非传统情报收集平台的问题，包括学生、非政府组

织、游客和企业收集研究信息。国会应要求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和联邦调查局加强努

力，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中共情报收集方法的信息，以便大学、企业和私人公民

获得保护敏感信息和研究所需的信息。   
建议：国会应在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通过 H.R. 6395 的 Sec. 228，这将要求国防部维

护“外国人才计划”的公开清单，其对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所定义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

胁。   
建议：国会应支持监管，据说当局正在起草文件，以防止最初被录取到美国就学的某些学

生签证持有人的学校学习期不受限。该法规将要求此类学生签证持有人每两年或四年申请

延期。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 H.R. 6395 的 Sec. 229，将要求任何申请联邦研

究补助金或资金的个人披露所有外来资金来源。 
 
 

干扰选举与美国国内影响 
 
选举干扰  
 

 

我们认为，中国更希望川普总统（北京认为自己无法预测）不会赢得连任。在 2020 年 11 月

之前，中国一直在扩大影响力，以塑造美国的政策环境，向其认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政治人物施加

压力，并扭转和反击对中国的批评。尽管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行动权衡风险和利益，但过去几个月

来，中国的公开言论越来越批评当前政府的 COVID-19应对措施，中国休斯敦领事馆的关闭以及其

他行动问题。例如，它严厉批评了政府在香港，TikTok上的声明和行动，南海的法律地位以及中

国在主导 5G 市场方面的努力。北京意识到，所有这些努力都可能影响总统竞选。” 

 

-- 2020 年 8 月国家反情报安全中心主任 William Evanina 发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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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中共试图干预过去的选举，并继续影响选举

过程和结果。  
中共在美国境内，试图通过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

影响政治和选举结果，从而获得对中国更加优惠的

政策。美国执法部门对中共参与的行为进行调查，

在 1996 年总统大选期间，包括 Johnny Chung 在内

的数名人士与中共情报官员结盟，因违反竞选财务

而被定罪，并试图影响美国大选，使一名候选人受

益。 
 

中共还通过黑客攻击、虚假宣传、媒体操纵和外交

施压，在 2018 年台湾地方选举和 2020 年总统选举

中发动了经证实的干涉选举行动。根据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的说法，2017 年，澳大利

亚 安 全 情 报 组 织 （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警告主要政党，澳大

利亚最慷慨的两个政治捐助者与中共有“牢固的联

系”，而他们的“捐助可能附带条件。”例如，一

个人利用 40 万美元的捐款试图软化工党在南海的立

场。此外，正在崛起的政治家参议员 Sam Dastyari

在一次政治竞选活动中对中共媒体说：“南海是中

国自己的内政”，澳大利亚应“尊重中国的决

定”。当他从中共那里获得政治捐款的丑闻败露后

就下台了。 

 

建议：国会应要求总统确定负责获取、破

坏、影响或以任何方式改变与美国政党或

联邦政府选举有关的信息或信息系统的行

为的外国人，在清单中公开任何非保密的

部分，并在联邦公报上发布。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905，《安全选

举紧急援助法案》，该法案将帮助各州在

COVID-19 期间管理选举；H.R. 4736，《诚

实选举法》，它通过加强《外国代理人注

册法案》，禁止在联邦选举中使用选票收

集，并禁止允许非公民投票的州获得某些

联邦资金，来减少外国对美国选举的干

预；H.R. 6882，《防止选举欺诈法案》，

该法案禁止向允许某些第三方进行选票收

集的州付款；H.R. 5707，《保护美国选民

法法案》，该法案将成立新兴技术委员

会，以指导选举援助委员会通过自愿性准

则，使用非投票选举技术。总的来说，这

些立法提案将有助于保护美国大选的完整

性，维护美国的选举进程。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3442，《捍卫选举-

抵 制 来 自 敌 对 政 权 的 巨 魔 法 案 》

（DETER），禁止干预选举的外国人入境

美国，如果已经在美国境内则可将其驱逐

出境。  
 

 
国内影响力运动 
 
关键发现：中共利用各种各样的影响机制来促进其
在美国，特别是在华盛顿特区的利益，包括竭力通
过公开和私下游说、资助关键智库，事件和程序来
破坏美国、机构和个人的利益。 
 
中共要求个人通过广泛的政治，信息和经济措施来

推进其议程，影响或削弱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利

益。中共的目标是将公众的看法和政策朝着有利于

中共的方向转变，同时力求将对中共的批评混淆为

对所有中国人的批评。通常，这些活动将经济激励

与政治合规联系起来。使用有利于中共的语言和政

策的个人，实体和国家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那

些挑战中共正统观念的人经常被公开谴责。在火箭

队总经理 Daryl Morey 转推支持香港示威的图片之

后，中共官方媒体迅速暂停了与火箭队和整个国家

篮球协会（NBA）的合作。著名球员，教练和火箭队

老板也陆续发出疏远 Morey 的声明。NBA 最终发布

了中文声明，称“对不适当的评论感到非常失

望。” 
 

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也是中共政治影响的行动目

标。中共利用经济杠杆作用，非法政治捐款以及通

过中介机构和组织发展关系，在州和地方一级建立

了长期影响力。这些行动的汇聚产生了协调一致的

影响力，影响政治家和地方政府，他们可能同意中

国的投资和项目，并且对台湾等对中共重要的问题

表示理解认同。今年早些时候，威斯康星州参议院

主席收到了中国外交人员的电子邮件，要求州参议

院通过一项决议案，赞成中国打击 COVID-19 做出的

努力。该决议，由中国领事馆起草，充斥着中国应

付 COVID-19 的谎言，结果促使州参议员通过另一个

决议，谴责了中共的各种行径。 
 
中共聘请美国前政府官员代表其进行游说，包括为

华为等公司。国防部确定华为为中共军事公司，以

及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其他 19 家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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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发言人随后解释说，国防部“设想该清单将

是美国政府、公司、投资者、学术机构和志同道合

的合作伙伴就与这些实体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尽职调

查的有用工具。名单还在增长。” 
 
此外，中共经常利用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向美国的个

别公司施压，使其符合中共的政治价值观。例如，

2019 年 10 月，奢侈品珠宝零售商蒂芙尼（Tiffany

＆Co.）删除了一条推文广告，该广告显示中国模特

在她的右手上戴着蒂芙尼戒指，并遮住了右眼。许

多中国社交媒体报道称，这一举动与香港民主抗议

者有关。2019 年 1 月，美国快餐店麦当劳被一些中

国社交媒体用户指责该公司在广告中支持台湾独立

后道歉。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已按照中国民航总局

的指示从其公共网站和应用程序中删除了将台湾作

为单独国家的内容。美国电影业在压力下向中共电

影规章和中国观众绥靖-电影《壮志凌云》续集的预

告片中删除了日本和台湾国旗的图像。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1811 / S. 480，

《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共的政治影响行动法

案》，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要求国

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制定一项长期战略，以

对付中共在美国和合作伙伴国家的政治影

响行动。 

 

建议：国会应该评估立法，要求除游说披

露法案（LDA）之外，代表中国公司（或其

附属公司/子公司）进行游说的个人还必须

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进行注册。

这可能会有一个漏洞，如代表华为等中共

控制的实体进行游说的个人已能够通过 LDA

较低的披露门槛进行注册。实际上，中国

法律将所有中国公司作为国家情报部门的

一部分，代表他们进行游说的那些人不应

声称其纯粹是商业利益而不是外国势力。 

 
 
 

建议：国会应支持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

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以应对在州和

地方一级的影响运动。9/11 之后建立的反

恐“融合中心”可以用作模型。这样将有

助于将中共进行中的渗透影响信息，用于

确定影响操控的培训，指南和资源的开

发，并为非选举实体（例如本地企业）建

立联系点，提供和接收有关中共影响力的

信息。 
  

 

 

关键发现：中共的统战部在美国开展业务，以提高
中共在美国社会中的利益，并没有得到联邦的回
应，甚至美国公众对中共统战部活动和附属组织都
未产生有意义的认识。 

中共的统战部监督许多在美国的众多附属组织，并

进行旨在影响美国社会、促进中共利益的多种活

动。183 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追求姐妹城市关

系，到和平统一委员会促进中国对台湾的吞并，再

到各种华人商会，这些实体是美国开放民主社会的

一部分。却受控于中共的统治。这些统战部前线小

组的运作是由中共领导的。 
 

中共的统战部还通过资助有影响力的美国学术和政

策机构开展影响力行动，导引对中共国有利的观点

和对话。例如，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注册

的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为华盛顿特区的一所美

国著名大学提供了资金，用于新的讲席教授和研究

项目。
184,185

 CUSEF 由 Tung Cheehwa 博士成立于

2008 年，并与华盛顿特区的多家智库进一步合作， 

包括布鲁金斯学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美国进

步中心、东西方研究所、卡特中心和卡内基和平基

金会。Tung 博士目前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

主席，该会议负责指导和监督统战部。 
 

此外，美国绝大多数华语媒体都受到中共的影响或

控制，而美国最受欢迎的中文应用程序微信则受到

中共的监控和审查。最近的报告
186
和刑事起诉

187
揭

示了中共参与渗透美国大学校园的程度。中共通常

会在美国激活这些网络，进行政治活动，包括压制

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而几乎没有回应或后果。在一

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例子中，2008 年，中国国家安全

部特派人员前往旧金山，以协调支持中共的街头行

动，并镇压奥林匹克火炬传递期间的支持西藏的抗

议活动。 
 

2020 年 9 月，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纽约市警察和美

国陆军预备役军人在中国担任特工，并有其他罪

行。
189

根据指控文件，发现该人正在中国纽约领事

馆秘密地为两名官员工作，其中一名“据信已被指

派到'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统战部]的一

个部门... [统战部]负责（其中包括）化解潜在反

对中国政策和权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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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土安全部和其他联邦实体，包括联邦调查局，应确保机构间对在美国境内运营的统战部会

员有完整的了解，并且政府应就中共影响运营的目标和方法向美国公众进行教育以下事实：没有哪

个组织（企业、学术机构或人与人之间）不受北京的控制。 
   
建议：如果适用，当局应将统战部组织指定为外国使团。国务院先前曾根据《外国使馆法》使用此

权限来解决中共宣传机构的恶行，以及由统战部指导的美国孔子学院网络事实上的总部-美国孔子

学院美国中心。   
建议：政府应继续与地方和市政府接触，以对抗中共在美国社会的影响。最近的例子包括彭佩奥国

务卿在国家总督协会和威斯康星州立法机关的演讲，以及 2019 年 9 月由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

和地方政府共同署名支持与台湾合作的的信函。   
建议：政府当局应要求美国州与市政府、公司、高等教育机构和中共实体之间的任何谅解备忘录或

合同必须公开透明，并且不得破例美国法律或使用最佳做法来迎合中共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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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术领域 
 

引言 
 

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技术革命，保持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对于 21 世纪美国的增长、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

要。人工智能、无线通信、量子技术、自动运输、网络安全、生物技术、制造业和太空探索的进步正在迅

速创造未来的行业和就业机会。引领这些技术的国家很可能会影响下一世纪的世界秩序。 

中共已经明确提出了在关键技术上超越美国的目标。“中国制造 2025（MIC）”计划概述了其成为十大优先

技术领域（包括 IT、机器人技术、运输技术、生物制药和新材料）全球领导者的意图。中共于 2015 年推出

的工业计划旨在通过引领新兴技术创新，并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来提升中共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

的地位。该计划还试图通过政府资助对知识产权、公司和人员的收购来增强中共的技术实力。这种技术转

让是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的。   
 

 

美国商会 2017 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制造 2025 旨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改变全球市场中

以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竞争动力。通过将资金瞄准特定技术和行业，并将其引导到特定技术和行

业，中国制造 2025 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市场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的风险。 

 
 

 

中共力争到 2035 年与美国并驾齐驱，实现自身的重大技术突破，引领先进产业并设定全球技术标准。为纪

念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共计划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直接威胁着美国经

济和国家安全。 

当中共试图加速从试图掩盖的冠状病毒真相中恢复过来时，许多美国人只能在家中工作、学习和接受医疗

保健，COVID-19 大流行使美国对技术的依赖更加明显。美国未来的领导地位将由其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来定义。 

 

 
施密特期货的创始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工智能和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警告： 

  

 

美国人应该警惕生活在一个由中共国对技术与专制统治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所塑造的世界

中。自由社会必须在面对威胁自由民主的技术变革时证明自由民主的韧性。” 

 

 
 

 

美国不能将关键技术及其发展方面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共。如果中共在人工智能或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上

超过美国，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和美国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自上世纪初以来，美国人一直是技术领域的先驱，这种精神必须得以更新。1969 年，在好奇心、雄心壮志

和与生俱来的探索欲望推动下，美国登陆了月球。在冷战的高峰期这样做有助于建立美国的技术优势，并

使美国相比苏联具有根本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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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克瑞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于今年初向国会确定了未来产业的核心

领域，“为此，我们确定了四个关键支柱，这些支

柱为美国在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和先进制造——基本的研发、劳动力开发、轻触

式法规和国际参与。” 
 

美国必须确保在联邦研究投资中继续保持领导地

位，加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促进私营部门创

新并减少监管障碍的政策，这些障碍阻碍了六个新

兴技术领域的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5G 无线通

信、量子信息科学、自动驾驶汽车、网络安全和生

物技术。为了实现这些技术，美国必须优先考虑简

化许可、国际合作、标准制定和隐私风险管理。最

后，空间技术仍然是下一个技术发展的突破口。中

共在太空探索和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迫使美国再次

承诺要重返月球并继续执行火星任务。 
 

 

新兴技术 
 

关键发现：随着中共制定积极的计划，到 2030 年
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者，美国在以美国民主价
值观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方面的领导地位
对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可能是 21 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并且其能力

正在迅速提高。人工智能所包括的技术可以使计算

机和其他机器从经验中学习并完成传统上需要人类

智力或推理的任务。由于人工智能对经济和安全的

巨大影响，领先的国家和公司正在争相在从医疗保

健到金融服务再到农业，几乎每个领域在开发和部

署该技术。 

 

由国会在 2019 财年 NDAA 中建立的人工智能国家安

全委员会（NSCAI）在 2019 年的中期报告中写道： 

 

 

人工智能将塑造未来的力量。经济基
础最富弹性和生产力最高的国家将最有
能力抓住世界领导者地位。该基础的增
加仅取决于创新经济的实力，而创新经
济的实力又将取决于人工智能。人工智
能将推动商业、运输、卫生、教育、金
融市场、政府和国防的进步浪潮。” 

 

美国仍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但这种领

先地位正在缩小。2017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概述了

中共在未来几年内建立价值近 1500 亿美元的国内

人工智能产业，并到 2030 年成为领先的人工智能

大国的战略。关于中共对人工智能的具体投资水

平，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2019 年 2 月 11 日，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

令，启动了“美国人工智能计划”，指示联邦机构

制定人工智能研发预算以支持其核心使命。联邦机

构还旨在通过识别高优先级的联邦数据和模型，改

善公众对联邦人工智能数据的访问和质量，并将相

关高性能和云计算资源分配给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

和研发，从而增加对其资源的访问，来推动人工智

能的研究。在其 2021 财年预算请求中，政府提议在

未来两年将人工智能的非国防支出增加一倍，从

9.73 亿美元增加到近 20 亿美元。 
 
国会和政府正在审查如何加快对人工智能研发的投

资，如何发展以及让美国劳动力适应的人工智能驱

动行业，在人工智能中支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

制定监管框架。通过执行这些举措，美国可以领导

世界部署以民主、公平、透明和保护公民自由为基

础的可信赖的人工智能。 

建议：国会应确保两党的《2020 年国家人

工智能计划法案》最终通过，这包括 2021

财年 NDAA HR 6395 的 Sec. 5001-5502。这

项立法将创建一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国家计

划，协调和加速联邦研究机构之间的投

资，指导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标准的自

愿风险管理框架，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

人工智能网络来促进人工智能的公私伙伴

关系，并支持开发人工智能的 K-12 课程，

以及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扩展人工智能

劳动力。 

建议：国会应支持美国政府 2021 财年的承

诺，加快为联邦政府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研

究与开发提供资金，目标是在未来两年内

将资金增加一倍。跨民用和国防机构的联

邦投资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和解决方案来

竞争，并为从事人工智能支持的工作的美

国劳动力做好准备。 

建议：国会应通过两党的《美国竞争法》

H.R. 8132，这将为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

商业采用提供路线图，并消除美国公司进

行投资和创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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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当局应最终确定并通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

南”的备忘录。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也应采用这种指导。

该指南指导机构在考虑与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法规或政策时，促进技术和创新的进步，同时

保护美国的技术、经济和国家安全、隐私、公民自由和其他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人类

原则权利、法治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NDAA HR 6395 中的第 217、222、241-249 条两党条款，这是国家

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提出的建议，以确保必要的人才、基础设施和机构，来加速

国防部人工智能的应用。 

 
 
关键发现：美国和中共正参与 5G 无线技术部署的全球竞赛。中共寻求通过在国内外建立 5G 基础设施来主
导标准制定、技术发展和全球供应链，从而增强其全球力量。美国必须促进私营企业在 5G 快速部署方面的
公私合作，以促进消费者服务和创新、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安全。 
 

5G 将成为 21 世纪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主要动力。这项新的先进通信技术将为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提供更快的

网络连接，这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方式。但是，5G 的开发和部署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漏

洞。美国的 5G 部署完全由私营部门推动，但中共的 5G 愿望却由政府（包括其“一带一路”倡议）驱动。

中共国电信公司华为是 5G 设备部署的全球领导者之一。由于华为以低成本向美国供应商提供了通信硬件，

美国情报界十多年来一直在警告中共国企业渗透美国网络并构成威胁。中共国的《 2017 年国家情报法》要

求中共国境内的所有公司都必须遵守中共上交数据的要求。 

 

为了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国会和政府已对华为和其他可疑公司采取了两党行动，以确保美国网络的安

全，并鼓励美国发展和部署电信设备，以减少对不受信任的外国设备的依赖。国会通过了法律，以保护网络

免受不良行为者的侵害，包括两党的《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案》（P.L. 116-124），通过激励较小的农村

提供商淘汰和更换来自华为和中兴此类公司的可疑设备，保护美国的通信供应链。 

 

政府还通过限制华为对美国技术和软件的访问权，再次对华为及其在中共的分支机构采取审慎的行动。商务

部的工业安全局（BIS）于 2020 年在其实体名单中又增加了 38 个华为分支机构，这将阻止华为规避其黑名

单的身份。这是继工业安全局在 2020 年 5 月针对华为获得美国半导体能力的努力之后再次出击。此外，联

邦通信委员会（FCC）最近将华为和中兴指定为国家安全威胁。 
 

 
政府已成功地帮助其他主要国家更好地了解各种风险。英国和法国最近都宣布了逐步淘汰并禁止华为进入

其网络的计划。保护美国网络和确保我们的盟友采取类似行动，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和保护

所有美国人的隐私至关重要。从国内来看，DoS 攻击已经制定了清理网络程序使用国际公认的标准，以保

护美国的资产——包括公民的数据和公司的重要信息不被中共窃取和破坏。 

 

美国还必须支持强大的美国电信业。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Ajit Pai）一直在执行“5G 快速计

划”，以释放 5G 频谱，为许可和非许可服务释放高频带、中频带和低频带的大量频谱。2020 年 8 月，美国

政府宣布额外增加 100 MHz 的中频带频谱，可用于商业和家用 5G 网络。这可以通过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

管理局（NTIA）、联邦通信委员会、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的协作来实现。频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它将使全国范围的 5G 成为现实，美国商业部门合作伙伴可以确保美国在先进的无线通信方面保持创新。 

 

由于有效的激励措施提高了私营公司之间的竞争，并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联网，因而美国拥有一个竞争激

烈的通信市场。减少繁文缛节，使美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开发、创造和发展场所，有助于美国击败中共，

保持领导地位。循环永无止境；总会有新技术、新一代设备和新升级。通过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网络安全，

鼓励私营部门竞争，并提供必要的频谱资源，我们正为美国继续处于领先地位提供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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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通过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要继续实施《5G 安全国家战略》所指示的

2020 年两党的《5G 安全和超越法案》

（P.L. 116-184）。该战略旨在促进国内

5G 的推广；评估网络安全风险并确定 5G 功

能和基础架构的核心安全原则，在全球 5G

基础架构的开发和部署过程中应对美国经

济和国家安全的风险；并促进负责任的全

球开发和部署安全可靠的 5G 基础架构。 
   
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以简化联邦、州和

地方各级的固定和无线通信网络许可流

程，确保所有美国人都可以联网。减少美

国的监管壁垒，可加快宽带和 5G 通信基础

设施的部署，这将为非中共国制造的安全

解决方案创造一个市场。为了解决这些障

碍，已经提出了二十多条法案：   
 HR 292，“2019 农村宽带允许效率法案”     

 HR 4741，“灾后连通社区”     

 HR 7355，“联邦宽带部署跟踪法案”     

 HR 7367，“促进数字申请法案” 

 HR 7377，“部署更大网络交易和传统应用的基础设

施”或“数码应用”     

 HR 7344，“无服务区联邦宽带部署法

案”     

 HR 7421，“加快联邦宽带部署审查法

案”     

 HR 7349，“加强宽带部署行政审查法案”     

 HR 7334，“宽带部署精简法案”     

 HR 7350，“加快评估和简化标准费用”或“标

准费用”法案     

 HR 7373，“野火无线弹性法

案”              

 HR 7337，“宽带部署比例评价法案”     

 HR 7353，“早期可靠的宽带网络在安全可信下及时

更换”或“TRUSTED 宽带网络”法案     

 HR 7333，“沿海宽带部署法案”     

 HR 7378，“棕地宽带部署法案” 

 HR 7374，“减少基础设施部署的过时许可”或

“RAPID”法案     

 HR 7335，“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法案”     

 HR 7369，“电缆透明法案”     

 HR 7364，“消费者使用宽带促进当地经济和竞

争”或“CABLE 竞争”法案     

 HR 7360，“无线弹性和灵活投资法案”     

 HR 7357，“无线宽带竞争和有效部署法

案”     

 HR 6488，“简化许可实现宽带基础设施的有效

部署”或“SPEED”法案 

 HR 7363，“社区过度管制网络需要经济竞争”或

“CONNECT”法案 

 
 HR 7364，“为宽带和本地经济领导者使用电缆”

或“CABLE 领导”法案     

 HR 7352，“障碍和法规阻碍免宽带接入的部署，

需要放松监管的领导力”或“ BROADBAND 领导

力”法案 

 HR 7362，“赢得国际经济领导力竞赛和扩大服务

以支持领导力”或“WIRELESS 领导力”法案 
 
 

建议：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应继续与所

有拥有频谱许可证的联邦机构合作，以增

加频谱商业访问的方式。私人公司投资数

十亿美元来升级和扩展通信基础设施，而

频谱是至关重要的资源，可以提高速度和

改善连接。按照《关于为美国未来制定可

持续频谱战略的总统备忘录》的指示，发

布长期频谱战略，联邦机构应提供行动路

线图，通过重新规划或重新使用来增加对

宝贵频谱资源的获取和分享。   
建议：国会应资助两党的 2020 年《安全和

受信任的通信网络法》（P.L. 116-124），

以便联邦通信委员会可以建立报销计划，

以便公司从其通信网络中删除对国家安全

构成风险的可疑设备。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624（即两党利用

2020 年战略联盟（美国）电信法案），以

促进和加快安全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O-

RAN）5G 软件和设备的部署和使用。扩大国

内无线供应链对于确保美国网络的安全至

关重要。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235，《网络

法》，这是一项两党措施，旨在制裁从事

经济或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共国的电信公

司。 
   
建议：国防部应充分严格地实施《出口管

理条例》（EAR）所有的最新更新内容，包

括《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军用终端用

户规则》、《文职人员豁免》和《关于其

他许可再出口的许可证豁免》——来限制

向实体名单上的公司  
（例如华为及其关联公司）以及中共军民融

合战略的参与者出售或转移敏感的美国技术

（包括用于 5G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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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美国应按照两党 2019 财年 NDAA 的要求，全面实施禁止使用或购买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电

信和视频监控设备的禁令。（P.L. 115-232）。 
  
关键发现：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准备重新定义下一代科学技术突破。美国必须加快努力，以确保在量子领
域的领导地位，因为中共对量子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威胁要在下一次量子革命中改变全球力量的平
衡。 
 

量子将重新定义下一代科学突破。量子信息科学的基础是利用量子物理学的微妙方面，如“量子叠加”和

“纠缠”，以获得有价值的、现实世界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处理计算复杂的问题，提供通信安全性，并

以常规硬件无法实现的方式增强导航、成像和其他传感技术。 

  

利用量子信息科学的新技术为创新以及新的行业和工作带来机遇，但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对密码学而言，

具有重大意义。一种密钥量子算法可能会破坏公钥加密，从而保护互联网上的交易。虽然采用这种算法还

超出目前的技术水平，保护的敏感数据并提供长期可靠的基础设施需要转移到“后量子”或“抗量子”的

密码学形式。 

  

中共在其“十三五”计划和“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将量子信息学列为重点工作。根据新美国安全中心的

一份报告，中共国防专业人员认为，“量子霸权”可能决定国际政治的未来。中共吹捧它在量子方面的成

就，包括第一颗量子科学卫星和连接北京和上海的量子网络。尽管有关中共在量子方面的经费总额，目前

只有有限的权威信息，但从近期和目前的经费水平来看，似乎已达数十亿美元。 

  

2018 年，总统签署了《国家量子计划法案》（NQI），该法案利用美国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资源和专业

知识，制定了统一的国家量子战略，以确保美国继续在量子信息科学方面取得突破。该法案授权联邦五年

内在研发方面投入 12 亿美元。政府还发布了《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战略概述》，指导联邦量子信息科学行

动，包括建立量子经济发展协会以建立美国的量子信息科学工业生态系统。政府还提议到 2022 财年将量子

信息科学的研发资金增加一倍，要求在 2021 财年提供 6.99 亿美元拨款。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政府和行业对量子信息科学和量子技术的投资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 年 9 月，谷歌和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科学家实现了一个称为“量子至上性”的里程碑。他们的实验性量子机

器运行的算法比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模拟的速度快得多。2020 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技术，该技术可以使量子态的工作时间比以前延长 10,000 倍，从而有助于提高量子系统的稳定性。 

  

利用量子技术的国家将拥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优势。美国必须继续致力于鼓励私营部门在量子信息科学和

量子技术方面进行创新，并支持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发展量子技术。 
 

建议：政府和国会应该继续投入充足资金和实施《国家量子计划法案》（P.L. 115-

368）。两党立法制定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国家量子计划，通过一个机构协调办公室来加速量

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开发的进展。能源部（DoE）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量子研究所，量子标

准的研究方向由美国国家标准与发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Development）负责制定，并成立量子经济发展联盟（Q-EDC），通过行业和政府合作来解

决量子技术挑战。国会应支持政府的 2021 财年提案，在未来两年内将《国家量子计划法

案》活动的资金增加一倍。   
建议：国会应支持和资助 2020 年《QUEST 法案》H.R. 8303 中提出的“量子科学技术用户

扩展计划”（QUEST）。这一带有竞争性的、基于绩效的举措将鼓励并支持以研究为目的来

获取美国量子计算资源，以确保国内量子计算行业部门得以强大，并发展下一代量子劳动

力。   
建议：国会应通过《推进量子计算法案》 H.R. 6919，以进一步确定量子计算如何使美国

商业部门受益，同时识别和减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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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通过 HR.8279，2020 年《量子网络基础设施法案》第 8279 号，在美国能源部

建立并支持量子网络基础设施研究和开发计划。该项目将为量子互联网奠定基础，依靠量

子力学定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安全地控制和传输信息。当前，量子互联网处于最初的

发展阶段，它可以成为一种安全的通信网络，并对科学、工业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产生深远的影响。 

 
 

建议：政府应评估并解决量子计算对国家安全系统造成的风险。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国

防部长应完成对 1614 节中规定的量子计算对国家安全系统的当前和潜在威胁与风险的全面

评估，这是 2021 财年 NDAA中两党的 H.R. 6395 中的条款。 

 
 

  
建议：国防部应在每个兵种分支中建立其他量子创新中心——如在罗马、纽约的空军研究

实验室——识别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量子计算机面临的技术问题和研究挑战，由美国能源部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建立八个民用机构和中心。国防部还应与具有量子计算功能的学

术界和工业界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加速优于传统计算系统的量子计算应用与国家

安全。 

 

关键发现：美国必须继续引领自动驾驶汽车（AV）的发展。中共正在通过在美国进行的公路测试获得的知
识，来计划如何在未来几十年中主导自动驾驶行业。美国在不断发展的自动驾驶汽车生态系统中的领导地
位对于创造和保留国内就业，以及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中共通过国家支持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将自己定位为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世界领导者。中共使用与其期望

的电信提供商类似的策略，试图为控制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奠定基础，而中共的兴趣和能力在这一领域不断

增长。对于美国已经面临挑战的汽车领域，如果失去这个市场，这将是灾难性的损失，美国政府的不作为

是部署的主要障碍。 

 

美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司，但美国必须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释放美国的才智，以保

持其全球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在汽车技术的领导地位一直是美国经济成功的支柱，造就千万个就业机会，

并贡献了近 3.5％的 GDP。该行业的未来与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是潜在的 8 万亿美元的全

球产业机会。同样重要的是，COVID-19 危机突出了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更大需求。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帮助老

年人和残障人士更加自给自足，并帮助分发测试和医疗用品，也可以大大改善道路安全和交通拥堵。 

  

同时，中共国公司正在利用美国的创新系统，在美国本土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的研究和测试。中共国的自动驾

驶汽车公司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测试平台之一的加州道路上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测试。这些公司

将他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制造并部署到其他地方。监管上的不确定性和琐碎的诉讼阻碍了美国汽车和技术

公司在美国广泛部署该技术。鉴于中共集中计划其法规并向其自己的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美国需要联邦政府

的自动驾驶汽车框架来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确保美国人能享受到这种救生和改变生活的技术所带来的广泛

机动性和安全利益。正如我们在电信领域已经看到的那样，允许中共设置标准，创新，制造和部署的规则会

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安全。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8350《自驾车法案》，确保美国在自动驾驶汽车上保持领先。尽管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但由于缺乏国家部署，导致美国继续落后于

其他国家。因而需要制定国家战略，确定联邦和州所扮演的角色，为在美国的部署建立一

条清晰的道路，并为创新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人将错

过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巨大安全性和移动性优势，而美国将把领导权拱手相让于中共，而

中共则会利用这一变革技术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号施令。   
建议：国会应通过两党的《先进无人驾驶服务法案》H.R. 7972，该法案将研究自主配送包

括医疗保健和食品服务等对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和部门的好处。   
建议：国会应通过两党的《地面交通研究与发展法案》H.R. 7214，该法案将支持自动驾驶

系统的基础研究，包括创建用于开发和测试自动卡车的测试台，以改善美国食品的运输供

应和其他关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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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美国必须继续开发和部署用于网络安全
的支持技术，并扩大网络劳动力以支持这些技术，
因为中共对美国构成了持续的网络威胁。 
 
网络安全是确定的 21 世纪国家和经济安全挑战之

一。联邦政府、关键基础设施部门以及所有美国人

越来越依赖网络空间，而新技术既增加了可被窃取

的敏感信息的种类，也增加了威胁的复杂性。本报

告先前已详细介绍了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和中共发

出的网络威胁。 
 

国会应支持网络安全支持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以及

支持相应的劳动力。还需要进行基础研究来解决与

改善软件工具和通信网络的隐私、安全性和漏洞有

关的关键问题。 
 

建议：国会应通过网络空间日光浴室委员

会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议，例如制定信息和

通信技术产业政策，以更好地保护关键供

应链免受中共干扰，并确保美国政府增强

招募，发展和保留其网络劳动力的能力，

从而拥有所需的人力资本。   
 

建议：国会应通过 S. 2775，《HACKED 法

案》，这是美国财政部 2021 NDAA S. 4049

中的一项条款，该法案将通过以下方式加

强美国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网络安全劳动

力，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

交通运输部内部加强现有的科学教育和网

络安全计划。该法案将激励网络安全教育

工作者的招聘，使教育和培训与行业的网

络安全劳动力需求保持一致，并为网络安

全专业人员设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建 议 ： 国 会 应 该 通 过 H.R. 3255 ，

《 TOWER 基础设施部署法案》，这是一项

两党合作的措施，将建立电信劳动力发展

咨询委员会，制定有关如何增加通信行业

劳动力，促进通信基础设施部署，鼓励参

与行业主导的劳动力发展计划，并改善通

信行业的劳动力发展。  

 

 

建议：政府应继续促进采用国家标准技术

研究所网络安全框架来保护公共和私有系

统，并支持衡量标准的测量科学，实现新

的网络技术和物联网（IoT），这已得到两

党合作的《网络安全增强法》（P.L. 113-

274）及其后续修正案授权。 
   
建议：政府应继续通过国家电信和信息管

理局的利益相关方流程和网络安全和基础

设施安全局的约束性操作指令流程，支持

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就漏洞披露和协调响

应的信息共享方面进行合作。   
建议：主管部门应促进商务部和国土安全

部发布的“抵御僵尸网络能力的路线图”

中建议采取的措施。该路线图是原始报告

“抵御僵尸网络和其他自动化的、分布式

威胁”中提出的建议。”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8132《美国竞争

法》，这是一项两党措施，其中包括 SMART 

IoT Act 的条款，该条款在联邦层面促进网

络技术和物联网战略，简化这些技术的开

发和采用。当中共继续进军物联网市场

时，其中包含的条款可帮助对抗中共。该

法律还包括有关促进私营部门使用区块链

技术，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并增加另一层

安全性的规定。 

 
 
关键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共的生物技术产业
一直在快速发展，这是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挑
战美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必须
领导生物科学领域中新兴技术的安全开发，以推动
经济增长，改善公共卫生，保护食品供应并防止新
的生物威胁。 
 
 
生物技术产业是美国经济中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

部门，在超过 85,000 家公司中雇用了 140 万美国

人。2016 年，生物科学产业对美国经济的总影响达

2 万亿美元。像 CRISPR 新基因编辑技术和快速基因

测序的进步正在推动农业、医药、能源和制造业的

创新。自从我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以来，

人类一直在努力改善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学。我们现

在正在开发工具，以实现祖先无法想象的精度、速

度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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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认为生物和生物技术是其新的战争领域之一。

中共在基因编辑、基因测试和数据收集以及对生物

制药产品垄断方面的统治地位可能会继续对美国经

济的各个领域造成影响，包括能源生产、食品供应

和农业以及医疗保健，并可能增加军事保护和任

务。 

  

生物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扩散，可以看到改变遗传

密码能用来改变植物、动物和人类，并可用于提高

军事人员的绩效。例如，中共使用 DNA 来增强面部

识别能力，用于追踪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少数族

裔。在 2019 年，国防部向军队成员发布了一份备忘

录，指出存在的安全风险，其中包括与使用消费者

DNA 试剂盒相关的大规模监视和潜在跟踪。此外，

中共开始对美国农作物中的微生物等非人类 DNA 资

源进行测序，保留商业权利并获得遗传密码，这非

常有价值。 

  

中共对生物技术和大量生物数据获取的研究也可能

使中共和中共解放军能够融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

术，这可能被用于军事和民用应用。 

  

美国绝不能将对生物经济的领导权让给中共，必须

建立一个研究和监管框架，以支持创新和新产品的

市场，同时为全世界制定生物安全，道德和隐私标

准。  
 
 

2019 年，CCP 在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位

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家著名且尖端

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活

动，以窃取先进的生物医学研究成果。 

众多科学家因将研究发回中共政府或密

谋这样做而被捕。 在发回中国的一封电

子邮件中，一位科学家写道：“如果我

能弄清楚如何将十几根冰冻的 DNA 装到

飞机上，我应该能够带上整套引物。” 

这种无耻的举动只是中共在美国进行大

规模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特别是通过

他们的千人计划。  

 

建议：国会应确保 H.R. 4373 的最后通过，

2019《工程生物学研究和发展法案》（参

议院引入的是 S. 3734，2020《生物经济研

究与发展法案》），两党立法将支持协调

联邦研究“国家工程生物学倡议。”该立

法将确保美国在新生物技术（包括合成生

物学，生物制造和非人类基因编辑技术）  

的开发方面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该法案将

为联邦政府在工程生物学领域的投资提供

更大的机构间协调和战略框架，同时扩大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支持下一代工程生

物学研究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建议：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使农业生

物技术产品的监管框架现代化，包括审议第

13874 号“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现代化监管框

架” 行政令中设立工作组的建议。该行政

命令要求对法规进行精简，以便在可预测、

一致、透明和基于科学的法规框架下，将农

业生物技术创新有效，一致和安全地推向市

场。 

 
 
关键发现：美国在工业领域先进制造领域的领导地
位必须使美国处于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领先
地位，因为中共正寻求在价值链上摆脱传统上对低
产量的依赖，向高科技制造业转移。 
 
先进的制造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制造能力、方法和

实践。这些新的制造技术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开发优

质产品而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了全新的

产业。 

  

制造业占美国 GDP 的 12％，员工人数约 1200 万。

制造商的投资占了全国工业研究和发展资金的三分

之二，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继续确定美国的技

术领先地位。 

 

政府已经认识到人们越来越担心，相对于中共国和

其他国家，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可能会下降。长期

以来，快速创新一直是美国工业的定义属性，但近

年来，基于制造技术的私人投资却大幅减少。在新

兴市场，出口和贸易中的制造领导地位不仅需要对

先进技术的投资，而且需要有效利用整个工业领域

新技术和平台的能力。为此，美国政府于 2018 年发

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其重点是开

发新技术和培训未来的劳动力。 

  

联邦政府通过两个主要计划向美国制造商提供技术

援助，这两个主要计划是“制造业扩展合作伙伴计

划”（MEP）和美国制造创新研究院。制造业扩展合

作伙伴计划是与坐落于 50 个州和波多黎各的中心建

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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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扩展合作伙伴计划中心与制造商合作，开发新产品和客户，拓展和丰富市场，采用新技术，提升供

应链的价值。美国制造创新研究院是美国的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网络，主要通过公私合作开发包括快速成

型制造、3D 打印和生物制药在内的制造技术。 

 

正如本报告其他章节所详述的那样， “中国制造 2025”计划旨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的产业政策，将中国

从一个低端制造商转变为高端商品生产者。美国可以通过支持研发的政策、为未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培养劳动力

的计划、促进自由和公平贸易、建立释放私营部门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继续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建议：政府和国会应继续支持“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的实施，该战略明确的表达

了通过开发和过渡新制造技术，对制造业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再技能化来实现美国制造业领

导力的计划，以及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能力。   
建议：政府应按照两党的《美国制造业领导法案》(P.L.116-92)的指示，利用美国制造业

研究院和制造业扩展合作伙伴计划计划来协助中小型制造商进行重组和重新技能化，以实

现供应链多样性并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地域多样性。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8132《美国竞争法》，这是一项两党措施，旨在促进美国领导在

未来依赖美国制造商品的战略。该措施包括促进物联网先进制造技术的条款，激励各州采

用模型代码制造物联网设备，提高制造业的 3D 打印能力，并要求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鼓

励在美国各地开展更多以技术为中心的初创企业和小型企业。其所包含的规定将帮助各种

规模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重点是创新、投资和地区多元化。   
关键发现：美国必须与其盟国协调，将志同道合的国家纳入一个多边联盟，以使私营部门能够开发华为等中共国公司

的替代品，并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联盟网络，以共享关键的研发以及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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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初对 COVID-19 疫情处理不当，缺乏透明度，

以及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造谣活动，正

在引起人们对依赖中共国生产的 5G 基础设施和关

键供应链相关风险的新关注。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议整

合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组成新的 D-10 集团（目前的

七国集团成员以及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以解

决 5G 移动通信和脆弱的供应链问题。 

 

建议：美国应与英国和其他国家合作，组

成新的 D-10 民主领导集团，致力于发展和

部署 5G 及其后代产品，解决 5G 移动通信

和脆弱的供应链问题，并利用每个国家在

新兴技术中的技术专长为民主国家造福。   
关键发现：政府应与盟国和私营企业合作，继续针对新
兴电子技术制定标准和未来国际治理，以对抗中共在控

制和操纵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方面做出努力。 

 

“中国制造 2025”倡议的明确目标之一就是主导国

际标准的制定。标准可以实现从通讯技术到 GPS 的

所有功能，并确保心脏起搏器等设备的安全性，同

时增强人们对产品性能的信心。 

 

2016 年，商务部研究发现美国 92％的出口受到共

识标准的影响。由于人工智能和 5G 等关键新兴技

术的潜在影响，确保标准领先地位的紧迫性更加突

出。   
 
 
 
 
 
 
 
 
 
 
 
 
 
 
 
 
 
 
 

 

中共认为标准制定是推广中共国技术并使之成为全

球标准的机会。例如，中共特别关注国际电信联盟 

（ITU），该联盟正在通过安排一名中共国公民作为

组织负责人来制定全球 5G 标准。  
 
美国专家历来是国际标准制定领域的领导者，尤其

是在新兴技术方面，但美国正在失去优势。利用独

特的美国公私伙伴关系方法，加强行业主导标准制

定领域，对于美国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 NDAA 的 HR 

6395 的 1705 节，这是一项两党条款，将指

示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委托进行一项

独立研究，探讨中共国政策和中共国实体

之间的协调合作对参与新兴技术国际标准

机构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美国政府和行

业对国际标准的参与度。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4500，即

2019《促进美国无线领导力法》，这项两

党措施将加强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

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代表性，并促进美国

在国际通信政策方面的领导力。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3763，即

2019《促进美国在 5G 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

法》，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将加强

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和

参与程度，并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外交

接触，以加强在这些机构中的合作，并分

享信息和方法以识别风险。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5698 号

《5G 安全保障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支

持国际金融机构对 5G 无线技术的援助，但

前提是他们必须为受益人提供适当的安全

保障。该法案旨在防止中共国利用国际金

融机构的贷款，因为这些贷款可能为采购

或基础设施开发提供便利，导致国外 5G 网

络变得不安全。 
 

建议：政府应继续促进美国工业界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机构和会议。政府 2020 年 6 月

的规则澄清，在华为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

之前，原本不需要向华为披露许可证的技

术，可以为了标准制定机构的标准制定目

的而披露，而不需要出口许可证。尽管华

为广泛参与标准制定组织，但这样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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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保针对中共国国家支持的公司的适当行动不会妨碍美国公司为重要的标准制定活动做出贡

献，并且对确保美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至关重要。 

太空探索与技术 
 
美国已重新致力于太空探索，并正在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太空产业。政府制定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到 2024 年

让美国人重返月球表面，然后冒险登上火星。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努力。阿耳忒弥斯号重返月球任务将使美国保

持技术发展的领先优势，帮助我们识别和管理月球资源，并防止中共在太空探索和利用方面获得领导权。美国航

天局将与商业和国际伙伴一起，在月球上建立可持续的存在，为火星任务做准备。 
 
 
2020 年 5 月，美国宇航局和 SpaceX 公司成功地将执行 Demo-2 任务的 “乘龙舱”发射到国际空间站（ISS），这

标志着太空探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近十年来，美国宇航员首次在美国本土用美国火箭发射，不仅成功了，而且

很鼓舞人心。它表明只要继续致力于美国的空间计划并投资于公私伙伴关系，就有可能取得成功。美国有一个蓬

勃发展的私营航天部门，促进这一行业的发展，消除其增长的管理障碍，并利用其创新，符合美国的商业和国家

利益。 
 
美国将太空探索视为扩大人类知识、创造新技术、发现新现象的途径，而中共试图建立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则是

为了保持其权力，并作为经济和国家安全实力的展示。美国有一个民用机构（NASA）负责监督太空探索，而中共

国则由中共解放军负责管理太空计划。中共对太空给予高度关注和资助，即积极尝试通过合法手段，也同时采用

胁迫、窃取等方式，收购美国的太空创业公司和技术。 
 

如果中共国在 2022 年成功发射第一个长期空间站舱，意味着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共将赶上美国从首次载人航

天到第一个空间站舱的近 40 年进度。中共对在月球上建立人类基地的计划颇有微词。美国应该关注的是，中共的

技术创新和领导地位可能来自于中共国国民的登月任务。 
 
虽然本报告的国家安全一章涵盖了太空作为战争领域的重要性，但太空探索应继续为人类造福。  
 
 

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在 1958 年就建立一个新的民用航天局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写道： 
 

我建议我们设立一个民用机构，因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空间探索有希望大大增加我们对地

球、太阳系和宇宙的了解，而且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时，得到国内外科学界最充分的合作是非常

重要的。此外，我认为，以民事方式管理空间科学和探索，将强调我国对外层空间出于和平和科

学目的的关注。” 
 
 
 

 

这在今天同样重要。月球和所有的宇宙，都应该以自由的原则去探索。 
 
关键发现：在中共吸引国际伙伴支持其太空探索目标并扩大其影响力的同时，美国必须保持其在低地轨道的存在，让

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为人类探索火星规划未来的道路，并保持对空间科学任务的稳定承诺。美国的民用空间探索努

力影响和帮助了多种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国家安全、科学进步和外交。 
 

建议：国会应通过对美国航天局的重新授权，并且每年提供资金以支持美国宇航员返回月

球表面和火星表面，确保空间探索工作的连续性，并充分支持空间发射系统、猎户座航天

器、探索地面系统和载人登陆系统的发展。H.R. 5666是 2020 年的《 NASA 授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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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党的立法，朝着支持这些目标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并且应继续通过立法程序加以完

善。 
  

建议：政府和国会应共同努力，为战略目的而保持在低地轨道的存在，包括在国际空间站

的继续运行和尽快向商业平台过渡。美国应利用商业机组人员和货运服务，来确保其进入

国际空间站和低地轨道的安全通道。   
建议：美国应通过双边协定寻求国际社会参与空间探索。美国应接受政府关于月球探索的 

“阿特米斯协议”，并就未来的低地轨道活动加强国际空间站政府间协议，使美国成为比

中共国更有吸引力的伙伴关系选择。  
建议：国会和政府应支持一个平衡、强大和稳定的科学事业，以抵制中共在地球科学、天

文学、天体物理学、太阳物理学、行星科学以及生命和物理科学领域削弱美国领导力的企

图。这包括发展小型、中型和大型任务，以及提供必要的研究和分析资金以支持参与任务

的科学家、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术管道。   
建议：美国应通过利用私营部门的投资来实现其空间探索目标。空间和地球上的私人基础

设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支持美国政府的空间活动，而不是由政府作为唯一的所有者和经营

者。定期的飞行机会和创新的合同机制可以支持开发平台和其他基础设施，以满足多种目

的，从而在各种政府和私人客户之间分担固定成本。   
建议：国会应当审查已经实施了九年的年度拨款法的《沃尔夫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美

国航天局与中共国的双边合作，除非政府提前 30 天证明，这种互动不会导致向中共国或中

共国拥有的公司转让对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有影响的技术、数据或其他信息，也不会涉及

在知情的情况下，与美国认定直接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官员进行互动。国会应通过深思熟

虑的分析和辩论，评估是否应修改或加强这一限制。   
关键发现：当中共国在中共的影响和控制下培育新的国内商业航天产业时，美国必须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简化法规，

为私人投资和运营提供一个稳定和有吸引力的环境。美国还必须保护私营部门的利益，防止盗窃知识产权、利用空间

科学合作和中共国投资操纵等，以确保这一新兴和有前途的国内产业的生存能力。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3610，即《美国太空商业自由企业法》，该法案将精简现有的商业

遥感系统许可证发放条例，并为其他机构尚未监管的其他商业空间活动提供一个许可证制

度，以加强遵守《外层空间条约》的 “授权和持续监督”要求。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6208，即《保护美国太空资产法》，该法将指示总统制定一项全面

的战略，通过加强美国在太空的军事和商业能力，促进太空资产的航行自由，并加强对太

空制造计划和供应链的保护，保护美国的航天工业不受中共的干扰。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 NDAA 的 H.R.6395 中包括的 《空间技术进步报告法》。该条

款将指示国家空间委员会制定一项战略，以确保美国在面对中共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时，

仍然是卓越的太空大国。   
关键发现 : 地球轨道上由失效卫星、废旧火箭和其他人为碎片产生的轨道碎片的增加，威胁到外层空间的民用、商业

和军事活动。 
 

建议：美国应与中共国和其他空间竞争者就空间可持续性和安全问题的共同目标进行接

触，方法是通过双边外交对话以及就建立管理空间碎片的规范、最佳做法、透明度和建立

信任机制进行多边讨论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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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建立一个美国空间态势感知和身份管理框架，类似于上届国会两

党在 H.R.6226 号措施中提出的框架，该框架将向私营部门和国际伙伴提供信息，以确保空

间作业的安全，而不需要制定繁琐的条例，以免扼杀工业并将公司推向海外。  
 

 

隐私风险与消费者保护 
 
关键发现：中共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不同，包括对本国公民隐私的尊重。中共有利用政府官方资源和与中共有关

联的公司损害全世界人民数据的记录。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中共，引领世界发展影响消费者隐私的做法和技术，建立保护

数据和数字商务的新规范。 

 

中共对 COVID-19 的拙劣反应和随后的掩盖真相致使其成为全球大流行，这两件事都表明他们可以完全控制

自己的人民和媒体。同时，中共将收集到的大量公民数据作为自己国家支持的创新管道的燃料。这得益于

201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该法要求各组织和公民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由于中共国公司很难解释其收集数据的保障措施，因此该法损害了中共国公民以及世界各地人民的隐私。

作为回应，美国对诸如字节跳动（TikTok 的所有者）等中共国公司，以及其他与中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

中国公司加强了审查。美国需要它的盟友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确保数据

不受中共控制的国家和其他恶性实体的影响。围绕公民数据建立一个干净的堡垒，将确保所有国家的安

全。
220

同时，因为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框架，可能会保护狭隘的利益，从而危及到美国的全球地

位，美国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统一的数据保护框架，并作为美国公司在海外经营的事实标准。 
 

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以便： (1) 统一建立国家数据保护标准，以确保保护措施不会因

州而异。2）增加透明度，使消费者和监管者知道正在收集什么信息，如何收集信息，以及

与谁共享信息。3）增加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充分追究不良行为人的责任。4）提供灵

活性，以保护美国的创新优势，并允许小企业与大型科技公司竞争；以及(5）加强数据安

全，要求采取合理的做法，以符合公司的规模、性质和活动范围、所收集信息的敏感性、

保护此类信息的技术手段的现状，以及实施这些保障措施的成本。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6969，即《美国 TELL 法案》，该法案将要求公司披露中共国是否

可以获取数据传输，以及 H.R.6942，即《互联网应用身份法案》，该法案要求应用制造商

披露任何来自中共国的应用程序。美国消费者应该清楚地了解其下载的应用程序的来源以

及他们的数据可能会在何处传播。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6929 号法案，即《推进人脸识别法》，该法案将有助于查明面部识

别技术对个人的危害，同时还将促进公私部门在道德使用方面的合作，并确定联邦对该技

术进行适当监督。这将有助于评估市场的风险和趋势、美国推动设计和使用。 
 

建议：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应继续开发并促进采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隐私框架，这是

一个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发的自愿性工具，旨在帮助各组织识别和管理隐私风险，以建立

创新产品和服务，同时保护个人的隐私。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7005 号法案，即《SHIELD 法案》，该法案将促进美国与盟友的跨

境数据流动。政府应该颁布 H.R.4779，即《SAFEWEB 法案》，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

旨在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国际合作努力，以打击垃圾邮件、间谍软件和其他源自国外的

的诈骗和欺诈恶意企图。美国应继续支持与尊重美国法律和利益的国家进行互联网和语音

通信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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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政府的“清洁网络”计划，通过揭示公民隐私和公司最敏感的信息可能受到中共入侵的威胁，从而进一步

保护了国家的资产。通过推广国际公认的数字信任标准，该计划可以继续扩大与可信伙伴的联盟，并在此过程中适应

全球市场快速变化的技术和经济。 

建议：政府应完成 2019 财年 NDAA 中所载的“清洁路径”倡议的实施。这将确保进出美国

海外外交设施的语音和数据流量不会穿越华为设备。任何不受信任的供应商都不应进入国

防部系统。 

建议：作为 “清洁电缆”倡议的一部分，行政当局应指示国家情报局加强对行政部门审查

国际海底电缆登陆和申请新许可证或转让许可证以授权提供电信或无线电服务的机构间协

调。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调，华为海洋系统公司和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可能会在全世界扩张网

络，主导承载语音和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市场，并颠覆中共收集情报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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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经济与能源 
 

序言 
 
中共利用商业关系,通过国际贸易系统来巩固扩张其威权主义。为了自己利益，中共扭曲国际贸易系统规

则，具体做法包括：利用大量金钱补贴来帮助国有或者控股企业；偷取知识产权，并要求将所需技术转化

为生意成本；通过产业地方化或其他贸易壁垒，保护自己的市场和产业的同时，强迫开放市场接受中国出

口。 

中共经济系统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利益。其经济发展所得的金钱利益，为中共建设军事基地

以及持续通过监控手段压迫民族及宗教活动提供了财政支持。在中共的经济及政治体系中，不择手段获得

及发展领先技术是必须的。中共尝试攻击美国的创造及研究，并试图达到超越美国的经济及军事的目的。 

必须要深刻理解的是，中共的产业政策及军民融合策略是非比寻常的意识形态。在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

记后，习近平发表了一篇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其经济

及技术能力要在世界事务中具“主导地位”。数月后，中共内部传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备

忘录 （9 号文件），内容旨在谴责国际体系的核心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私有化和讯息自由流通，都

是对极权生存的威胁。 

这种正统意识形态正在中国形成一个法律框架，以迫使所有个人和组织与中共合作并保护中共。例如，

2015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甚至将前所未有的安全定义编纂成法律，该定义要求不能存在国

内和国际威胁。这些原则构成了中共的战略逻辑，中共执念于维持其不受挑战的权力，认为中共在当前的

国际秩序中并不安全。 

综上所述，习总书记动员 9000 万党员、2 亿军人以及近五分之一全球经济，来发动全球体系及思想战争。

中共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不兼容导致了一种危险的动态，即：中共寻求消除或放弃支持民主国家的价值

观，例如美国，以实现其自身的安全。 

这一动态标志着修正主义的兴起，试图颠覆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共的策略是 - 明目张胆在美国偷

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利用数以亿计的产业补贴系统性扰乱众多关键行业和技术；把军事力量融

入工业创新基地，以及成千上万的经济间谍案 – 其数目及规模对美国造成了紧迫的挑战，需要适当的运

用现有权力加以应对。（请参阅附录 III）。 

美国和基于规则的自由经济体系的支持者想要取得成功，需要立即作出有力的行动。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单

独和共同捍卫和支持其经济，巩固国际经济秩序及规则。这些国家定要致力打造一个鼓励革新、自由企业

和发展的经济体系。他们一定要保证外交贸易、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协调一致，与盟国和伙伴建立更紧密

的联系，以对抗中共及其军民融合战略的野心。 

充分了解美中商业、技术和金融关系及其怎样影响美国长期经济及国家安全是极其重要的。来自私营部门

的数据及信息，包括供应链依赖性、技术许可和资金流动，对于政策制定者了解这些挑战的复杂性并作出

选择，以及教育公众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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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工具：制定积极的议程及 

促进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利益 

 
 

 

“中共国这些年的发展令人瞩目，但是在

很多方面，它是通过利用偷盗和胁迫自由

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和高校所推动的。” 

- 国防部长埃斯珀，慕尼黑会议, 2/15/2020  
 
 

关键发现：中共国的贸易及经济政策都是基于违背

国际正常标准，激进的谋求利益并且毫无法规地侵

略。这些不平等贸易手法极具挑战性，因为他们通

过知识产权偷窃、强行技术转让、本土化政策以及

利用国营企业来超越美国公司及美国工人等方式，

有系统地破坏公平竞争，导致全球产能过盛。 
 

正如美国贸易代表经过广泛调查后所记录的那样，

过去数十年，中共国彻底推翻他们的经济改革。并

且拒绝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且这一趋势

正在加速。中共想尽办法，强制转移控制技术到其

所拥有的国营企业和指定的私人公司，作为进入中

共国市场的要求、阻止或限制外国货品和服务在中

共国销售、并且向本国的行业参与者提供优惠待

遇。特别在信息通讯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ICT)领域。结合其第

13 个“五年计划”、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其他国

家主导的发展计划，“中国制造 2025”构建了一项

广泛的战略规划。利用国家资源及国家控制策略改

变全球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给中共国国营企业及

名义上的的私人公司创造特别优势。中共国在美国

盗窃 知识产权非常猖獗，每年花费高达 225 亿至

600 亿美元。中共国努力地限制外国投资，严厉限

制进入中共国市场，经合组织（OECD）测定中共国

为全球限制力最强的极权。虽然中共国违反国际贸

易组织履行的承诺，由于中共国欠缺透明度，要及

时记录并证实这些案例通常非常困难。
 

同时，美国出口货品、农业及服务性行业对美国的

宏观及微观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同时也创造了美

国的就业机会。中共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在

贸易上中共国完整脱钩并不恰当，因为其他国家会

在市场上取代美国。美国应有策略地选择性推进，

反击并且达到平衡，迫使中共国停止他们的不公平 

 

  
贸易手段，并保障美国竞争能力，最低限度美国能

够避免受到这些不法手段的伤害。 

与中共国签订的第一段贸易协议是实现这一平衡并

解决中共国广泛而深层的贸易壁垒的极好的第一

步，成功的解决了中共国不尊重知识产权，歧视性

农业标准和某些外国所有权限制所造成的主要壁

垒。利用协议中独特和创新的协商和争端解决机

制，全面执行该协议的所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此

外，中共国必须同意附加的，持久的规则，以解决

其余的障碍和壁垒。本届政府致力于在第二阶段谈

判中解决补贴，国有企业，云计算及数据本地化等

遗留问题。 

 
建议：国会必须跟政府紧密合作，在推进第一阶

段协议时，积极利用新的前所未有的顾问、监察

及执行机制，严格执行协议，特别是在保护美国

知识产权，消除农业壁垒以及规范强迫性技术转

让，并且终止所有权及控制权要求方面。 

 

建议：基于美国统一部署，国会必须加强参与政

府针对与中共国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制定策略计

划，并且传递讯息给中共国，如果其没有诚意参

与第二轮谈判，便应付出沉重的代价。该策略计

划应解决已造成破坏美国竞争的所有贸易壁垒，

包括：使用补贴严重扭曲全球市场并造成产能过

剩；利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强行制定贸易、

数据和其他本地化使用要求的规定，以强制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器和产品；以及获取美国创

新精髓，强制技术转让或合资企业要求作为在中

国开展业务的成本等条件。 

 
 
关键发现：中共的生存取决于加速和深化中共国与世界

其它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中共通过不平等的优势，试图

将全球经济及投资活动中心转移到北京。公然偷取技术

及知识产权，同时保护自己的市场免于竞争。联手合作

伙伴一起解决中共国带来的障碍，并且与合作伙伴加强

经济联系及经济法治，将是应对中共至关重要的抗衡。 

 
 
欧盟和日本以及许多其他贸易伙伴，大多情况下不

愿意像美国一样正面对峙中共国，而宁愿躲在美国

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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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美国政府、欧盟和日本通过三方努力，

已经公开确定并解决了一些中共国壁垒共及不公平

做法。但美国的贸易伙伴有必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和

承诺，这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此外，与盟国建立紧密经济联系对解决中共壁垒至

关重要，因为将中共国的贸易流由美国转移到其他

民主国家，只会伤害美国竞争能力，并不会改变中

共国的行为。两党联合的美国应与其同盟紧密合

作，不仅仅在美国大使馆，而且在同盟各国首都，

同时还要通过国际机构，一齐有效地对抗中共国。 

基于美国法律及标准，美国政府已经开展新的贸易

协议谈判，也打开了新的美国出口市场路径，例如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 (美墨加协议  - 

USMCA)，与日本第一阶段协议，以及韩国－美国自

由 贸 易 协 议 修 正 案 (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扩大美国开创性贸易协议，及其他贸

易关系，将给亚洲及全球设立高标准规则，给美国

出口商创造更多机会销售美国制造的产品及服务，

也给予其他国家除中共国以外另一有意义的选择。

这些协议的谈判及实行是根据 2015 年 美国国会两

党 贸 易 优 先 及 责 任 法 案 (the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Trade and Priorities and 

Accountability Act - TPA)，规定了政府应遵循的

详尽谈判目标，以及政府为了同时满足国会及公众

的需要所需深入咨询的要求。 

 
 
 
 
 
 
 
 
 
 
 
 
 
 
 

 

美国与 20 个国家之间有着的高质的量自由贸易协议

(FTAs)。它们仅覆盖全球人口的 6%，228 但却覆盖

了美国出口货品的 46%。229 其他经济体，例如欧盟

正在争取比美国更多的交易协议。如果美国再不主

动谈判争取新协议，会处于劣势。 
 
就算其他国家还未准备和美国谈判贸易协议，美国

国会已经在过去数年以创造有力工具来加强贸易关

系，利用美国标准，建立法规，创造强大投资债

券，通过增加贸易，开放美国货品及服务市场。  

 

 

建议：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国会议员必

须和全球同行合作，继续建立双边及多边

关系来应对中共国所带来的挑战。   
建议：美国国会必须根据两党贸易优先及

责任法案的规则和程序，紧密参与政府咨

询，谈判贸易协议，及其它安排，加强经

济和地缘战略联系，以美国法律作为基

础，建立强而有力的规则和标准，给美国

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创造出口业务机

会，来对抗中共国的直接影响。具体行动

包括： 

 
• 继续和英国进行全面优质协议及贸易谈判； 

• 开始和日本进行第二期全面贸易协议谈判； 

• 继续与肯尼亚贸易谈判以达到全面优质协

议，并且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发放强而

有力的讯息，如果这些国家准备好的话，美

国愿意加深和他们的贸易关系； 

• 继续与印度开展全面讨论并解决两国之间的

贸易障碍； 

• 在欧盟准备就绪时继续与其进行双边谈判； 

• 确认更多贸易协议谈判伙伴，如果他们表现

出意愿并有能力承担雄心勃勃，可执行的全

面义务； 

• 在所有美国贸易协定中应包含一项规定：当

协议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如美墨加协议所

载）进行谈判时，须告知并咨询美国； 

• 在美国贸易协议中包含这些规定，以建立国

际规则为目标，对抗中共国的障碍，例如基

于风险与科学的标准、国营企业的约束、知

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境数据流通等（如美墨加

协议所载）。 
 

建议：国会需要继续采取行动与监督，行

政机关应继续履行采用其他合法贸易手

段，与非洲、亚洲 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

家加强 经济及巩固地缘策略： 

  
• 延长于 2020 年底到期的两党普遍优惠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如

果发展中国家能严谨有效地遵守贸易规则，

而且不歧视美国出口，则可以为其提供优惠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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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将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到期的两党‘加勒比盆地贸易伙伴关系法’ (Caribbean 
Basin Trade Partnership Act (CBTPA)，该法为加勒比盆地及海地提供优惠准入 ( 部
分基于 H.R.991，即‘加勒比盆地经济复苏法’(Caribbean Basin Economic Recovery 
Act)的延长； 

• 利用两党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African Growth & Opportunity Act) ，加强与
撒哈拉及非洲国家的联系。 

建议：美国政府应全面和及时执行两党的 2019 年台湾盟国国际保护及增强法案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

（P.L.116-135），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建议：美国政府深入加强与台湾贸易关系，解决具体的贸易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得以解

决，就采取措施启动贸易协议谈判。   
关键发现：中国滥用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优势，只依照自己的条件去履行义务，阻挠就新的规范达

成共识，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有权享有 “特殊和差别待遇”，虽然中共国已经符合发达国家的客观标

准，但其无视关于透明度的相关要求，并且掩盖其所带来的障碍。 

中共国拒绝把以竞争为基础的规范和做法应用在其国内的贸易和投资上，反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身份

获取利益，并且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同时有计划的保护自己的市场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中共国荒唐的

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身份的好处，包括它所谓的保证开放，无歧视的进入其他世贸成员国家的市场，几何数

增长的出口速度。在抵制贸易制度自由化的同时，声称自己是一个有权销售‘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发展

中国家’，并继续歧视美国和其它境外注册公司试图出口或投资于中共国。 

世界贸易组织对于美国具有巨大的价值，然而其规则大部分制定于 90 年代中期，无力应对中共国崛起及中

共经济模式造成的扭曲的全方位经济问题。重大改革势在必行，其他世贸成员都将是遏制中共野心的重要

盟友。 

 

国会在 1994 年通过立法，实施美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计划。对于政府参与世贸组织的行动，包括谈判与争端

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定监督作用。 

建议：国会应当通过 H.Res.745 号决议，这是一项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两党决议，呼吁其

它世贸组织成员国与美国一道对该组织进行改革。 
 

建议：国会必须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与政府及盟友一起，制定改革新的规则和纪律，来应对

中共所带来的威胁；推进美国的政策立场，规则及标准，并与其他成员国建立联盟，一起

对抗中共的影响，更好的应对中共的经济侵略。特别是：   
• 就电子商务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禁止本地化壁垒，允许跨境数据流通； 

• 重组世贸组织上诉机制 (Appellate Body)，防止其将新的义务强加给美国，使其无法执

行美国在世贸组织协议中有关国家补贴的权利； 

• 重组世贸组织，并要求成员国家履行其透明度和通知义务，以便我们能有效的利用争端

解决方案； 

• 用客观标准规范 “发展中国家” 的定义，以便真正的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和差别待

遇，而非中共国及类似的经济体；及 

• 就补贴、国有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行谈判。 

 

建议：国会应与政府合作，共同制定美国政府策略，于今年秋天选举一位新的世贸组织总

干事。这位总干事要了解中共对该体系所造成的威胁的范围，并有能力利用争端解决和谈

判来挑战其破坏该体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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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中共试图通过‘一带一路’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贸易网络。利用掠夺性贷款和经济依赖，在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为中共国公司谋取不公平的优势，以此作为杠杆创造未来的政治妥协，并为军事基础设

施准入创造条件，此外强行要求这些国家为其在国际机构种进行投票。 

一带一路正在形成一个与现今世界截然相反的世界。通过债务陷阱、无投标合同、不透明借贷行为，中共正在全

球范围内获得战略土地及资源。中共现在所控制的战略港口包括 - 斯里兰、布吉提以及巴拿马运河出入口。更

令人担忧的是，一带一路企图制定规则和技术标准，给予中共国公司超越竞争者的优势，以增加中共国对这些国

家中的政治影响，因为债务问题受到控制。数字丝绸之路的目标是电信、物联网基础设施、智能城市等关键数字

领域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监控技术，都是由中共国所持有的公司提供的技术，当中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国家领军企

业。这些国家将由北京的北斗导航系统(中共的 GPS)联系一起，它将成为为“公路，铁路，港口，工业园区的数

字粘合剂”。 

  
 
 
 
 
 
 
 
 
 
 
 
 
 
 
 
 
 
 
 
 
 
 
 
 
 
 
 
 
 

 

国会已经采取重要措施来对抗中共国的野心，并且更好的支持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合同。包括利用两党制

定的《通过外交支持美国企业法案》(P.L.116-94)，该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在海外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

施，并对进出口银行(Ex-Im)的重新授权进行重大改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会制定了‘中共国和转型出口计

划’(以下简称‘计划’)，进出口银行主席 Kimberly Reed 将其形容为，“这是进出口银行 86 年历史上最重要

的举措。”根据这规划，进出口银行将把其 1350 亿美的融资授权中不低于 20%的资金用于中和平衡中共国出口信

贷，并增强美国在 5G 及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 

该计划能够确保进出口银行利用竞争性融资条款挑战中共，并通过美国出口商品的积极融资保持对中共国

政府施加压力，从而促使中共遵守多边信贷标准。 
 

建议：国会必须确保有效实施进出口银行新的两党合作的‘中共国和转型出口计划’(P.L. 

116-94)，并为其提供资源。随着进出口银行新计划的发展，国会应通过 H.R. 8163 号决

议，即《通过美国出口竞争力打击中共国法案》 (Countering China Through American 

Export Competitive Act)，以便将该计划的最低资源水平从占进出口银行权力的 20%提高

至 33%。国会亦应适当增加行政费用的资金来提高该计划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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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由于美国进出口银行试图抵制中共

的恶意图谋，不应再给予中共国任何形式

的融资。在过去几年，尽管北京有 3 万亿

美元的外汇储备，并试图利用其国有企业

达到不符合我国利益的战略目的，但中共

国的国营企业依然从美国进出口银行数十

亿的贷款担保中受益，而这背后是美国纳

税人的支持。因此，在 2019 年美国进出口

银行获得两党重新授权时，众议院对所有

涉及中共政府控制实体的大型进出口银行

交易进行了国家利益审查。进出口银行拒

绝这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只要这些中共

国有企业继续执行中共的优先政策，该行

就有权拒绝让纳税人承担责任。 

建议：美国政府应指导发展金融公司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 

DFC)及其他相关机构，例如千禧战略公司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美国进出口银行  (U.S. 

Export Import Bank)，和美国国际开发

署，一起成立交易团队协调中心，在重要

地区形成一站式服务，例如在南美，东南

亚，和非洲，和国务院人员更好的识别战

略项目。想要挑战中共的一带一路需要更

加协调的努力。在办公室内进行面对面的

机构协调将增强各机构的的能力，以检测

和评估当前的项目，增强潜在的未来项目

的渠道，扩大在这些关键地区的投资，并

与东道国政府和在海外市场前线的美国公

司进行密切的合作。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7570 号决议，这

一两党为基础的法案可以为发展金融公司

(DFC)的股权投资提供预算处理方案，无须

以美元兑美元资金，不会让美国纳税人面

临重大的风险。这将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

金能够更好的用于应对一带一路。 

建议：发展金融公司应与进出口银行合

作，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签署一份“谅

解备忘录”，以接收和分析与企业和国家

相关的机密经济数据，以实现最佳的指导

投资。 

建议：政府应该全面实施跨党派的‘通过

外交支持美国商业法案’(P.L.116-94) ，

该法案促进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打击

中共在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一带一路开发

项目。该法要求国务院报告外国政府在海

外的战略投资情况，在每个使团指定一个

美国企业的联络点，对使团团长和外交 

官员进行商业促进培训，并与商务部协

调，促进美国企业寻求外国市场渗透的可

利用工具。该法还明确规定各使团团长有

责任促进海外商务发展。 

 

建议：美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在多边各国提

供一个一带一路以外的可靠替代方案。国

务院的以基础建设为导向的‘蓝点网络’

( Blue Dot Network)及其促进更广泛经济

联 系 的 ‘ 经 济 繁 荣 网 络 ’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是促进高财政透明

度和问责制标准，并与中共腐败形成对比

的关键举措。 

 

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加强其贸易外交、出

口管制和投资便利审查的协调，加强与盟

友和伙伴的更密切联系，来挑战中共的军

民融合策略，获取军事和商业优势所需的

资金和技术。 
 
 

关键发现：中共国无视法律，人权，和国际公约。

违反 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根本目的，这些行为，再

加上中共政府建立的替代性贷款机构，破坏以规则

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使得真正的需要经济援助的弱

势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中共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第

三大股东，但其治理却与这些机构的管理核心原则

完全相悖。 

中共政府无论在经济数据可疑，隐蔽贷款手法，无

间断的深入干扰金融系统等方面的历史，都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义务不符，并且使该基金组织

监测全球经济的能力面临风险。尤其令人担忧的

是，中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因

其大部分贷款的不透明，对金融稳定和国际金融机

构的应对能力构成了威胁。研究人员估计，中共国

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信贷有高达两千亿美元并未进

行报告，危及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私人债券人评估风

险的能力。 

 

而且，尽管已成为中上收入国家，远超过世界银行

的借贷门坎，中共国继续接受世界银行的援助，从

2015 至 2019 所得利益高达 90 亿美元。这些资金本

应用于其它地区的脱贫工作。中共强迫上百万的维

族和其它少数民族进入集中营，并在新疆及全中国

建立了一个荒诞的监控国家，这些行为都是对世界

银行‘减少贫困和构建共同繁荣’这一使命的嘲

弄，而资金的可变性也引起了世界银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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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最大或第二大股东，美国领导层致力于确保为了全球利益追求减贫、善政和金融

稳定。中共基于剥削，以及制造竞争对手的发展模式，对外贸易只追求自身利益，跟履行这些优先事项的

原则格格不入。美国国际金融机构应与志同道合的成员国合作，回归价值体系，抵制中共自私自利的做

法。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395 的 1779 节，即 FY2021 NDAA，其中包括 HR 5932 的规定，

《确保中国债务透明法》。这一项两党措施，充分利用美国的声音和投票，确保制定的国

际金融机构政策与巴黎俱乐部的标准一致，提高中共国向国际金融机构受益人贷款的透明

度。该法案还应要求财政部长对于提高通过中国国有企业或其他中国政府控制实体提供信

贷的透明度作了哪些努力和建议作出说明。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5846，《中和不公平的中国补贴法》，该法案将要求财政部长向

国会提交战略和时间表，确保中共国与美国盟国合作，遵守《经合组织官方支持的出口补

贴安排》的财务条款和条件。这项法案强调了美国领导层的重要性，一是调动透明的、基

于规则的金融秩序背后的国际支持力量，二是强化《安排》和其他协议如何成为美国及其

合作伙伴共同对抗中共犬儒主义的构架。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08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廉正法案》，以防止不符合该

组织《协议》规定的基本义务的国家（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权增加。如果

中共不作出遵守巴黎俱乐部规则和原则的承诺，该立法还将要求美国反对增加中共国的股

权。H.R. 6086 将加强美国在基金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包括要求中共对基金组织的基本原

则负责，并确保建立基于规则的金融体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会应坚持通过监督财政

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上的主张，并在未来通过立法授权和拨付新资金，在其他国

际金融机构中追求类似的目标。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6395 的第 1843 条，即 FY2021 NDAA，其中包括 H.R. 5051 的条

款，《世界银行对华贷款问责制》，这一项两党措施，充分利用美国的声音和投票，渐渐

终止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帮助，并要求制定行动计划，在两年内达成。该法案还将要求财政

部长向国会报告美国向一带一路借款国提供的债务管理援助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为提

高中国债务透明度所做的其他努力。   
关键发现：中共积极与其他国家发展，扩大和支配长期核能关系，对美国构成了地缘战略和经济威胁。面对中共的国

有企业，如果没有强有力和全面的核能解决方案，美国就有可能丧失全球竞争。这将长期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

降低其自身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同时还会增加扩散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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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核能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在以下几个方面

逐渐衰退：数十年的国内政策选择侵蚀了美国的核

工业基础，国内能源竞争和政策导致了高性能发电

站的过早关闭，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共国的国

有企业参与其他国家建造新反应堆并提供服务，这

种竞争使美国公司处于劣势。在过去的 20 年中，全

世界，包括重要的新兴经济体，2/3 的新反应堆是

由俄罗斯或中共国建造的。 

 

利用掠夺性经济学，目前中共国正在或计划在多个

国家建造 20 座反应堆，并有望在十年内在核能方

面超过美国。同时，美国能源部（DoE）最近发表

的一项分析表明，“由于没有外国订单，全球新建

核反应堆市场完全没有美国的份额。” 
 

美国正在将建立在核商业基础上的战略能源和外交

伙伴关系转让给中共国。这种动态的净效果，如果

不能逆转，将破坏美国 70 年来的核能战略——美国

促进和参与和平利用核能将不仅有益于国家的福

利，而且将有益于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本届政府认识了到民用核能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在与

中共的战略竞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其“恢复美

国的竞争性核能优势：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

中所述，但要在美国安全和能源政策决策中恢复民

用核能政策的合适地位，还有更多必要工作要做。
 

 
建议：国会应提升核能以及相关的工程、

技术和生产能力，这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

急，应在白宫及其协调下的 DoS，DoE，DoC

和 DoD 的重视。总统应该通过总统备忘录

做到这一点，适当评估和核算核能对国家

安全的性能，可能超越传统国内能源供应

问题。 
   

 
建议：国会应通过扩大核技术出口来增强

美国在全球核能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将

需要加强融资机制并与美国盟友发展合作

关系，以支持民营核技术出口业与中国国

有企业竞争。总统或国会应执行政府关于

指定负责领导相关机构之间的核出口协调

的高级政府职位的建议。加强、支持和发

展美国国内民用核能工业及其供应链，加

大美国政府在国际核能安全、保障措施和

许可等方面的参与度，这将支持美国恢复

领导地位。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405，《加强美国

核竞争力法》，该法将案通过认定国内外

竞争的监管、商业和责任障碍，更新《原

子能法》程序以加快能源部决定和批准相

关核技术出口进程，从而提高美国的核竞

争力和商业份额。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406，《核许可效

率法案》，该法案将移除核技术（包括先

进核技术）商业许可和部署所面临的监管

障碍，这对于恢复强有力的、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国内产业是必不可少的。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814，《核繁荣与

安全法案》，该法案将指示能源部长建立

铀储备以保障国内燃料供应链，并确保在

市场中断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保持国内供

应。 

 
 
关键发现：中共正在寻找美国驱动的液化天然气

（LNG）市场的替代产品。美国应继续在该领域的

投资和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并推动这一资源的

国际市场。 
 
美国的创新和技术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油

气生产国，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页岩气革命

创造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的能源进口量直线下降，大

大改善了美国的能源安全性。如今，作为新兴的能

源超级大国，美国成为那些被迫依赖中东和俄罗斯

能源供应的盟国的希望灯塔。 60 年来，美国一直

是天然气进口国，现在它的拥有量已超过了它的使

用量，并且出口量持续增长。这对美国的经济、国

家安全和世界各地的盟友都是有益的。 

在页岩气革命之前，美国的供应一直在减少，美国

也在进口天然气。如您所料，美国法律反映了这一

现实。但如今美国的处境完全不同了，这是有史以

来第一次，美国是天然气的净出口国。现在，为了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美国需要更新法律，为创新

和增长扫除不必要的障碍。 

许多研究表明，包括由能源部赞助的研究，液化天

然气出口为消费者和经济提供了广泛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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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对这些出口的不必要限制，将有助于建立更开

放、透明和竞争性的天然气市场，从而鼓励美国增

加产量，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并促进进一步的经

济发展，从而使整个美国受益。至关重要的是，液

化天然气出口还加强了美国的能源外交，以对抗和

回应以能源为武器的民族国家，特别是中共国。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404，《2020 年解

锁国内 LNG 潜在法案》，该法案将消除进出

口天然气的监管壁垒，同时保留联邦能源监

管委员会（FERC）以及为液化天然气设施设

立的管道和有害材料安全管理法规。这些变

化将有助于确保美国在全球能源方面的领先

地位和竞争力，部分原因是液化天然气出口

将为美国和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

伴提供可观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关键发现：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美国必
须保持作为油气净出口国的能源独立和安全，尤其
是在遏制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美国还必须
确保与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相关的供应链的安全
和保护。 

今天，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国。其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透明和具

竞争力。自 2005 年达到峰值以来，美国已将进口量

减少了约 75％。 

美国通过废除卡特时代的供应和价格管制以鼓励能

源商品的利伯维尔场来实现这一目标。尽管还可以

做更多的事情，但美国已采取措施改善其监管政

策。美国逐一取消了对能源贸易的限制，以使美国

能源能够竞争全球市场。最近，美国废除了原油出

口的 40 年禁令。现在，仅仅两年后，美国每天向世

界各国出口的原油就超过一百五十万桶。 

进行了十年的页岩革命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

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对美国电力部门产生了巨大影

响。并且随着转向丰富价廉的天然气，美国的碳排

放量已大大减少。实际上，美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9 年的国际报告显示“自

2000 年以来，美国是所有国家中的绝对减少量最大

的。”自 2005 年达到峰值以来，美国的碳排放量一

直在稳步下降，这种趋势看起来可能会继续。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美国

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好处，并且要跟贸易伙伴分享。

国内更强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以及相匹配的能源

政策，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需要的盟国提供可靠

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7429，《促进跨境

能源基础设施法案》，该法案将清除跨境

管道和输电许可的监管障碍，加强北美的

能源安全，这是与中国在西半球能源利益

竞争的先决条件。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3983，《促进天然

气管道审查的跨部门协调法案》，该法案将

简化 FERC 的天然气管道许可程序，从而可

以更有效地向国内和全球市场供应美国能源

产品。   
关键发现：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继续增强其能
源网络的安全性，尤其是其大功率电力系统

（BPS）。美国应禁止来自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对
手的 BPS 设备在美国购买、转让或安装。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美国一直在监视其对手对美

国电力系统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电力基础

设施是所有美国人健康和安全的根本，因此我们努

力确保美国能源部拥有必要的权力和工具，以检测

和应对对关键电力基础设施的威胁。 2020 年 5

月，总统签署了第 13920 号行政命令，“确保美国

大功率电力系统安全”。 

大功率电力系统对于可靠、安全地供电，支持我们

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健康，保障各种基础设施、紧

急服务和国防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们使用

的联邦和私有部门采购实践可能被我们实力相当的

外国对手，即俄罗斯和中共国，出于恶意而利用。

因此，第 13920 号行政命令宣布，包括中共国在内

的外国对手对大功率电力系统的威胁构成国家紧急

状态。 

大功率电力系统行政命令指示能源部长采取其他步

骤，加强美国电网的安全性。除其他事项外，它禁

止联邦机构和美国个人购买、转让或安装与外国对

手有任何利害关系，且该交易对国家安全或美国公

民的安全和保障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的大功率电力

系统设备。此外，它要求能源部建议电力行业采取

措施，隔离、管理或更换被认为对大功率电力系统

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设备。该行政命令还成立了一

个由能源部长领导的工作队，制定能源基础设施采

购政策，以确保将国家安全考虑因素充分纳入政府

的能源安全和网络安全政策制定中。 

  
建议：国会应加强美国能源部在大功率电力

系统和关键防御电力基础设施方面的现有权

限。一旦中国可能设法破坏电力的可靠供应

和输送，以保护公众健康，安全和共同防

御。鉴于电力在生命线行业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可能寻求破坏电力的可靠供应和输送，

以保护公众健康，安全和共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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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工具：保护美国工业和技术不受恶意影响 

关键发现：现有的多边出口管制制度，例如适用于
常规武器以及两用商品和技术的《瓦森纳协议》，
过于繁复，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快速步伐。中共正
在利用国际体系中的弱点，包括瓦森纳成员之间不
一致的许可政策，来获取尖端技术，以增强其军事
和监视状态，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利益。 

 
保护关键技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

重要。但在半导体、航空航天、量子计算和人工智

能等尖端领域，美国的对手们正在系统地转移技术

并逃避出口管制法律，以取得军事和经济优势。这

些转移的技术可能被用来支持对抗国家的武器系

统，挖空美国的工业基础，或大规模侵犯人权，从

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不幸的是，现有的多边出口控制制度（如瓦森纳协

议）不足以防止武器禁运国家（例如中共国）获得

关键技术。 瓦森纳有 40 多个成员国，其中包括俄

罗斯，他们根据共识做出决定，并且对受管制物品

的许可限制拥有国家酌处权，因此瓦森纳发展缓

慢，其许可标准也不一致。结果，美国可能会对技

术进行严格的控制，而其他瓦森纳成员国可能无意

限制其出口商。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 8329，以消除或大

幅减少向美国武器禁运国家提供全球适用

的关键技术，以及出于其他目的，指示政

府制定出口管制外交战略，重点是迅速灵

活与拥有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在内的关键

技术的关键合作伙伴和盟友达成协议，提

高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并保持美国在创新方

面的领导地位。 

  
关键发现：因为技术对于实现中共的全球霸权目标

至关重要，所以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军民融

合、互联网主权和中国制造 2025 等一系列政策的

出台，对全球技术贸易和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构成了

前所未有的攻击。 

 

 

 

 

 

 

 

  

包括《中国制造 2025》在内的产业政策旨在挖空中

共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和制造能力，重点关注那

些具有领先能力的贸易伙伴，例如美国。通过其军

民融合战略，中共正在将其军队交织纳入其工业和

创新基地，以通过商业和民用许可、伙伴关系和贸

易互动而获得技术，获得优于对手的军事优势。此

外，不断增长的网络和国家安全政策赋予了中共国

官员（他们的机构通常具有双重执法和产业政策使

命）的广泛授权，他们可以亲自或远程访问公司信

息技术系统。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境内诚实行事的

公司也没有可靠的能力来保护许可的技术，由此严

重破坏终端用途和终端用户协议。 

国防部关于军事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及平民豁免规

则的政策更新，以及《出口管理条例》（EAR）中的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对有意企图逃避

或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和 EAR 的中

国政策作出必要的回应。这些规则使美国政府对不

透明且无定形的中国工业园区如何寻求两用技术有

了更多的了解，这些工业园区将政党、国营、私营

部门，学术界和军事力量整合在一起，以实现全球

霸权地位。 
 

建议：商务部必须充分实施 2018 年《出口

控制改革法案》（ECRA）的关键内容，特

别是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控制清单。缺少

此控制清单，不仅阻碍了 ECRA 的实施，而

且还影响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的权限，以审查低于外国控制传统门槛的

中国和其他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外国投

资。如果商务部的产业和安全局无法在实

现此要求方面取得实质性且可衡量的进

展，则国会应考虑是否由其他局或部门更

好地履行此法定义务。   
建议：根据推定否绝的许可政策，政府应

将 2020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DoD)在册的在

美国境内运营并与中共军方绑定的中国实

体，指定给商务部(DoC)实体名册。国防部

和商务部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未来

在商务部实体名册上被认定为与军事相关

的实体，及时被及时更新指定到商务部实

体名册。   
建议：政府应更新其在中国的最终用途和

最终用户协议的政策，应该认识到在中共

国，任何技术的接收者都无法拒绝将其转

移到中国军事工业园区，无论它向其商业

伙伴作出了什么承诺。换句话说，美国政  

 
76 第五章：经济与能源 



 
 

中国问题工作组报告  
 

 

府应假定出口到中共国的任何两用物品都

可以并且将被转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议：政府应积极扩大对参与或支持社会

信用体系和其他大规模监视系统的中国实

体的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控制。政府还

应重新评估针对可能用于监视并运往中共

国的产品和服务的现有技术控制和许可政

策，以确保源自美国的技术不会被滥用于

侵犯人权和公民自由。 

 
 
关键发现：中共国的投资体制阻碍了包括主要行业

在内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投资，是 G-20 中限制性

最强的投资体制之一。投资渠道的这种不对称造成

不均衡的竞争环境，对美国公司不利。 

中共国的《外国投资国家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或限

制至少 40 个行业的投资准入，包括云计算、电信和

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此外，其他控制工具（包括

许可和批准制度、反托拉斯、采购和标准制定）经

常阻止或拒绝，即进入中共国，即使名义上开放的

行业也是如此。因此，实质上美国公司进入中国经

济的的投资渠道很受局限。 

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限制相对较少

（如果有的话），例如，阿里巴巴在美国至少有两

个独立运营的云计算中心。相比之下，美国云计算

提供商，例如亚马逊网络服务和微软，无法在中共

国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因此必须将其所有所有权和

运营权移交给一家中国公司，迫使其极具价值的转

让知识产权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尽管多年的

双边和多边参与以建立互惠的投资制度，投资准入

中的这些不对称现象仍然存在。 

 
 

建议：如果中国继续限制有意义的投资进

入其市场，包括通过合资企业要求、歧视

性许可、反托拉斯，标准制定和采购实

践，政府应与美国贸易伙伴协调，强制中

国对美投资实行对等待遇，以恢复平衡，

开打中国经济投资的渠道。 

 

关键发现：对美国和国际公司的投资和收购是几十
所来 CCP 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入侵拥有新兴技术、
基础技术和专门技能的公司，来控制关键技术的制
高点，其中包括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  

 

 

美国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建

议总统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委

员会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它专注于解

决国家安全风险，同时又保持了美国开放的投资环

境。这种环境刺激创新，创造就业机会并维持经济

增长，从而为国家安全做出了贡献。 

为了应对中国增加对美国企业的收购的行为，国会

于 2018 年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FIRRMA）对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此前外国投资委员会可以事先审查授予外国人对美

国企业控制权的投资，FIRRMA 将某些非控制性投

资，包括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敏感的个

人数据以及靠近国家安全场所附近的房地产的非控

制性投资，也列入其管辖范围。此外 FIRRMA 还赋

予出口管制的永久性重新授权，控制在与美国伙伴

合作过程中，保护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 

截至 2019 年，中国是外国投资委员会涵盖交易的最

大来源，并且中国交易继续影响到国家安全审查。

就在今年 3 月，总统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后禁止

中国公司收购 StayNTouch，Inc.。外国投资委员会

还审查了中国所有权的抖音（共享流行的视频的应

用程序）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结果导致 2020 年 8

月 14 日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有

限公司剥离抖音。 

尽管美国已采取重要措施来防范恶意投资，但中共

国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收购关键资产的行为仍令人

担忧。为了对抗北京方面的野心，美国及其合作伙

伴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投资筛选策略。 

  
建议：国会应为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运营提供全额资金，以扩大与美国盟国和

合作伙伴的联系，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投资

筛选制度，以防止中共对关键技术、关键

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的影响，同时还

应维护有利于开放投资的环境，促使全球

资本的增长和流动。因为中共腐蚀性的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入侵全球，这一点

显得尤其重要。 
   
建议：国会应根据 FIRRMA 的要求和 GAO 的

建议，通过充分评估其资源需求和程序以

有效应对投资风险，确保国防部和其他外

国投资委员会成员机构执行 FIRRMA 的 1721

（b）。 
   
建议：政府和国会应定期评估外国投资委

员会是否有效地解决了中共通过外国投资

来获取美国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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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强有力的出口管制作为外国投资委员

会工作的补充，防止了关键技术和知识产

权的获取或使用。 

   
建议：政府应在其法规中建立外国投资委

员会“黑名单”，以实施《国防生产法》

第 721（a）（4）（E）节，该节将重点关

注中共国和其他需要加强投资审查的国

家。 

 
 

关键发现：中共国官员及其公司和支持者正在采取威胁美

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行动，包括设法逃避美国制

裁。 

 
司法部和联合国都已详细描述了中国银行业多年来

如何通过躲避美国制裁融对北朝鲜政权提供财务支

持。但是，美国尚未充分针对这些中国机构的恶意

活动。这些金融机构需要获得美元的资金才能在国

际市场上全面运作，美国应该利用这一杠杆最大程

度地减少逃避制裁的行为，并给平壤带来行为上的

改变。   
尽管对中共国实施额外制裁的理由不胜枚举，但也

必须将这些制裁与中共行为的明确目标联系起来。

国会对于要求制裁对实现政策目标负有责任的呼声

越来越高，特别是因为这些工具可能导致外国将交

易转移到美元之外。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中心

地位使美国受益，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共试图

扩大其货币的国际使用量，以使自己免受美元和美

国制裁的影响。应对中共，需要周密和战略性地使

用制裁措施，国会应当严格监督以确保结果，并继

续进行金融技术创新以适当地使得与美元相关的支

付和贸易更加便利。 

 

建议：国会应该要求国防部必须建立专门

针对中国的小组，就像有专门针对朝鲜和伊

朗威胁的小组。该小组应包括在政策、执行

与合规、许可和法规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员，

并具有足够的普通话发言人，以实施针对中

共威胁的现有授权金融制裁制度。 

 

 

建议：政府应采取执法行动，并对帮助朝

鲜逃避制裁的中国银行进行制裁，包括通

过更严格地执行两党的《朝鲜核制裁与执

行法案》（P.L. 116-92）。 

 

关键发现：由于美国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开放态度，中国

公司可以进入美国的资本和投资市场。所有这些公司都

以某种方式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其中许多公司都参与了

侵犯人权行为。中共的目标之一是挖空美国制造业。 
 
我们的联邦劳动力、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已经越来越

多地接触到总部位于中国或在中国有重要业务的公

司。无法监控这些发行人的合规性或无法强制执行

某些监管标准令人担忧。为此，美国应确保位于中

国的公司遵守其监管标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保护投资者、维护

市场诚信并促进资本形成为工作的核心，是美国基

于原则的披露框架。这个框架，加上监督和执行，

使 SEC 能够执行其任务。有相当的障碍使我们无法

确保中国遵守美国监管框架的关键要素。 

《萨班斯法案》和《上市公司会计与监督委员会

（PCAOB）规则》对执行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 PCAOB

注册公司施加了要求，包括为 PCAOB 检查提供及时

完整的访问权限。PCAOB 与其他辖区的审计监管机

构合作，根据各个辖区的特定法律要求开展工作，

同时继续遵守其法定职责。但是，PCAOB 无法使用

中国的审计师对公众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其中包

括大多数具有重要的中国业务的上市公司。 

根据 SEC 和 PCAOB 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有

224 家美国上市公司的 PCAOB 在检查公司主要审计

师的工作时遇到障碍。
 

2020 年 6 月 4 日，总统发布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免

受来自中国公司的重大风险的总统备忘录》，指示

总统金融市场总统工作组（PWG）建议执行部门可以

采取哪些措施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金融危机的破

坏。PWG 在《金融市场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

（1）PCAOB 无法检查中国 PCAOB 注册的审计公司的

审计工作和实践，（2）针对投资在中国境内或在中

国有重要业务的公司的风险缺乏高质量的发行人和

资金披露；（3）指数发行人在考虑将发行人纳入指

数时考虑不同标准的影响；以及（4）建议对新兴市

场进行投资的投资顾问的信托义务。SEC 正在根据

PWG 关于金融市场的建议准备建议，以供委员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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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通过立法，如 H.R.7000, 《外国公司问责法》，以解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 (PCAOB) 无法检查在中共国注册的审计公司的审计工作和做法的问

题。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中的 H.R.6395 包含了基本类似的条款，国会应该在法案中对

这些条款予以保留。此外，国会应支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有关 PCAOB 无法检查其在中共国注

册的审计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和做法的规则。 

   
建议：国会应支持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改革，以改进与新兴市场投资风险有关的信息公开，包括在中

共国投资的风险，以及总统工作组 (PWG) 的其他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国会应通过立法补充证

监会即将进行的改革。 

   
建议：国会应考虑就与中共国相关的投资风险信息公开制定额外的法例，例如 H.R. 8197《中共国

政府投资透明度法案》，该法案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评估中共国发行方披露的资料是否恰当。资料

包括有关向中共国政府提供或获得的某些支持，以及中共国政府成员或中国共产党员在发行方担任

高级职位。 

   
建议：国会应考虑就退休账户投资于中共国公司的风险提出立法建议。纳税人和储蓄者保护法案 

(H.R.6614) 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用于阻止联邦节俭储蓄计划投资于任何在位于 PCAOB 无法检

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司法管辖区的交易所上市的证券 - 这将包括在中共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国会应确保退休账户的投资对所有投资者公平，并在不过度限制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提供适当的投资

者保护。 

 

建议：国会应考虑提出立法提案，审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共国实体的资本流动。拿 H.R.8407

《保护国家金融投资安全法案》为例，该法案就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评估是否需要要求披露与

商务部实体名单中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投资的相关信息。此外，该法案还要求建立一个国务院名

单，列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共国实体。根据现行法律，实体名单上指定的所有公司和个人都对

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有威胁，他们必须遵守某些许可要求，并基本会被拒绝参与有关科技

的项目。国会和政府必须解决实体资本流向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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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创新和经济竞争力方面一

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突

破性的技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美国公民

创造了高薪工作，并使美国在全球竞争者面前具有

战略优势。 
 

但如今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正受到威胁。中

共的目标是到 2049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军事

和政治的领导者。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中共正在

愈演愈烈地试图复制美国的创新项目。为了实现其

目标，中共正通过大规模补贴、国家指导的产业政

策，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和研究来实现在创新方面

超越美国的议程。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大学和

工业界合作推动创新的模式一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

模式。这个体系必须得到保留和更新。美国需要一

个积极主动的进攻性议程，以提高其竞争力，确保

其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我们评估，中共国的情报部门将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透明，特别是

学术界和科学界的开放性，使用各种手段。2019 年及以后，推

动军事和经济竞争力的创新将越来越多地源自美国之外，因为美国

在科学技术（S&T）方面的整体领先优势在缩小；商业技术和军事技

术之间的实力差距在蒸发；外国势力加大了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取

顶尖人才、公司、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力度...... 中共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强大的本土科技能力视为国家主权、经济

前景和国力的关键。" 

 
– 国家情报局局长 Daniel Coats250

  
 
 
 

与中共国和其他国际竞争对手相比，美国保持着创

新优势，但为了确保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政府和国

会应重点关注三个领域：支持推动创新的宏观政策

和投资，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美国劳动力，以及保护

美国研究和创新的完整性。 
  

 

通过宏观层面的竞争力措施支持美国创新 
 
美国必须通过宏观政策推动创新。这些政策要促进

有利于增长的税率，激励私人部门对研发的投资，

投资联邦基础研究，改革法规，确保专利权。 

关键发现：中共试图利用大规模补贴和国家主导的

产业计划来取代美国在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

位，并试图削弱美国吸引国内制造业和刺激尖端创

新的能力。 

《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将美国公司税率降至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水平（21%）。这一变化引发了全

球反应，其他六个国家随后也降低了企业税率。未

来几年，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寻求通过比美国更低的

税率来吸引企业投资。TCJA 通过允许企业在投资发

生的纳税年度全额扣除这些投资的成本，这刺激了

美国对机器设备的长期投资，但这项规定将于 2023

年开始逐步取消。 

 
建议：国会和政府应保持税率在全球范围

内的竞争力，并对中共国或其他外国竞争

者试图降低美国税率的情况保持警惕。 

 
 

建议：国会应该通过 H.R. 7749，即《通过

知识产权回流带回美国工作岗位法案》，

该法案将支持美国的创新和高薪工作岗

位，允许美国公司将离岸持有的知识产权

带回美国，而不会立即产生美国税收。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6802，即《即刻加

快长期投资增长法案》，该法案将激励长

期投资，使企业对商业机器和设备的投资

在其发生的纳税年度全额扣除的机会永久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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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中共国的研发总支出很可能首次超过美国。为

了保持竞争力，美国必须优先考虑联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

投资，并通过整个政府的努力激励私营部门在美国的研发

投资。 

 

 
 
 
 
 
 
 
 
 
 
 
 
 
 
 
 
 
 
 
 
 
 
 
 
 

国家科学委员会估计，中共国的研发支出总额在

2019 年首次超过美国，使其成为全球研发资金的领

导者，虽然 2000 年至 2017 年期间美国的研发支出

略有增长，主要由商业部门推动，但随着其他国家

加快投资，美国的全球研发份额已从 37%下降到

25%。 

在中共国，政府是研发支出的主要驱动力。2011 年

至 2016 年间，中共国的公共研发支出增加了 56%，

而美国政府的投资则下降了 12%。联邦政府在资助

工商界没有强烈动机投资的基础研究，以及对国家

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 年，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资 920 亿美元，而

中共国则遥遥落后，投资金额为 270 亿美元。美国

公共和私人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仍然是一种战略

优势，是美国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在美国，商业部门现在是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商业

界对研发的投入是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个优势。

稳健的研发税收抵免对刺激私营部门的创新非常有

效。然而，中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研发税收抵免

要比美国慷慨得多。 

 

 

 

特别是，虽然目前美国法律允许企业在研发费用发生的当年全

额扣除，但这一规定将在 2021年后失效。 

建议：国会应通过并支持为 H.R.5685《确

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法案》提供

资金。该法案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它

确立了国家科技战略和四年一次的审查程

序，以建立一个指导优先事项的政府整体

科技计划；它授权在未来十年内将能源

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标准技术研究

所，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基础研究

资金增加一倍；投资于美国的研究设施；

优先考虑理工科(STEM) 教育计划，以增加

并发展美国的劳动力；改革政府的规章制

度，以改善技术转让，促进联邦政府和私

营企业之间更好的合作。 

建议：行政当局和国会应共同努力，优先

考虑为基础研究提供联邦资金，并加快对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研究的投资。国会还

应该评估新的机制，以便为联邦资助，帮

助基础研究向关键技术领域的私营部门商

业化过渡。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7766 号法案，该法

案将改善对在美国进行研发的税收激励措

施。法案需将目前的研发税收抵免额度提

高一倍，并增加小企业抵扣工资税的空

间，以帮助保持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

位。   
建议：国会应通过 H.R.4549，即《美国创

新与竞争力法》，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措

施，将取消从 2022 年开始的研发摊销规

定，使企业可以立即扣除研发成本，而不

是在五年内慢慢扣除。   
建议：行政当局应继续扩大联邦政府、大

学、国家实验室和工商业之间的公私伙伴

关系。最大化利用资源，加速早期研究向

商业化发展。   
建议：行政当局应继续与盟国和志同道合

的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就科技项目和研究

进行国际合作，以推动科学进步和美国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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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行政当局应利用现有的方案，改善美国所有地区的区域创新，如商务部的《区域创

新战略方案》和《激励竞争性研究既定方案》 (EPSCoR)，以确保美国利用全国各地的所有

科技人才，确保所有社区都有机会发展未来产业并从中受益。   
关键发现：联邦法规必须更新，以使纳税人资助的研究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目前的法律和法规已经过

时，并缺乏明确性，为美国企业家将研究从实验室转向市场制造了障碍，而中共仍然单一地专注于实现对

美国的技术优势。 
 

1980 年的《拜杜 Bayh-Dole 法案》是美国创新的里程碑式的立法，它使大学能够保留发明的所有权，并率

先为突破性的发现申请专利和颁发许可证，从而推动发明走出实验室，进入私营部门的商业化转变。虽然

这一制度必须保留，但联邦技术转让法，如《Stevenson-Wydler 技术创新法》和《联邦技术转让法》，基

本上是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出现之前制定的。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代表数千家公司、大学和机构的数百名专家，和组织进行了

长达一年多的磋商，以明确如何更新联邦法律和法规，从而使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有最大化的创新成果。磋

商的结果是一份绿皮书，名为《释放美国创新的投资回报倡议》。 
 

建议：行政部门和国会应处理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发布的绿皮书《释放美国创新的投资回

报倡议》中的所有 15 项关键调查结果。其中包括简化联邦法规以加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技

术转让，为公私伙伴关系创造更大的灵活性，并使公私联合资助研究的机会更加容易。

H.R.5685，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法案》，提出了对修改

《Stevenson-Wydler 技术创新法》的建议，以解决上述几个需要修改法律的调查结果。   
关键发现：中共在过去十年中采取了措施，迅速实现专利制度的现代化和增强化，以更有优势地与美国竞

争。中共已经意识到，一个健全的专利制度能够为创新、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创造强大的动力。继续完善
美国的专利制度对于保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和美国创新经济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确保美国专利商

标局（USPTO）的有效运作并拥有完成其使命所需的资源至关重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专利制度帮助培养了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在中共国复

制这一成功。例如，自《专利合作条约》（PCT）于 1978 年生效以来，每年来自美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比任

何其他国家都多，直到中共国在 2019 年首次超过美国。最近每年新专利申请的领先速度还不能说明中共国

的专利制度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专利制度，特别是考虑到中共国的专利制度已经奄奄一息了几十年。然而，

如果结合其他关于中国共产党技术政策影响的现有信息来看，似乎中共国正在迅速赶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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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行政当局应继续优先减少美国专利

商标局完成专利申请审查所需的时间；

2018 年的平均审查时间为 23.8 个月，比

中共国专利局（中共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以及日本和韩国专利局的时间都

长。   
建议：行政当局应继续优先考虑美国专利

商标局信息技术系统的现代化和升级，以

方便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国会和政府应共

同努力，确保完全由收费资助的美国专利

商标局能够充分使用其收取的费用加强业

务运行，包括其信息技术的现代化，并确

保收取的费用不被挪用，仍然完全用于美

国专利商标局。   
建议： 国会和政府应监督 CNIPA 或中共政

府的其它机构是否违反国际协议，向中国

专利申请人提供对包括美国申请人在内的

外国申请人的不公平优势或待遇。  
 

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美国劳动力 
 

美国需要在每个教育阶段都有灵活的 STEM 能力的工

作人员，以刺激创新，并满足美国公司和未来产业

的需求。一个有竞争力的美国劳动力也需要一个能

满足民众可以终生提高自身技能的教育体系。到

2024 年，中等技能的工作，或者说需要高中以上教

育但不需要学士学位的职位，将成为职位空缺的主

要部分（48%）。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估

计，在 2016 年至 2030 年期间，1.66 亿美国工作

者，或高达 32%的劳动力，可能需要转换职业类

别。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增加了这些预测的紧迫

性。 
 
美国需要改善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以满足 21 世

纪的需求，并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学习机会。联邦政

府对教育和劳动力系统的补贴需要改革，以鼓励终

身学习，并使大众都能负担得起并易于获得。美国

还需要继续吸引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 STEM 人

才，否则就有可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落后，失去创

新竞争优势。 

 
关键发现：美国必须通过建立一支具有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STEM)能力的熟练劳动力队伍来最有效地运用

其国内人才，从而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促进创

新，并为共同繁荣奠定基础。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在倾全

国之力 
 

 

 

获得经济优势，美国必须培养一支强大的、适应性

强的本国劳动力队伍，以维持其有利于增长的创新

和技术优势。 

美国的 STEM 就业分布由软件开发人员、计算机系

统分析师、化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

和工程师等职业组成。STEM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体

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目前已占美国所有工作岗位的

5%。根据最新的估计，2016 年美国颁发了近 80 万

个科学和工程学士学位。中共国产生了 170 万个这

两个领域的学位。在过去 20 年里，获得美国科学和

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增加了 7 倍多。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共国获得此类学位的人数翻了一番，其

中工程专业占这些学位的近 70%。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在 STEM 计划上的支出超过

30 亿美元，涉及 160 多个不同的项目，但为 STEM

学位做好准备、攻读 STEM 学位并留在 STEM 职业中

的美国学生人数仍然滞后。大学费用的增长速度也

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并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而

增加了为了获得学位承担债务的相关风险。即使在

成功完成学位课程后，许多学生也发现自己处于

“不充分就业”状态。 

美国政府问责属 2018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联邦 

STEM 教育工作没有达到国会设定的目标。美国政府

问责属发现了工作重复现象，以及机构间 STEM 教育

委员会没有充分履行其评估联邦 STEM 教育组合的职

责，包括审查项目的绩效评估。问责属还发现，有

必要鼓励在整个组合中使用以证据为基础的做法。 

行政当局在解决这些不足之处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2018 年，政府发布了一项为期五年的 STEM 战

略计划。该计划通过与学习者、家庭、教育者、社

区和雇主的全国性合作，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公平和

多样性的承诺，对循证实践的承诺，以及对全国

STEM 社区的参与。然而，国会和行政部门仍有工作

要做，以落实这一战略愿景。 

一个没有为学生做好职业准备的高等教育体系会给

雇主和社会带来实际的不良后果。全国只有 13% 的

人认为大学毕业生已经完全准备好在职场中成功

了。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中共国现在每年培

养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两倍，而这些毕业生

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为推动创新而培养技术型劳

动力的结果。美国的教育体系不能落后。专家们预

测，为了帮助人们在未来的劳动力队伍中保持良好

的就业能力，教育环境的改变将是必要的。美国国

家科学院宣称，"教育系统需要调整，以使个人为不

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很明显，美国的在

职人员已经在内部将这一观点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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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7% 的在职人员认为，为了跟上职场的变化，他们在整个工作生涯

中接受额外的教育和发展新的工作技能将是重要的或必不可少的。许多美国人现在明白，他们必须采取终身

学习的心态，才能找到工作并保持就业。仅仅是上大学，获得一个副学士或学士学位，而不继续深造是不够

的。 

许多雇主认识到教育计划和需求技能之间存在脱节，他们正在进行投资以使雇员和国民经济受益。沃尔玛、

联邦快递、星巴克和迪斯尼都为其低薪员工提供免学费教育。无数其他备受瞩目的雇主为敬业的员工提供某

种形式的学费补偿福利计划，包括亚马逊，百思买，福来鸡，德勤，家得宝，麦当劳，甲骨文，塔吉特和威

讯通信。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2019 年的员工福利调查，超过一半的美国雇主为员工提供教育福利。 

公司所做的不只是为继续教育付费。雇主也在努力确保他们提供的教育是实现可持续职业生涯的宝贵途径。

IBM 在技术方面的途径是由早期学院高中向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技能培训。商业圆桌会议的“劳动力合作伙

伴计划”正在与大学合作，以提高理工技能，填补高要求的工作并为理工领域中技能不足的人群提供帮助。
269

美国制造学会和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正在领导“寻找创造者”运动，以缩小美国的技能差距。其他努力，

例如肯塔基州高级制造教育联合会计划，实施了“赚取和和学习”计划，以创建高技能工人队伍。私营部门

认识到，大学学位并不是职业能力的决定因素。并非所有维持家庭的工作都需要大专学历。国会应该鼓励向

以技能为基础的招聘过渡，知名实体如联邦政府，苹果和字母控股等正在拥抱这种转换。 

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指导在建立强大的国内劳动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美国想要保持对中国的

竞争优势，则涉及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发展计划的联邦法律必须赶上这些创新。 

 

建议: 国会应评估，巩固，协调并资助联邦理工方面的努力，以增强地方实体和家庭的能

力，特别是在小学到中学阶段，提供所需的工具来满足其社区和未来行业的理工类教育需

求。   
建议: 国会应更新《 2010 年竞争法》，指导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的理工科

教育委员会（CoSTEM），以统一的方法解决理工融资机制破裂的问题，这种方法可以与州

和雇主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吸引跨平台的学生，并使用通用指标来衡量进度并向公众

通报关于理工科的进展。   
建议: 国会应改革 1965 年的《高等教育法》（HEA），以建立必要的框架，从基于学位的

经济向以技能为基础的劳动力过渡，该种方式将具备边工作边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的灵活

性。通过修改高等教育法，允许双学分课程，佩尔-格兰特短期计划，可堆叠的证书及学徒

制的增长，将使大学对学生而言更加负担得起，风险更低，并帮助子孙后代填补高技能，

高需求的工作。   
建议: 国会应通过《 7321 年美国劳工法》，这是一项两党制措施，将修改《劳工创新和

机会法》，使其包括个人再就业账户，而不是迫使工人选择失业保险制度。国会应更新

《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以支持在职和待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国会必须增加拨款的灵活

性，包括增加在职工人培训的准备金，并增加在职教育的费用。可以通过州长的储备金拨

出更多资金，以改善当地的就业需求。在瘟疫大流行后的未来十年内，这些政策将帮助美

国劳动力与中共国在经济方面开展竞争。   
建议: 国会应确保最后通过《H.R. 4372- MSI 理工成就法案》、《H.R. 4979-农村理工教

育法》和《H.R. 2528-理工机会法》，所有这些两党合作措施旨在提高多样性，公平性和

包容性，并促进所有美国人获得高质量理工科教育。   
建议: 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扩大美国成功的理工人才计划，包括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的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增加到每年 2500 名学生，并通过未来十年内，将诺伊斯教师奖学金

人数增加一倍的方法来增加合格的 K-12 理工科目教师的数量，正如先前建议的 H.R. 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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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由两党组成的《确保美国科技领导

地位法》。   
关键发现: 美国必须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通过努
力吸引和留住最聪明的人才来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
并提高美国生产力。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吸引外国人才来填补理工职

位，因为美国的需求大于国内高技能工人的供应。

截至 2017 年，美国博士水平的劳动力中有四成是以

上是外国出生的。在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方

面，美国劳动力中近 60％的博士学位持有者是外国

出生的。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学生所占比例略有下

降，外国学生获得学位后的选择继续留在美国的比

例也有所下降。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

生的首选目的地，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争夺

这些人才。 中共在吸引理工类人才方面采取两种方

法：统一战线通过奖励和强制措施将在中国出生的

学生和工人带回中国，并通过移民改革和奖励措施

吸引非中国理工科学生和研究人员。 中国于 2017

年宣布，将外国人才工作签证的范围从“急需的人

才”扩展到“科学家，企业家和科技行业的专

家”。 2018 年中国进行了改革，进一步放宽了永

居要求。然而，中国尚未取代美国成为理工人才首

选的主要目的地。 
 
美国不能理所当然的自认为美国将仍然是理工科学

生的首选目的地。虽然培养国内理工科劳动力仍然

是优先事项，但在近期和中期，美国将继续依赖外

国人才。  
 
 
 
 
 
 
 
 
 
 
 
 
 
 
 
 

 

建议: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技能外国出生

的工人来说，美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目的

地。全球人才竞赛如火如荼，美国不能失

去竞争优势。 
 

 

 

美国移民制度是一个慷慨的制度，必须对

其进行更新以满足现代经济的需求。这意味

着朝着更加“基于功绩”的移民制度转

变，该制度仍然基于不损害合格的美国工

人的就业前景，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结束后

经济重新开放时。  
 

 

保护美国研究与创新的完整性 

美国竞争力的基础是创新体系的完整性。科学的核

心原则和价值观是公开透明，问责与诚实，公正与

客观，尊重，探究自由，对等以及基于优点的竞

争。尽管国际合作和外国贡献对于美国竞争力的成

功至关重要，但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其研究的完

整性。 
 
公众并不完全了解中共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但是 2020 年 7 月 FBI 局长克里斯托佛﹒雷在哈德逊

研究院的演说中提到，每隔 10 小时联邦调查局就

会受理一个涉及中共的间谍案例，目前联邦调查局

在全国范围内有大约五千个间谍案例，其中一半都

和中共有关。 
  
 

非传统方式的收集手段，尤其是在学术

环境中，无论是教授，科学家还是学生，

我们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各地的几乎每个总部

办公室都可以看到。不仅在大城市，也包

括小城市，涉及所有学科。我认为学术界

对方面幼稚的认知水平本身就导致了问

题。中共正在利用我们拥有的非常开放的

研发环境。” 

 
 

–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佛·雷  
 
 

 

关键发现: 中共寻求利用美国学术和研究系统的开

放性来提高其技术能力，而这后果要由美国纳税人

承担。美国必须加强外国资金的透明度、公开性、

问责制以及利益冲突，以保护研究企业的诚信并确

保学术自由。 
 
需要透明度和更多的披露信息才能正确评估涉及美

国研究企业的外国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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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委托独立科学咨询小组 JASON 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及其机构的行为与美国的科

学价值观不符。研究表明, “JASON 审查了涉密和开放来源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与中共国这些行动相关

的研究透明度，缺乏互惠的合作，在报告承诺和潜在利益冲突等方面均存在问题。”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与军事有联系的研究人员，这些人并没有汇报相关背景。尽管

这些研究人员仅代表约 37 万名在美国学习的国际交流中的一小部分，面对美国国务院关闭休斯敦领事馆的

命令，中国最近采取的行动表明，与中国军方相关的研究人员比以前报道的逃避政府侦查的人数要多得

多。 
 

2019 年 5 月 6 日，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通过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了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

（JCORE），并设立研究安全小组委员会。在两党的《确保美国科学和技术法》（P.L. 116-92）的指导下，

小组委员会正在为适当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定建议；发展涉及学术和研究机构的一致、协调和有效的推广

和参与；联邦机构的协调指导；并为学术和研究机构提供建议。在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指导下，小组

委员会还和由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成立的科学与安全圆桌会议进行合作。圆桌会议是为学术界，

联邦研究机构，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合作和共享信息而建立的一个持续论坛。 
 

建议: 政府应通过两党的《确保美国科学和技术法》（P.L. 116-92）中确立的程序，对所

有联邦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大学发布统一和协调的要求，以保护联邦资助的研发不受外国干

扰。这些准则应包括披露外国资金来源，利益冲突以及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则。   
建议: 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 6395 号的第 229 条，该条将要求所有联邦资

助的研究人员公开国外资金来源，并加强对披露要求的执行。   
建议: 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为联邦研究机构和检察长办公室提供足够的资源，以调查

由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外国间谍活动和不当研究行为。   
建议: 政府应继续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盟国以及欧盟等其他重要盟国合

作，分享阻止中共在学术界和研究企业中影响的最佳实践，因为中共与民主国际科学界的

价值观和规范背道而驰。   
关键发现: 外国直接投资和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许多美国高等教育机构（IHE）从包括中国在内
的美国外国对手那里收到了大量所谓的“匿名”捐款。自 2019 年 7 月以来，教育部（DoEd）已发现超过 65 亿美元的
此前未向 IHE 报告的外国捐赠，这些捐赠都是匿名来源，其中包括至少 11.4 亿美元的外国资金来自中国等国家。令人
担忧的是，IHE 显然对来自敌对国家的外国资金有很大依赖，这对学术自由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关注。 具体来
说，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中国已向 IHE 捐赠和签约约 11.7 亿美元。 

政府积极实施 1965 年《高等教育法》第 117 条，以期提高透明度并减少对外国投资的依赖，该条要求高等

学校向美国教育部披露任何超过 25 万美元的外国来源的合同和礼物。美国教育部最近发现多个大学与中共

资助的公司有合同，其中包括至少一所与中共有多份合同的机构. 
 

建议: 国会应修正 1965 年《高等教育法》第 117 条，要求大学每年报告从包括中国在内的

敌对国家来源收到的所有外国捐款。从对抗国家的实体机构收到的捐赠应在联邦网站上公

开披露捐赠者的姓名，雇主和捐赠理由。美国教育部必须与联邦机构合作，以审查潜在的

安全威胁，还应要求所有 IHE 报告他们如何使用礼物。   
建议: 国会应通过 HR7842-《关于邪恶外国领导人利用教育网络进行腐败致富的情报法案

（INFLUENCE）》，该法案将修订 1965 年的《高等教育法案》，将大学向美国教育部报告

任何外国礼物的门槛降低至 5 万美元，并要求学校向美国教育部报告与外国人签订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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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同的性质，并就任何违反美

国国家安全项目的违法行为的执行

建立机构间协调机制。 
   

关键发现: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运动，通过“千

人计划”等人才计划招募海外科技专家，并通过胁

迫或欺诈手段获取知识和知识产权。 
 
中共开展了超过 200 个外国人才招聘计划，例如

“千人计划”等，作为从海外获取专家、知识和知

识产品的策略的一部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地区都使用合法的人才计划来培养职业生涯早期的

理工研究人员。中共的人才计划不是培养理工人才

的合法计划，而是要求参与者保密，根据合同，在

某些情况下参与者有义务非法转让信息和财产。由

两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调查的常设

小组委员会在 2019 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充分记录了

“千人计划”的威胁，“对美国研究企业的威胁：

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  
 

案例研究: 在 2020 年 1 月，哈佛大学化学与

化学生物学系系主任 Charles Lieber 博士因

向联邦当局就是否参与千人计划做出虚假陈

述而被指控犯罪。美国声称利伯（Lieber）

向哈佛大学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隐

瞒了他在中国大学担任科学家的职位，以及

中国政府通过武汉理工大学（WUT）向他付款

的事实。根据 Lieber 参与千人计划的三年合

同，武汉理工大学每月向 Lieber 支付 5 万美

元，最多支付 1 百万人民币（当时约为 15.8

万美元）的生活费，并授予他超过 150 万美

元以在武汉理工大学建立研究实验室。作为

回报，Lieber 有义务每年为武汉理工大学工

作至少 9 个月，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培养年

轻教师和博士生，组织国际会议，并以武汉

理工大学的名义申请专利并发表文章。与此

同时，Lieber 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

国防部（DOD）获得联邦拨款。在 2018 年和

2019 年, Lieber 向联邦当局谎称没有参与

千人计划，并隐瞒了他和武汉理工大学的关

系。 

 

 

建议: 政府应限制所有联邦雇员和联邦承

包商参加外国人才计划，类似于美国教育

部实施的对参加人才招募计划的限制，该

计划被定义为“任何外国资助的企图通过

美国获取科学资助的研究或技术的尝试。 

由外国政府运营或资助的招聘计划，其目

标是在美国工作或受过教育的各个国籍的

科学家，工程师，学者，研究人员和企业

家。”   
关键发现: 中共通过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将美国研

究作为目标，包括与 COVID-19 相关的研究。美国

必须确保对美国知识产权和研究的网络盗窃采取强

有力的网络保护和惩罚措施。 
 
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是中共用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

美国研究成果、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的另一种工

具。 

2020 年 5 月，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就中共试图

攻击美国开展的 COVID-19研究发出警告。警告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与中国关联的网络

黑客攻击那些正在进行 COVID-19 研究的美国组织的

行为。这些黑客试图从涉及 COVID-19 研究的网络和

人员中识别并非法获取与疫苗、治疗和测试有关的

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数据。这些信息的潜

在盗用危及安全，有效和高效治疗方案的交付。 

如本报告先前所述，美国司法部于 2020 年 7 月起诉

了两名黑客，他们都是中国国民并居住在中国，攻

击了数百家受害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其中包括开发

COVID-19 疫苗、测试技术和治疗。根据起诉书，被

告在某些情况下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行事，而在另一

些情况下则为中共国家安全部或其他中国政府机构

的利益行事。黑客窃取了数 TB 的数据，对美国网络

构成了复杂和深远的威胁。 

 
建议: 国会应通过《H.R. 7708-捍卫 COVID

研究》以应对黑客攻击，该法案将授权总统

对任何从事与网络相关的活动并威胁到美

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健康的外国人实施制

裁，包括黑客攻击正在开展的 COVID-19 的

疫苗研究，并赋予总统权力以冻结此类外

国黑客的财产和禁止他们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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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会应通过《H.R. 7998-NIST COVID-19 网络安全法案》，该法案将要求 NIST 局长根据

NIST 网络安全框架向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布资源和指南，以保护包括 COVID-19 研究在内的

研究。   
建议：国会应通过 2021 财年国防安全授权法案(H.R.6395)第 1256 条，该条将要求总统制

定一项整个政府战略，以对中共实施网络间谍活动和个人数据盗窃施加罚款，并对其起到

威慑作用。   
建议：国会应通过《H.R. 3611-确保美国研究免受网络盗窃影响法案》，该法案将为全国

范围内的安全计算领域的网络创建一个示范项目，用于覆盖由联邦资助的涉及敏感研究的

大学。   
关键发现: 中共试图通过诸如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其他校园实体之类的计划来影响大学和
知识自由。中共利用这些机构宣传田园诗般形象的同时，强行窃取美国大学和学院的研究和创新成果。 

作为影响公众舆论的一种手段，中共在海外资助孔子学院和其他文化和语言计划，在美国校园内招募“影

响力人物”，并从事网络间谍、窃取知识产权活动。一份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出台的调查报告《中国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详细介绍了这些行为。报告指出，中共在美国花费了超过

1.58 亿美元实施该计划。在高峰期，大约有 100 家美国教育机构设立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中小学设有和

519 个孔子课堂。随着这些学院的真实目被认清，许多大学已开始清理。如今，美国还有 75 所孔子学院，

其中 65 所活跃于美国大学校园，其余的则作为独立组织仍在运作。 

2020 年 8 月 13 日，美国国防部指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CIUS）作为中国的外国使团，该中心实质就是设在

华盛顿特区的孔子学院总部。要求 CIUS 定期向国务院提供有关中国公民人员、招募、资助和在美国开展业

务的信息。主管机关应保持将 CIUS 指定为中国的外国使团。美国必须继续在美国校园内根除这些威胁民主

自由原则的行为。 

 
建议：国会应确保最终通过 H.R. 7601/S. 939, 《关注各国资助美国大学校园机构法案》

（孔子法案）。这是一个由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旨在解决中共对大学校园影响力的担

忧。该法案限制了孔子学院的影响，禁止教育部的某些资金向大学拨款，直至能确保该大

学与孔子学院的合同和协议能保障该学院的学术自由。禁止在该机构的校园内实施外国法

律，并将孔子学院的全部管理权授予大学，包括教学计划，研究经费和就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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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Task Force makes 82 key findings and 430 associated recommendations to support a comprehensive U.S. approach to 

countering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low is an abbreviated summary with references to the 

appropriate sections where complete descriptions of each recommendation can be found. 
 
I: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learly and publicly state an intention to break the CCP’s totalitarianism. 

America’s goal must not be indefinite coexistence with a hostile Communist state, but rather, the end of the Party’s monopoly 

on power. p. 9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vise and reissue the 2020 “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incorporate the principle above. p. 9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directly attacking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 9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reasserting that democratic freedoms are the right of every human 

being. p. 1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omnibus legislation for competition with the CCP 

which recognizes that the CCP is a threat across the full range of U.S. interests. p. 10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its use of diplomatic authorities to pressure the CCP for its restrictions 

on U.S. diplomats, properly identify CCP propagandists operating in the U.S., and highlight the CCP’s malign ideology. p. 10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prioritize competition with the CCP as a deciding factor for 

federal resource decisions, including for foreign assistance and foreign service personnel alloca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p. 1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937, the Countering CCP Malign Influence  Act.  p. 1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058, the Chinese Research Funds Accounting Act. p. 1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Titles V, VI and VII of the bipartisan Eliot L. Engel 

Department of State Authorization Act of 2020, which is included in H.R. 6395 in the FY2021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p. 1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reate a new sanctions mechanism specifically tailored for the UFWD, which can be used to 

apply visa and asset blocking sanctions on UFWD officials and affiliate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CCP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which threaten U.S. national security. p. 1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ioritize counter-United Front programming through the 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evelop and fund specific counter-UFWD programs under the Initiative, and 

DoS should update and reissue its factsheet on the Initiative to publicize these efforts. p. 1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ioritize legal assistance for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and political donations using th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nd other existing foreign assistance 

programming. p. 1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mmission and fund country-specific, open-source, and 

unclassified studies of CCP malign influence, including United Front work. p. 1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xplore options for making the U.S.-funded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cademy (ILEA) in Bangkok a regional hub for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regarding CCP United Front 

activity.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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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DoS should use existing diplomatic and foreign assistance resources to counter the UFWD. Congress 

should conduct oversight of these efforts and if necessary, legislate further reporting requirements to drive Administration 

action. p. 1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and expand enforcement actions in line with its “Xinjiang Supply 

Chain Business Advisor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gularly update the Business Advisory and issue further such 

advisories when appropriate. p. 1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examine all export licenses issued pursuant to DoS’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 and DoC’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to entities in Hong Kong prior to July 2020. p. 13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fully implement recent bipartisan sanctions laws to respond to CCP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the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P.L. 115-330),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P.L. 116-76), the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 (P.L. 116-145), and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P.L. 116-149). p. 13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evaluate whether to modify, strengthen, or make permanent a limitation in the current 

appropriations law that prohibits certain type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PRC without a government 

certification. p. 1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ecure final passage of  H.R. 6210,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p. 1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4331, the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p. 1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805, the Stop Predatory Organ Trafficking Act.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an 

interagency assessment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specific to the PRC, and if necessary, single out and sanction the officials 

who run the PRC’s organ transplant system. p. 13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evy Global Magnitsky sanctions on officials from the United Front’s 

Religious Work Bureau, as appropriate, to apply consequences for the op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p. 13 
 

Recommendation: DoS should consider issuing a determination that the CCP’s crimes against Uyghurs amount to 

genocide. p. 1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calling on companies to disclose to American audiences that 

entertainment productions, such as films or sporting events, that are distributed or intended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PRC, have 

had their content approved by CCP censors. p. 1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5725, the Hong Kong Be Water Act. p. 1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 in its pledge to “reallocate admissions within the refugee 

ceiling set by the annual Presidential Determination to residents of Hong Kong based on humanitarian concerns, to the extent 

feasible and consistent with applicable law…” as stated in The President’s Executive Order on Hong Kong Normalization, 

issued on July 14, 2020. p. 1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284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a bipartisan provision reflecting the 

text of H.R. 7307, the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Surveillance Accountability Act. p. 1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the following pieces of bipartisan legislation: H.R. 3843, the CROOK Act; H.R. 3441, 

the Kleptocrat Exposure Act; H.R. 4140, the Foreign Extortion Prevention Act; H.R. 4361, the Justice for Victims of Kleptocracy 

Act; and H.R. 2167, Protecting United States Businesses Abroad Act. p. 1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2514, the bipartisan Coordinating Oversight, Upgrading and Innovating 

Technology, and Examiner Reform Act. p. 14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program to highlight the CCP’s environmental hypocrisy, along with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the U.S. continues to spend each year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globally through U.S. 

foreign assistance programming. p. 1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ssue a plan to respond to the CCP’s perpetu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s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 emitter by a massive margin. p. 1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its efforts to counter and expose CCP attempts to perpetuate and 

whitewash its environmental malfeasance through the UN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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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4636, the bipartisan Partnering and Leveraging Assistance to Stop Trash for 

International Cleaner Seas Act. p. 1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5859, the bipartisan Trillion Trees Act. p. 1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939, the United Nations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UNTAA). p. 1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lace more American personnel in the UN 

system.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nsure that the presence of U.S. personnel is appropriately prioritized and coordinated, 

while Congress should ensure that these efforts are appropriately funded. p. 1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authorize the Administration’s recently created position of Special Envoy for UN 

Integrity. p. 1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733, the Li Wenliang Global Public Health Accountability Act. p. 1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938, the USIA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p. 1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fully funding DoS’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GEC) 

and ensuring the GEC is not budgetarily reliant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p. 1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621, the bipartisan Open Technology Fund Authorization Ac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fully fund the Open Technology F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st recent Congressionally approved spend 

plan, and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uch tools should be expanded to include foreign 

governments, foundation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p. 1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calling o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o disclose when CCP and other 

state propaganda is disseminat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 1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calling on U.S. media organizations to disclose when they receive 

payments for advertisements from companies or news outlets with strong ties to adversarial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CCP. p. 1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ncrease existing foreign assistance programming to expand investment 

mechanisms for investigative, unbiased media in capital-poor countries where the CCP saturates the media landscape. p. 1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570, the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p. 18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its efforts to issue multilateral or coordinated statements with 

likeminded allies on malign CCP activities. p. 18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ssue further definitive statements on CCP activities which are illegal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 18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low Taiwan to change the name of its diplomatic office to the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or a similar title. p. 1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2002, the bipartisan Taiwan Assurance Act. p. 1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353/S. 249, a bipartisan bill which would direc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develop a strategy to regain observer status for Taiwan in the WHO. p. 1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287, the bipartisan Taiwan Symbols of Sovereignty (SOS) Act. p. 1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414, the bipartisan Taiwan Fellowship Act. p. 1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974, the Taiwan Non-Discrimination Act of 2020. p. 1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851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a bipartisan provision 

reflecting the text of H.R. 6014, the Employment Fairness for Taiwan Act of 2020.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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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upply Chain Security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845 of H.R. 6395 in the House passed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limit 

funds until DoD develops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n order to assess gaps and vulnerabilities 

to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p. 2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254 of H.R. 6395 in the House passed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extend 

the requirement for public reporting of CCP military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U.S. p. 2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255 of H.R. 6395 in the House passed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direct a 

federally funded R&D center to conduct a study on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of the CCP. p. 2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courage companies that make up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s part of the terms of 

their contract with DoD, to participate in a threat intelligence sharing program that would be housed at DoD component level. 

p. 2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DoD’s 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 program to seek and identify 

cybersecurity 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 with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of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ompanies. p. 2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sider legislative proposals to effectively cut off material support for CCP military 

industrial base companies. For instance, H.R. 7064, the Stop Fund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ct, would require 

divestment from certain companies with ties to the CCP military. p. 21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pass section 824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mandate a 

preference for sourcing rare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rare earth materials, from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823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expand the 

prohibition on acquiring certain sensitive materials from the PRC.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826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mandate wher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can be manufactured and assembled.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835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expand the 

prohibition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r use of any commercial off-the-shelf drone or certain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from foreign entities subject to influence or control by the PRC.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s 829 and 830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address 

aluminum production in the U.S. as a critic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remove regulatory barriers to domestic mining.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061, the American Critical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ct.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198,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America’s Resources and Permitting Reform 

Act of 2020. p. 23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rioritize initiatives that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llied 

countries in the mining and energy sector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mining sector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private investment, 

and securing supply chains. p. 2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certai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centives found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partisan H.R. 7178, the CHIPS for America Act, including relevant sections included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passed 

FY2021 NDAA. p. 2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design and pass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more domestic production of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p. 24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seek to make substantial direct and indirect investment in 

semiconductor and electronic component assembly in the U.S. suffici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defense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ystems.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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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threat-specific supply chain strategy and expand partnerships with 

allies, like-minded nation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shift supply chains to affordable and more secure locations. p. 2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make securing the supply chains of the most strategic product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health requirements a top priority in bilateral, plur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discussions with allies and other trusted trading partners. p. 2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712, a bipartisan provision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the nex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include the provision of drugs, biologics, vaccines, and critical medical 

equipment. It would also require a classified report on the vulnerabilities to the medical supply chain of the U.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like the PRC. p. 2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808(f)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a bipartisan provision 

reflecting the text of H.R. 6399, the Securing America’s Vaccines for Emergencies (SAVE) Act. p. 2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750L, a bipartisan provision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DoD to submit a classified report to Congress on DoD’s Joint Development Formulary (JDF), which would include a 

core list of pharmaceutical items that are required for contingency operations, identify barriers that may limit DoD from 

procuring necessary items, and identify international military partners who can help manufacture them. p. 2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quickly implement section 3112 of the CARES Act. Additionall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should act swiftly to begin the study required under section 

3101 of the CARES Act. p. 2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670, the Prescription for American Drug Independence Act. p. 2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o require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o conduct a study on why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has moved off-shore, what products (such as APIs) were or were not 

historically manufactured in the U.S., and what market incentives would need to change to increase domestic drug 

manufacturing. p. 2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4866, the bipartisan Nation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in Continuou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Act. p. 2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use of the Centers for Innovation in Advanced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CIADMs) Program.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531, the bipartisan Medical Supplies for Pandemics Act.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o continue to promote policies intended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drug shortages, 

such as legislation that would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enter contracts with pharmaceutical distributors in which the distributors would 

secure, manage, and replenish a supply of drugs that are at high-risk of shortage.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provisions of H.R. 6930, the bipartisan Manufacturing API, Drugs, and 

Excipients (MADE) in America Act.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767, the Domestic Medical and Drug Manufacturing Tax Credit Act.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555, the More Cures Act, and H.R. 7556, the Start-ups for Cures Act.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537, the Infectious Disease Therapie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ct of 2020. p. 

2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505, the American Innovation Act of 2020. p. 27 

 

 

III: National Security 
 
Recommendation: The U.S. must close capability gaps with the PLA in certain areas and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others by making steady investments in the capabilities required for a joint campaign and joint warfighting 

operations along with their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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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The U.S. must prioritize sustainm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training, maintenance, mechanical 

upgrades, and procurement. Both the House-passed and Senate-passed FY2021 NDAAs include many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enhancements, and Congress should ensure its final passage. p. 3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ease all limitations on DoD’s ability to develop and field conventional ground-launched cruise 

and ballistic missiles and should support Administration efforts to work with Indo-Pacific allies  
to regionally base U.S.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s. Congress should fully fund the Long-Range Precision Fires 

requirement described by Indo-Pacific Command (INDOPACOM). p. 30 
 

Recommendation: Nuclear modernization must be fully funded to ensure the nuclear triad and other capabilities are effective, 

safe, and credible. p. 31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continue pressing to bring the PRC into arms control negotiations. p. 31 
 

Recommendation: The U.S. must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hile also increasing its ability to 

defend against them, which includes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to maintain anti-access/area denial capabilities and investment in 

AI,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long-range strike weapons, directed energy weapons, biotechnology, and quantum technology. 

p. 3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valuate whether DoD has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and flexibility to make changes 

to its budget and fund experiment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DoD use. p. 3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must pass a stable, strategy-based defense budget that is on time to allow the military to make 

deliberate funding choices and plan programmatically. p. 3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DoD to provide a classified budget exhibit that demonstrates how the defense 

budget is aligned with and supports the NDS, with emphasis on competing with and deterring the PRC. Congress should also 

require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along with an outside assessment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proper alignment and delegated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within DoD’s current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 3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xercise greater oversight of DoD’s investments to ensure capabilities align with 

operational challenges. The Joint Force must develop joint, modernized operating concept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CP. Logistics should be a core element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operational concept development. p. 3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DoD to report on operational concepts that address scenarios involving highly 

escalatory approaches from the PLA against a defense partner like Taiwan or against a treaty ally like Japan and to describe how 

it plans to perform multiple missions in different theaters on a near-simultaneous basis, any gaps and vulnerabilities within that 

plan, and resources or authorities required for mitigation. p. 32 
 

Recommendatio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hould provide to Congress a detailed and 

consolidated plan to integrate joint training range exercises and the specific infrastructure and logistic priorities for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as required in section 1704 of H.R. 6395 in the bipartisan FY2021 NDAA. p. 3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the “Indo-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as proposed in H.R. 6613 and the 

contents for the initiative,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FY2021 House and Senate NDAA and both authorize and appropriate 

funds to support this Initiative. p. 3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ublicly identify the CCP’s actions in Indo-Pacific waters as 

unlawful and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frequent and sustained U.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Congress 

should affirm that it is the policy of the U.S. to support lawful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and support in international fora the legitimate cases and grievances brought against the PRC by regional states 

and stakeholders. p. 3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508, the bipartisan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anctions Act of 2019. 

p. 3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423, the Taiwan Defense Act. p. 3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to encourage and approve arms sales to Taiwa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S. 

878, the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and language included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FY2021 NDAA that supports 

Taiwan’s continued pursuit of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and concepts, as well as regular U.S. sales and transfers of defense 

articles to Taiwan, including undersea warfare and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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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DoD and the inter-agency takes steps to expand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requires DoD to brief Congress on its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commencing 

bilateral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Taiwan, including naval and air exercises that seek to enhance cross-strait deterrence, utilizing 

ship visits, and any other matters that would deepen and expand defense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p. 3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its efforts to clarify and reassert the U.S.’ longstanding security 

commitments to Taiwan. p. 3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DoD to biannually update the report mandated in the FY2018 NDAA to assess the 

foreign and non-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PRC that could affect regional and global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interests. 

p. 3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courage the 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and other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around 

the world to collaborate and examine how CCP investments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could impact 

their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llied and partner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capabilities, and secure communications. p. 3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build a coalition of partners and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to share knowledge on key 

strategic locations where the CCP is seeking to secure military footholds, and direct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Secretary of State to 

work with this coalition to provide alternative options to host nations that may be considering CCP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uch 

as naval ports and airfields that may be sovereign debt traps.  
p. 36 
 
Recommendation: The U.S. must continue to uphold it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in the Indo-Pacific through close 

dialogue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effective deterrence. p. 3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ensure commitments with the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are extended 

beyond 2023. The U.S. should also seek new opportunities for security agreements with non-traditional partners to allow for a 

more distributed footprint. p. 3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fully fund efforts in the House-passed and Senate-passed NDAAs to build partnership 

capacity through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grams and the Ind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p. 36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improve predictability of arms sales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expand military training 

with allied and partner nations.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for foreign partners carried 

out by DoD, including an increase in fund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ET) 

program. p. 37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expand forward presence and improve interoperability with allies and partner nations 

through the use of joint training and exercises. p. 3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s 1610, 1604, and 1605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capabilities to respond to CCP activities in space that are rapid, scalable and require an operational plan for unpredictability. 

Congress should give DoD acquisition authorities similar to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to incubate 

space technology acros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p. 37 
 
Recommendation: DoD must normalize space warfare as a key joint competency and develop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to support 

space operations.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DoD with appropriate and rapid acquisition authorities for space, encourage DoD to 

develop budget structures that accurately capture space investments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pass section 1603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and require DoD to develop Foundational Military Intelligence for space. The U.S. should develop policies 

to determine DoD’s role in defending all U.S. space capabilities during peace and all phases of conflict. p. 3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direct DoD to perform a Cyber Mission Force (CMF) structure assessment and define 

authorities for cyber operations. p. 3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621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direct DoD to create a 

Major Force Program category for the training, manning, and equipping of U.S. Cyber Command. p. 3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628 of S. 4049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DoD to assess 

the need for, and requirements of, a military cyber reserve. p. 3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629 of S. 4049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DoD to conduct 

an annual cybersecurit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all segments of the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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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630 of S. 4049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DoD to 

annually present a plan to assess major weapons system cyber vulnerabilities. p. 3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DHS and the FBI, in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appropriate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to conduct a study mapping CCP investment and contracts with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ctors in the U.S. 

DHS and FBI should partner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build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CCP’s connections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hile protecting U.S. security. p. 39 
 

Recommendation: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 coordination with CISA and the NSA, 

should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core internet vulnerabilities to begin the remediation and removal of technologies 

and entities compromised by CCP security services. p. 3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dify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 reflected in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to strengt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secur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respond to 21st 

century threats. p. 3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direct CISA,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to report to Congress on any additional resources, facilities, and authorities required to threat hunt across 

the .gov domain. p. 4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stablish a Bureau of Cyber Statistics within DoC. p. 4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dify into law the concept of “systemically importan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ongress 

should direct DHS, in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appropriate federal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to develop a process to identify 

key systems and assets underpinning critical functions. p. 40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evelop and maintain,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 continuity of the 

economy plan,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critical functions of the economy in the event of a significant cyber 

disruption. p. 4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dify a “Cyber State of Distress” in the event of a significant cyber incident or series 

of incidents to enable the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to coordinate asset preparation, response, and recovery operations. 

p. 4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amend the 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 to protect U.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y 

authorizing CISA to notify U.S.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entities put at risk by cyber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in the networks 

and systems that control critical assets. p. 4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that the DoJ’s China Initiative has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tools to confront 

the CCP’s malign behaviors. p. 41 
 

Recommendation: The FBI should develop more tailored or sector-specific unclassified training and other education resources 

to enable more effective security measures against CCP-directed espionage, establish a secure online portal to enable 

dissemination of training materials, and provide local field offices additional funding and personnel to conduct the necessary 

outreach to improve awareness of CCP threats. Congress should examine measures to codify a Higher Education Initiative in the 

FBI’s Office of Private Sector. p. 4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hat provides additional support for Mandarin language and other major 

Chinese dialects at DoJ, including mid-career courses to maintain or enhance language proficiency, so that it can better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cases implicating the CCP. p. 4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the study of the CCP throughout academia, including b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of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to counteract CCP propaganda. Some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s authorized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should shift their focus onto Chinese history,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strength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counteract CCP machinations. p. 4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nsure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RC-focused open source publications 

are best addressing their customers’ needs regarding this growing multifaceted threat. p. 4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authorize military counter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services and DoD 

counterintelligence entities to support the FBI in investigations of CCP espionage against DoD and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p. 42 
 

Recommendation: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 should establish small counterintelligence cells 

composed of IC professionals at federal agencies and elements targeted by the CCP.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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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DNI and DoD should examine the CCP’s intent and the threat to U.S. research and produce an 

annual report on sensitive research targeted by the CCP. This classified document should be disseminated appropriately 

to inform FBI and whole of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U.S. innovations. p. 4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997, Safe Career Transitions for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ofessionals. p. 4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eek greater collaboration with Five Eyes allies in sharing and releasing 

information of CCP sponsored counter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coordinate with other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their ow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remains free from CCP influence. p. 4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buil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quickly identify and, when appropriate, disrupt 

efforts by the CCP to exploit legitimate mobile applications and internet platforms for malign activities against not only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officials, but also the American public. p. 4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896/S. 3455, the bipartisan No Tik Tok on Government Devices Act. p. 4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256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that requires the President to produce 

a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to impose costs on and deter CCP cyber-enabled corporate espionage and personal data theft. p. 

44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trictly enforce its October 2019 export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n PRC-surveillance 

firms.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so encourage othe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take similar actions. p. 4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entities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state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egarding security concerns surrounding drones with a nexus to the CCP. Congress should further 

encourage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consider banning or limiting the use of drones produced by, funded by, or linked to 

the CCP. p. 44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igorously enforce all of the IP provisions of the Phase 1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PRC. p. 4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vigorously investigate and identify PRC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engaged in IP theft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xpand the use of strong penalties for IP theft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and work more closely with U.S. businesses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of IP theft and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such activities. Congress should reinforce the Administration’s authority in these 

areas and/or supplement existing resources, if necessary. p. 4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xercise the powers outlined in Executive Order 13694 “Blocking the 

Property of Certain Persons Engaging in Significant Malicious Cyber-Enabled Activities.” p. 4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an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identifying PRC 

business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engaged in pervasive or repeated acts of IP theft or industrial espionage against the U.S. 

For each entity identified in the report,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proportionately 

severe sanctions are imposed and other appropriate actions are taken. p. 4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increase funding and support for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to step up 

investigations, criminal prosecutions, and other actions against PRC entities/individuals for violations of relevant U.S. laws 

regarding IP theft.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so pursue trade policies that deter and protect against IP theft, 

and provide more protection for U.S. companies operating abroad. p. 4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measures and programs that provide U.S. companies with tools to 

protect their technology and IP from CCP activities. Congress should amend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DTSA) to clarify 

that its reach encompasses individuals and conduct outside of the U.S. when an appropriate nexus with the U.S. is found. 

Congress should also amend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to prevent PRC companies working with the CCP from 

abusing its provisions to avoid accountability in U.S. courts for IP infringement and theft. p. 4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that relevant laws provide all necessary authority to empower the Administration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CP’s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cyber activities and combat the CCP’s continued use of cyber-

attacks against U.S. businesses to steal their IP and technology.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incentives are made available to both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improved defenses to cyber-attacks.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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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mote greater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to detect and prevent acts of IP theft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p. 4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relevant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of the U.S. government to 

detect and prevent the importation of counterfeit or infringing goods from the PRC. p. 4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ordinate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nations to enhance anti-counterfeiting 

efforts and protection of IP rights, and hold the CCP accountable for facilitating counterfeiting activities and failing to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m.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so continue to maintain pressure on the CCP to take 

meaningful steps to curb the activity of PRC entities producing or trafficking in counterfeit goods. p. 4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196, the bipartisan Trademark Modernization Act, and work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resources and any additional authority necessary to the USPTO to address the CCP’s campaign against 

the U.S. trademark system.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nsure that the next potential phase of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government includes an agreement by the PRC to end its practice of providing incentives for PRC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to 

fraudulently obtain U.S. trademark registrations. p. 4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ct to limit the CCP’s influence over international IP policy at WIPO and 

ensure U.S. interests are protected. p. 4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building on reforms to the EB-5 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 

implemen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its November 2019 regulation. p. 4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224, the End Communist Chinese Citizenship Act. p. 4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continue to encourage diplomatic and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PRC to hold illicit fentanyl and other drug traffickers accountable for circumventing important U.S. and PRC regulations 

and enforcement protocols. p. 4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must ensur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by the USPS and DHS of the bipartisan Synthetics 

Trafficking and Overdose Prevention Act (P. L. 115-271). p. 4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6284 of S. 4049 in the FY2021 NDAA, Blocking Deadly Fentanyl Imports, a 

bipartisan measure which would exp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foreign nations that produce illicit fentanyl. p. 4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4963/S. 2764, the bipartisan Stop the Importa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Synthetic Analogues Act. p. 4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2935/S. 3148, the Stopping Overdoses of Fentanyl Analogues Act. p. 4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that DHS and DoS have the authorities necessary to improve visa security programs 

and processes, and to prevent entry of foreign nationals with known ties to CCP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traveling to 

the U.S. from the PRC to engage in sensi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p. 4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disclos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echnologies after entering the U.S. to identify individuals who may have 

circumvented initial visa security screening. p. 48 
 

Recommendation: DHS and DoJ must use additional investigative tools and coordination with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identify individuals located within the U.S. who ar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with known ties to CCP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who are engaged in sensi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 4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limit all federal funds to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onfucius Institutes unless 

such institutions impose policies to protect academic freedom, prohibit the application of any foreign law on campus, and 

grant full managerial authority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o the institution. p. 4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address the CCP’s use of various non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platforms in the U.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research. p. 4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228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DoD to 

maintain a public list of “foreign talent programs” that provide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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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a regulation to prevent certain student visa holders from being initially ad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schooling – no matter how long that schooling lasts. The regulation would require 

such student visa holders to apply for extensions of their admission every two or four years. p. 4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229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any 

individual applying for federal research grants or funds to disclose all sources of foreign funding. p. 4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the President to identify any foreign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actions to access, 

disrupt, influence, or in any way alter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lated to U.S. political parties or elections for 

federal office and make any unclassified portion of the list publicly available and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p. 5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905, the Emergency Assistance for Safe Elections Act; H.R. 4736, the Honest 

Elections Act; H.R. 6882, the Election Fraud Prevention Act; and H.R. 5707, the Protect American Voters Act. p. 5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442, the Defending Elections against Trolls from Enemy Regimes 

(DETER) Act. p. 5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1811/S. 480, the bipartisan Countering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Influence Operations Act. p. 5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valuate legislation to require individuals lobbying on behalf of PRC companies (or their 

affiliates/subsidiaries) to register under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in addition to the Lobbying Disclosure Act 

(LDA). p. 5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fforts between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to counter CCP influence campaigns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 p. 51 
 
Recommendation: DHS and other federal entities should ensure the interagency has a complete picture of UFWD affiliates 

operating within the U.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ducate the American public on the goals and methods of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and the reality that no such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is free of Beijing’s control. p. 5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esignate UFWD organizations as foreign missions, where applicable. p. 5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outreach to loc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o counter CCP 

influence in American society. p. 5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quire that an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r contract between a U.S. stat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company,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 CCP entity must be transparent and public, and no 

exceptions to U.S. laws or best practices should be made to placate CCP requests. p. 52 

 

 

IV: Technology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the bipartisan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Act of 

2020, as included in sections 5001-5502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p. 5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FY2021 commitment to accelerate funding for R&D of 

trustworthy AI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 5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132, the bipartisan American COMPETE Act, which would facilitate a 

roadmap for commercial adoption of AI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remove impediments for U.S. companies to invest and 

innovate. p. 54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finalize and adopt the OMB Memorandum on “Guidance for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and the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should also adopt this guidance. p. 5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s 217, 222, 241-249, bipartisan provisions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ar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NSCAI to ensure the necessary talent, infrastructure, and authorities to accelerate the 

adoption of DoD AI.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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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 NTIA,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5G” as directed by the bipartisan Secure 5G and Beyond Act of 2020 (P.L. 116-184). p. 5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o streamline fixed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network 

permitting processes at th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evel to ensure all Americans are connected. Reducing U.S. 

regulatory barriers will promote a market for secure solutions not made in China. p. 56 
 

Recommendation: The NTIA should continue working with all federal agencies that have spectrum licenses on ways to increase 

commercial access to spectrum. p. 5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fund H.R. 4998, the bipartisan 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 of 2020 

(P.L. 116-124). p. 5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624, the bipartisan Utilizing Strategic Allied (USA)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2020. p. 5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235, the bipartisan NETWORKS Act. p. 56 
 

Recommendation: DoC should fully and strictly implement all recent updates to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EAR) 

to restrict the sale or diversion of sensitive U.S. technologies to companies on the Entity List as well as participants in the CCP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 p. 56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fully implement the prohibition on using or procuring certa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video surveillance equipment from Huawei and ZTE as required by the bipartisan FY2019 NDAA (P.L. 115-232). p. 5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full fu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QI 

Act (P.L.115-368).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FY21 NQI funding proposal. p. 5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and fund the Quantum User Expans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UEST”) Program, as proposed in H.R. 8303, the QUEST Act of 2020. p. 5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919, the Advancing Quantum Computing Act. p. 5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279, the Quantum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ct of 2020. p. 58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ssess and address the risk to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 posed by quantum 

computing. p. 58 
 

Recommendation: DoD should establish additional Quantum Innovation centers within each service to identify technical 

problems and research challenges that are likely to be addressable by quantum computers within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DoD should also establish additional partnerships wi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with functional quantum computing capability. 

p. 5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350, the SELF-DRIVE Act, to ensure the U.S. leads on AVs. p. 5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972, the bipartisan Advanced Unmanned Delivery Services Act. p. 5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214, the bipartisan Surfa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 p. 

5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key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 to 

safeguard critical supply chains against CCP interference and enhance the U.S.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cruit, develop, and 

retain its cyber workforce. p. 5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 2775, the Harvesting American Cybersecurity Knowledge through 

Education (HACKED) Act. p. 5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255, the TOWER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Act. p. 59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the NIS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ystems and support the measurement science that informs standards development to enable 

new cyber technologie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p. 59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the NTIA’s multi-stakeholder process and CISA’s 

binding operational directive process to suppor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on information 

sharing related to vulnerability disclosures and coordinating response.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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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mote adoption of recommended actions in “A Road Map Toward 

Resilience Against Botnets”, released by DoC and DHS. p. 5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132, the American COMPETE Act, a bipartisan measure that includes 

provisions of the SMART IoT Act that promotes an IoT strategy at the federal level that streamlines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p. 5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4373, the bipartisan Engineering Bi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 of 2019. p. 6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moderniz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products. p. 60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 6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everage the Manufacturing USA institutes and the MEP program as 

directed in the bipartisa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Leadership Act (P.L. 116-92). p. 6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provisions of H.R. 8132, the American COMPETE Act, that promot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for IoT, incentivize states to adopt model cod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IoT devices, advance 3D 

printing capabilities for manufacturing, and require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encouraging more tech-focused startups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all parts of the U.S. p. 61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work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nations to form a new D-10 group of leading 

democracies focused on developing and deploying 5G and subsequent generations, addressing 5G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vulnerable supply chains, and leveraging technical expertise of each nation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benefit of 

democratic nations. p. 6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705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a bipartisan provision which direct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to commission an independent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policies of 

the PRC 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odies and how to improve U.S. engagement. p. 6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4500, the bipartisan Promoting U.S. Wireless 

Leadership Act of 2019. p. 6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3763, the bipartisan Promoting U.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 5G Act of 2019. p. 6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5698, the Promoting Secure 5G  Act.  p. 6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robust participation by U.S.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odies and conferences. p. 6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a reauthorization of NASA and fund annual appropriations. p. 63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maintain presence in low-Earth orbit for 

strategic purposes, including continued operations of the ISS and transition to commercial platforms as soon as possible. p. 

64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seek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space exploration through bilateral agreements. p. 6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upport a balanced, robust, and stable science enterprise that 

counters the CCP’s attempts to eclipse U.S. leadership in the fields of Earth science, astronomy, astrophysics, heliophysics, 

planetary science, and life and physical sciences. p. 64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carry out its space exploration goals by leveraging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s. p. 6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view the Wolf Amendment to annual appropriations laws that has been in place for nine 

years, which prohibits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NASA and the PRC unless the government makes certain certifications 30 

days in advance. p. 6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610, the American Space Commerce Free Enterprise Act. p. 6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208, the Protecting American Space Assets Act.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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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the Space Technology Advancement Report Act, included in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p. 64 
 

Recommendation: The U.S. should engage with the PRC and other space competitors on shared goals of space 

sustainability and safety issues, through bilateral diplomatic dialogue as well as forums for multilateral discussions. p. 6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hat creates an American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Framework for Identity Management. p. 6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hat establishes national standards for data protection, increases 

transparency for data collection, increases FTC authority to sufficiently hold bad actors accountable, provides flexibility to 

protect the U.S. innovation advantage, and enhances data security. p. 6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969, the U.S. TELL Act; and H.R. 6942, the Internet Application I.D. Act. p. 6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929, the Advancing Facial Recognition Act. p. 65 
 

Recommendation: NIST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promote adoption of the NIST Privacy Framework. p. 6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005, the SHIELD Ac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nact H.R. 4779, the 

bipartisan SAFEWEB Act. p. 6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mpl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ean Path” initiative contained in the 2019 

NDAA. p. 6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irect the NTIA, as part of the “Clean Cable”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undersea cable landings and applications for new 

licenses or transfers of licenses for authorization to provide telecommunications or radio services. p. 66 

 

 

V: Economics and Energy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must work closely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o aggressively use the new and unprecedented 

consultation,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s in the Phase One agreement to strictly enforce that agreement. p. 6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intensify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velop a strategic plan for Phase 

Tw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based on a unified U.S. approach. p. 68 
 

Recommendation: On a bipartisan basis, Members of Congress should work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across the globe to 

continue to build bilateral and plurilateral relationship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CP. p. 6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gage in clos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Trade Priorities and Accountability Act (TPA) rules and procedures to negotiate new trade agreements and other arrangements 

to counter CCP directed influence. p. 6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its action and oversigh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its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statutory trade tools to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geostrategic tie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p. 69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nhanc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by supporting the full and time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bipartisan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 (P.L. 

116-135). p. 70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 deepen trade ties with Taiwan and resolve outstanding trade issues, 

taking the steps to launch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once those issues are addressed. p. 7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es. 746, a bipartisan resolution supporting the WTO and calling on other WTO 

members to join the U.S. in reforming the organization. p. 7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work through the WTO, together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llies, on developing reforms 

and new rules and disciplines to address the threats the CCP poses.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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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work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velop a U.S. government strategy to select a new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TO this fall who understands the scope of the CCP threat to the system. p. 7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resourcing of the Ex-Im Bank’s new 

bipartisan Program on China and Transformational Exports (P.L. 116-94).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163, the 

Countering China Through American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ct. p. 71 
 
Recommendation: As Ex-Im seeks to counteract the CCP’s malign designs, it should not finance the PRC in any way. It is 

critical for Ex-Im to deny support to PRC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p. 7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irect the DFC and related agencies, such as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the U.S. Export Import Bank, and USAID, to partner together to better identify strategic projects in critical 

regions. p. 7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570, a bipartisan measure which provides a budget treatment for equity 

investments made by the DFC that does not require dollar-for-dollar funding or expose U.S. taxpayers to any significant new 

risks. p. 72 
 
Recommendation: The DFC, working with the Ex-Im Bank, should sig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o receive and analyze classified economic data related to corporations and countries 

in order to best direct investments. p. 7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fully implement the bipartisan Championing American Business through 

Diplomacy Act (PL 116 -94), which promotes American economic interests abroad and counters the CCP’s predatory BRI in 

developing nations. p. 7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its multilateral efforts to provide a credible alternative to the BRI. p. 

7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ordinate its diplomacy on trade as well as export control and 

investment review harmonization to forge closer bonds with U.S. allies and partners. p. 72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779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includes provisions of H.R. 

5932, the bipartisan Ensuring Chinese Debt Transparency Act. p. 7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5846, the Neutralizing Unfair Chinese Subsidies Act. p. 7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086, the IMF Reform and Integrity Act. p. 7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843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includes provisions of H.R. 

5051, the bipartisan Accountability for World Bank Loans to China Act. p. 7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levate nuclear energy, and related engineering,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apacity, as a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 with the requisite attention of the White House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DoS, DoE, DoC, and DoD. 

The President should do this through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p. 7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trengthen the U.S.’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global nuclear markets through the 

expanded export of nuclear technology. p. 7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405, the Strengthening American Nuclear Competitiveness Act. p. 7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406, the Nuclear Licensing Efficiency Act. p. 7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814, the Nuclea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Act. p. 7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404, the Unlocking our Domestic LNG Potential Act of 2020. p. 7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429, the Promoting Cross-border Energy Infrastructure Act. p. 7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983, the Promoting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for Review of Natural Gas 

Pipelines Act. p. 75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trengthen DoE’s existing authorities over the BPS and Critical Defense Electric 

Infrastructure.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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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8329, which would direct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velop a strategy for export 

control diplomacy to focus on swift, agile agreements with key partners and allies who possess critic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that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ort controls and maintains U.S. leadership in 

innovation. p. 76 
 

Recommendation: DoC must fully implement key aspects of the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 specifically the 

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y control list. p. 7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esignate all entities on the June 2020 DoD list of PRC entities that are operating 

in the U.S. and are tied to the CCP military to the DoC Entity List, under a licensing policy of a presumption of denial. p. 7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update its policy on end-use and end-user agreements in the PRC to 

recognize that the recipient of any technology will have no ability to refuse diversion to the PRC’s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p. 7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ggressively expand end-use and end-user controls on PRC entities involved 

in or supporting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other mass surveillance systems. p. 7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in coordination with U.S. trading partners, should enforce reciprocal treatment of PRC 

investment into the U.S. as a means to restore balance and open up the PRC economy to investment, if the PRC continues to 

restrict meaningful investment access to its market. p. 7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fully fund DoT’s CFIUS operations to enable outreach to U.S. allies and partn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investment screening regimes. p. 7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that DoD and other CFIUS member agencies are executing section 1721(b) of 

FIRRMA by fully assessing their resource needs and procedur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investment risks, pursuan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FIRRMA and recommendations by GAO. p. 7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regularly assess whether CFIUS is effectively addressing 

everchanging and persistent CCP efforts to acquire U.S. technology through foreign investment, while ensuring that robust 

export controls complement CFIUS’s efforts and prevent the acquisition or use of critical technology and IP to end-users of 

concern. p. 77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nstitute a CFIUS “blacklist” in its regulations to implement Section 

721(a)(4)(E) of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which would focus on the PRC and other countries of concern that require 

heightened scrutiny for investments. p. 7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quire DoT, as it has teams dedicated to the North Korea and Iran threats 

respectively, to establish a dedicated team focused on the PRC. p. 78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arry out enforcement actions and sanction PRC banks responsible for North 

Korea sanctions evasion, including through more r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bipartisan Otto Warmbier North Korea Nuclear 

Sanctions and Enforcement Act (P.L. 116-92). p. 7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legislation to address concerns that the SEC and the PCAOB are unable to inspect 

audit work and practices of PCAOB-registered auditing firms in the PRC, such as H.R. 7000, 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p. 7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support SEC reforms to improve disclosures relating to emerging market 

investment risk, including the risks of investing in the PRC, and other PWG recommendations. p. 7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sider additional legislation regarding disclosures relating to PRC-related 

investment risk, such as H.R. 8197, the Transparency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vestment Act. p. 7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sider legislative proposals regarding the risks of investing in PRC companies in 

retirement accounts, such as H.R. 6614, the bipartisan Taxpayers and Savers Protection Act. p. 79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consider legislative proposals to examine capital flows to PRC entities that threaten U.S. 

national security. For instance, H.R. 8407, the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Financial Investments Act would require the 

SEC to assess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require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nvestments in entities on 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of the DoC Entity List.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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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ompetitiveness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keep tax rates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remain vigilant if the 

PRC or other foreign competitors seek to undercut U.S. rates. p. 8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749, the Bringing Back American Jobs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atriation Act. p. 8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6802, the Accelerate Long-term Investment Growth Now (ALIGN) Act. p. 80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and support funding for H.R. 5685, the bipartisan Sec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 p. 8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ioritize federal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 and accelerate investments in research for advancing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Congress should also evaluate 

new mechanisms for funding the transition of federally funded basic research to private sector commercialization in key 

technology areas. p. 8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766, which improves tax incentives to conduct R&D in the U.S. p. 81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4549, the bipartisan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p. 8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industry to leverage resources and accelerate the movement of early-

stage research to commercialization. p. 8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ursue bilateral agre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and research with allies and likeminded nations. p. 81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everage existing programs to improve regional innovation across all 

geographic areas of the U.S. p. 8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should address all 15 key findings in the green paper released by NIST, 

“Return on Investment Initiative for Unleashing American Innovation.” p. 82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rioritize reducing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USPTO to 

complete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p. 83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prioritize modernizing and upgrading the IT systems of the USPTO to 

facilitate the work of patent examiners.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the USPTO has full 

access to its fee collections for its operations and that fees remain entirely dedicated to the USPTO. p. 8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monitor whether CNIPA or other elements of the PRC government 

provide any unfair advantages or preference to PRC patent applicants over foreign applicants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p. 83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valuate, consolidate, coordinate and fund federal STEM efforts to empower local 

entities and families with the tools they need to meet the STEM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p. 8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update the COMPETES Act of 2010, directing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s (NSTC) Committee on STEM Education (CoSTEM) to address the fractured STEM financing 

mechanism with a unified approach. p. 8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reform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HEA) to create the framework necessary to 

transition from a degree-based economy to a skills-based workforce. p. 8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321, the Elevating America’s Workforce Act, a bipartisan measure that would 

amend the 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 to include personal reemployment accounts instead of pushing workers 

through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p. 84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4372, the bipartisan MSI STEM Achievement Act; H.R. 4979, 

the bipartisan Rural STEM Education Act; and H.R. 2528, the bipartisan STEM Opportunities Act.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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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xpand the U.S.’ successful STEM talent 

programs. p. 84 
 

Recommendation: The U.S. immigration system is a generous one that must be upda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economy. This means making a shift towards a more “merit-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remains mindful not to harm the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qualified American workers, particularly as the economy reopens in the aftermath of COVID-19. p. 

85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ssue uniform and coordinated requirements for researcher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all federal agencies to protect federally funded R&D from foreign interference, through the process established in the 

bipartisan Securing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 (P.L 116-92). p. 8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229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all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ers to disclose foreign sources of funding and enhances enforcement of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p. 8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federal research 

agencies and the Offices of Inspectors General to investigate cases of foreign espionage and research misconduct in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jects. p. 8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with key allies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for deterring CCP 

influence in academia and the research enterprise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values and norms of the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p. 8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amend Section 117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to requi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port annually all foreign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foreign adversarial sources, including the PRC. p. 86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842, the Intelligence on Nefarious Foreign Leaders Using Education 

Networks for Corrupt Enrichment (INFLUENCE) Act. p. 86 
 

Recommend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strict all federal employees and federal contractors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programs. p. 8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708, the Defend COVID Research from Hackers Act. p. 87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7998, the NIST COVID-19 Cyber-Security Act. p. 8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section 1256 of H.R. 6395 in the FY2021 NDAA, which would require the 

President to produce a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to impose costs on the CCP for cyber-enabled corporate espionage and 

personal data theft. p. 8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H.R. 3611, the Securing American Research from Cyber Theft Act. p. 88 
 

Recommendation: Congress should ensure final passage of H.R. 7601/S. 939, the bipartisan Concerns Over Nations Funding 

University Campus Insti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t (CONFUCIUS Act).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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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 H.R. 2161 – Pell Flexibility Act of 2019, which would amend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to establish a Job Training 

Federal Pell Grants demonstration program 
 
• H.R. 3422 -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Act of 2019, which would amend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to clarify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 H.R. 6978 – Endless Frontier Act, which would redesignat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s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and establishes a 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within the foundation. 
 
• Congress should continue evaluating how U.S. capital flows into specific countries and entities of concern may be adversely 

affecting U.S. national and/or supply chain security in critical sectors and explore whether additional authorities are needed 

to mitigate any potential risks or threats. 
 
•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duct an exhaustive review to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 CCP’s Military-Civil Fusion 

(MCF). The CCP’s intertwining of its military and civilian economy results in nearly every U.S. interaction with the PRC—

including trade, research, and investment—has the potential to benefit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tecting U.S.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from MCF will likely require significant reform to how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industry assess and insulate themselves from CCP efforts to extract technology, capital, and know-how. 

Once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we can more effectively coordinate with our allies to address this threat. 
 
•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duct a full review of today’s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to evaluate their efficacy and consider reforms as appropriate. Such programs include the Fulbright and 

Critical Language Scholarship programs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Boren and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s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limited data available reflects that for at least some of these 

programs, less than one fifth of participants move on to federal employment. 
 
•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valuate whether the CCP should be designated a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threat, 

and what benefits such a designation  might contribute to  U.S. competition with the CCP. Pursuant to Executive Order 
13773,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eviously used this label to sharpen and organize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for specific  
groups. 

 
•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evaluate whether it would benefit U.S. foreign policy to establish 

further Fulbright Universities. 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 is a pioneering bilater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at  
has benefitted  U.S.-Vietnam relations and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U.S. engagement. 

 
•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xplore options for increasing support for independent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broadcasting as the CCP aggressively seeks to expand its control over media globally. Such options could include reauthorizing, 

reforming, and expandin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CIMA) into a grantmaking organization akin to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or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he CCP’s, and its proxies’, 

presence and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istent with U.S.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At pres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no mechanism to generate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CP members, immigration status, holdings, 

affiliate groups, and activities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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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During the 2003 SARS pandemi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used its stranglehold on journalists and dissid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o hide information and obfuscate the source of the outbreak. CCP leaders failed to infor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bout the virus for four months. In the wake of this malfeasance, the world demanded 

reform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 that govern how countries are required to handl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oday,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CCP failed to heed these lessons. The ongoing pandemic is a tragic second 

chapter to their mishandling of the 2003 SARS outbreak.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the CCP actively engaged in a cover-up designed to obfuscate data, hide relevant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and suppress doctors and journalists who attempted to warn the world. They deliberately, and repeatedly, disregarded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2005 IHR. Senior CCP leaders, including CCP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knew a pandemic was 

ongoing weeks before it was announced. By responding in a transparent and responsible manner, the CCP could have supported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response and shared information with the world about how to handle the virus. It is likely the ongoing 

pandemic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had they done so, sav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and the world from an economic 
meltdown. As more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question the CCP’s official accounting of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ic and call 

for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the PRC has used economic manipulation and trade coercion to demand silence.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outbreak, PRC companies abroad,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CCP, procured millions of protective 

masks, medical gowns, and glo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shipped hundreds of tons of medical equipment from abroad 

back to the PRC. Within its borders, the CCP nationalized the supply chains and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foreign companies 

like General Motors and 3M to produce medical supplies while denying export licenses for their products. As countries began to 

call for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C’s cover-up, the CCP waged a campaign of economic coercion designed to 

silence their critics. 
 

New primar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CP’s cover-up have also been identified, including a discipline notice for a nurse in 

Taizhou who was punished for discuss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her city with classmates and family via WeChat. Combined 

with other documents detailing the harassment of doctors, a snapshot emerges of the widespread nature of the CCP’s crackdown 

on medical professionals.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has responded to the CCP’s cover-up by praising the CCP for their “transparency,” despite 

internal documents showing WHO frustration with the CCP’s failure to share critical data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rus. The 

WHO has repeatedly parroted CCP talking points while ignoring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from reputable sources. Director-

General Tedros’ full-throated defense of the CCP’s early response and embrace of their revisionist history,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his actions on the global response, remains incredibly concerning. 
 

After multiple letters of inquiry from Ranking Member McCaul, and repeated requests via phone and email by Committee 

Minority staff, new information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WHO rela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HEIC and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hese responses, which provide a level of detail that has not been publicly reported 

elsewhere, are included in their entirety in the report and Appendix. However, there are a multitude of outstanding questions that 

require a serious examination of the WHO’s handling of COVID-19. However, it remains clear the WHO has failed to fulfill 

certain duties required by the IHR. 
 

Nine months into the pandemic, new information continues to emerge from the PRC and elsewhere showing the scale of CCP 

efforts to cover up the outbreak and punish countries seeking accountability. After discovering new evidence and receiv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WHO, this report is an effort to put that information into context, define what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virus and the response are still outstanding,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global response 

moving forward. A previous, interim version of this report focused on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pandemic, prior to the declaration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on January 30, 2020.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at report, both the WHO 

and CCP modified their public statements regarding COVID-19, with the WHO issuing a new, “updated” timeline and the CCP 
temporarily retracting their claim that they notified the WHO on December 3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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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ntervening months, an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Ranking Member McCaul,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Minority 

staff continued it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and the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by the PRC and the WHO. The 

report’s timeline was also extended through March 11th, highlighting key events that occurred prior t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delayed pandemic declaration. Throughout this investigation,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scale of the CCP cover-up and WHO’s 

mis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are only partially understood. 

 

Similarity to CCP Actions during the 2003 SARS Pandemic 
 
Given CCP malfeasance during the 2003 SARS pandemic was the basis for the 2005 reforms to the IHR, it is prudent to examine 

their failures in handling SARS and how they compare with the mishandling of COVID-19.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SARS 

outbreak, the PRC banned the Chinese press from reporting on the outbreak. The CCP knew about the outbreak for four months 

prior to notifying the WHO. Even after informing the WHO the virus originating within its borders the CCP continued to provide 

in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umber of SARS cases within the PRC. Similarly, in December 2019 the CCP failed to report 

the early positive SARS tests 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to the WHO. 
 
Similar to the early days of COVID-19, requests for access to the epicenter of the SARS outbreak were denied by the CCP. Even 

after the WHO was admitted, the cover-up continued; CCP officials went so far as to put SARS patients in hospital rooms and in 

ambulances driving around the city to hide them from the WHO. As mentioned in the full report, in early 2003 the CCP failed to 

warn the public about the outbreak prior to the massive travel season surround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a repetition of past 

mistakes, the CCP again failed to warn their citizens or the world about the severity of the outbreak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2020 Spring Festival. 
 
In mid-February 2020, the CCP announced the fir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ies for Hubei province and Wuhan and 

punishments for hundreds of lower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announcement was well receive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with one commenter supporting “the wise adjustment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uring the SARS pandemic, the CCP 

employed similar tactics, firing the PRC’s health minister and the mayor of Beijing. These high-profile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scapegoated in order to recover public support and protect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CP, who in both instances have remained in 

power.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are clear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CP’s behavior during the 2003 SARS pandemic and the ongoing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To date we have identified nine behaviors that the CCP engaged in during both their failed handling 

of SARS and their cover-up regarding COVID-19: 
 

CCP Actions SARS COVID-19 

Waited to inform the WHO? ✓ ✓ 

Subsequently hid information from the WHO? ✓ ✓ 

Hi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severity of the outbreak? ✓ ✓ 

Disrupted press from reporting? ✓ ✓ 

Response kept secret until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season ✓ ✓ 

began?   

Limited access of outside experts to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 ✓ 

Claimed the virus was under control? ✓ ✓ 

Underreported number of cases? ✓ ✓ 

Firing of select CCP officials as scapegoats? ✓ ✓ 
 
The startling similarity in the CCP’s mishandling of the two outbreaks only adds to the evidence that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COVID-19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The PRC had faced a similar crisis before, sought to hide it, and the world suffered for their mistake. When 

faced with a second, incredibly similar scenario, CCP officials doubled down on their past mistakes and COVID-19 became the second, 

more deadly and damaging chapter of a story that began in 2002. 

 

Recommend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must take act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reforms to the 

systems and processes that enabled the CCP’s cover-up and the WHO’s failures. To this end, we provide four recommendations: 

new leadership at the WHO, Taiwan’s re-admittance to the WHO as an observer, United States engagement in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with likeminded WHO Member States regarding the early stages of COVID-19, and concrete reform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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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eadership at WHO 
 

It is clear Director-General Tedros seriously erred in hi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oupled with a concerning history 

of covering up outbreaks of cholera in his home country of Ethiopia and repeated delays in declaring a PHEIC in response to the 

Kivu Ebola epidemic, we believe there is an established pattern of poor decision-making and political deference that has 

weakened the ability of the WHO to fulfill its mandate. We do not expect, nor require, the head of the WHO to be perfect. 

However, Director-General Tedros has repeatedly defended his decisions, responded to Taiwan’s criticism by accusing their 

government of supporting racists, and praised the CCP’s deplorable a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Defenders of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rgue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counterproductive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CCP. They argue 

that “diplomatic flattery is the price of ensuring Chinese cooperation.” Others say that the Director-General “cannot afford to 

antagonize the notoriously touchy Chinese government.” These statements rest on the claim that if Director-General Tedros had 

been more aggressive in questioning the claims coming from the CCP, then the CCP would have shared less information or 

delayed WHO access to the country. 
 

However, such defenses ring hollow when the world has seen the impact of an independent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HO. In 

April 2003, two months after the CCP finally reported the outbreak of SARS to the WHO,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WHO response, 

then-Director-General Gro Harlem Brundtland publicly commented on the CCP’s mis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Director-General 

Brundlant criticized the failure of the CCP to report the outbreak and their lack of coordin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 her leadership the WHO declared a travel guidance for the first time in 55 years in order to stem the spread of SARS. 

Almost prophetically, Director-General Brundlant stated: 
 

When I say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t means that I’m saying a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next time something strange and new com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let us come i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ragically, the CCP failed to heed her guidance. Director-General Brundlant’s handling of the 2003 SARS pandemic is a case 

study for the importance of a Director-General who speaks truth to power and publicly challenges Member States when they fail 

to uphold their oblig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stead, Director-General Tedros has chosen to defend and heap 

praise on a Member State who has continuously fed the WHO lies and misinformation. We now know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within the WHO knew that the PRC was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nd failing to abide by the IHR despite 

the deference of the WHO. They knew their policy of appeasement was failing yet chose to double down on it. 
 

As such, we have lost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Director-General Tedros to lead the WHO. Having presided over two flawed PHEIC 

responses and prevented Taiwan from engaging with the WHO, it is clear that Director-General Tedros prioritizes matters other 

than the on-the-ground impact of COVID-19. The WHO’s constitution requires it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echnical assistance,” 
not political coverage for mistakes and cover-ups carried out by Member States. As Director-General,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claring a PHEIC, and indeed, the impact of choosing not to declare one, rests on his shoulders.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faith of 

WHO Member States and return the WHO to its mandate of providing accurate, technical advice, Director-General Tedros 

should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his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e COVID-19 response and resign. The health of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incompetence and poor management. 

 

Re-admittance of Taiwan to the WHO under Observer Status 
 

In the early 1970s, by a vote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Taiwan was removed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replaced with the PRC. After years of Taiwan petitioning to be readmitted to the WHO, the PRC and WHO signed the 2005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WHO Secretariat and the PRC. While the text remains secret,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agreement severely limits contact between the WHO and Taiwan. Taiwan’s interactions with the WHO were so restricted that 

representatives from Taiwan were only allowed to attend 21 of the approximately 1,000 WHO technical meetings held between 

2005 and 2008. 
 

In 2009, after year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Taiwan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n WHO Director-

General Margaret Chan to attend a meeting of the WHA under the name “Chinese Taipei.” The invitation, grant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HO, was extended each year until 2016. After Taiwan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Tsai Ing-wen, seen 

as more critical of the PRC than her predecessor, the invitations stopped.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fter being elected in May 2017, was 

quick to reassure the CCP that he would support their position. On May 26th, three days after he was elected, Director-General Tedros 

spoke to Xinhua, a PRC state-run press agency, and pledged to “abide by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is the 

CCP’s own view that it hold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hich is not UN policy, the consensus view of UN member states, nor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inclusion at the WHO is an issue that has longstanding bipartisan support in Congress. During the 116th 

Congress, both chambers have passed several pieces of legislation supporting Taiwan’s engagement with the WH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H.R.353, a bill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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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nimously. The Senate followed suit, unanimously approving S.249, a similar bill. A third piece of legislation, S. 1678, was 

signed into law by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year, establishing as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the inclusion of 

Taiwan as an observer within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spite Taiwan’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the outbreak, warning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and success in battling COVID-

19, Director-General Tedros has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CCP’s position and continues to refuse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A. Had Taiwan been a member of the WHA, or allowed to attend under Observer Status, it is highly likely 

their warnings regarding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would have been transmitted to other countries instead of censored by the 
WHO. As was the case under the previous Director-General, it is completely within Director-General Tedros’ power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A. He has simply chosen to allow the PRC to make this decision for him, yielding his authority 
in deference to the CCP. As such, we call upon the Director-General who replaces Director-General Tedros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future warnings about potential health emergencies do not go unheeded.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ngage with likeminded WHO Member States and Taiwan on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CP’s cover-up of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WHO’s failure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IHR. Such an 

investigation should seek to establish an even mor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its appearance in humans, 

efforts by the CCP to conceal relevant scientific and heal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outbreak, the effect of the CCP’s cover-up on 

the actions of the WHO, the impact of the WHO’s parroting of CCP propaganda,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CP’s cover-up on the 

global response. 
 
Fortunately, we are not alone in this proposal. The Governments of Australia, Japan, New Zealand, Sweden, and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pandemic. On May 19,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unanimously adopted a resolution cosponsored by more than 130 countries calling for an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WHO’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solution, despite not mentioning the PRC’s cover-

up or failure to abide by the IHR, is a positive step towards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ndemic. However, while 

this investigation is important, it does not address the issue of true accountability regarding the PRC’s clear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July 6th, the United States submitted formal notice of its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WHO, effective July 6, 2021. We share 
the frustrations of President Trump,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O’Brien with the WHO’s 
mis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NSA O’Brien has publicly sta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consider remaining a 
part of the WHO if the organization instituted the necessary reforms to ensure its independence. We agree it is vital for the WHO 
to restore its independent nature as a body that provides technical advice free from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on-going 
pandemic has revealed deep flaws within WHO processes that can only be addressed by serious, and extensive, reforms. While 
the WHO failed to abide by the IHR, uphold its mandate, and fulfil its obligations to Member States, we do not believe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e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s the best path forward. As such, 
we call on the WHO to fix the deficiencies outlin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dop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report through 
internal action where possible, and make preparations for improvements and reforms that need to be ratified by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t its next meeting or emergency session. By remaining part of a WHO that is ready for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drive forward the necessary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the WHO. 

 

IHR Reforms 
 
In the wake of the 2003 SARS pandemic,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volved in efforts to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Negotiations amongst WHO Member States resulted in the 2005 IHR, which entered into effect in 2007. While the 2005 IHR 

included several important reform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revealed additional flaws and the need to refine previous 

reforms. We recommend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use the voice, vote, and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k 

additional IHR reforms, including around the information Member State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WHO’s obligations to 

investigate unofficial reports concerning health events and notify Member States, and the process for declaring a PHEIC. 
 
Article 6 of the IHR requires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certain relevant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to the WHO, including 

“laboratory result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PRC failed to transmit the SARS-CoV-2 genetic sequencing data to the WHO for 

10 days, and to date has not provided viral isolates or other biological samples to the WHO. Article 6 should be amended to 

include, by reference, genetic sequencing data and biological samples in the list of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Member State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to the WHO. This will ensure that Member States cannot exploit loopholes they perceive to hide or suppress 

vital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Under Article 9 of the IHR, the WHO has a “mandate” to investigate and seek verification of unofficial reports concerning  
 
 

 
111 



 
 

health events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 In several instances discussed in this report, it appears that the WHO failed to do 

s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how to improve and clarify the WHO’s responsibilities to investigate reports from 

non-Member States under Article 9. One possible option would be requiring the WHO to disclose the results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once 

complete. Alternatively, the IHR could be modified to empower Member States to refer third party or unofficial reports of activity within 

a different Member State to the WHO for investigation. 
 

Article 11 of the IHR regulates how the WHO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Member States. While the IHR mandates Member States provide 

certain information with 24- or 48-hours, Article 10 only requires the WHO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Wuhan Municipal Health Commission notified the WHO of the outbreak, it took the WHO four days to 

publicly report the notification on social media and five days to issue a technical publication to the scientific and public health 

communities. The IHR should be modified to require the WHO to inform Member States of all reports and notifications received 

from a Member State within 48 hours. 
 

Finally, Article 12 concerns the determination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While Section 4 of the 

Article provides a list of items for the Director-General to consider,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hat the Director-General heed the 
advice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or provide justification of his decision to declare, or not declare, a PHEIC. We believe that 

the breakdown of the PHEIC process during the Kivu Ebola epidemic and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illustrates the need to 

reform and formalize this process. PHEIC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global health best 

practices, not any other considerations. To this end, we recommend reforms around th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in Article 12, that would achieve this goal. 

 

Conclusion 
 

There remain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as to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and the cause of the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Director-General Tedros’ full-throated defense of the CCP’s response and embrace of their revisionist history remains incredibly 

concerning. Reflecting on what we have uncovered so far, the failures of the CCP to protect their citizens and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ave resulted in disappeared journalists, a world seized by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 

shattered world economy,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ad. 
 

Senior CCP leaders, including CCP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knew a pandemic was ongoing weeks before it was announced. 

Instead of warning the world, the CCP chose to nationalize foreign supply chains and secretively buy up medical suppl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to ship to the PRC. When countries complained, or advocated f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CP cover-up, the 

PRC threatened bans on exports or instituted massive tariffs to punish those countries. The CCP continues to seek to bully not 

only the WHO, but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o want to understand the core failures that lead to COVID-19 becoming a 

global pandemic. 
 

Research shows the CCP could have reduced the number of cases in China by up to 95% had it fulfilled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sponded to the outbreak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best practices. It is highly likely the ongoing pandemic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The WHO, despite intern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CCP, continues to 

praise General Secretary Xi and the PRC for its handling of the virus. As such,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keminded 

WHO Member States to ensure the accountability and reforms at the WHO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CCP’s malfeasance from giving rise 

to a third pandemic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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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ine of Key Ev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ver-up 
 
December 2019 – January 2020: CCP leaders know about coronavirus but take aggressive steps to hide it from the public, 

including detaining doctors who warned about the virus and censoring media on the virus. 
 
Dec. 30, 2019: Doctors in Wuhan report positive tests for “SARS Coronavirus” to Wuhan health officials. Under WHO regulations, 

China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se results within 24 hours. China fails to inform the WHO about the outbreak. 
 
Dec. 31, 2019: WHO officials in Geneva become aware of media reports regarding an outbreak in Wuhan and direct the WHO 
China Country Office to investigate. Taiwan informs WHO abou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but data is not published on 
WHO’s data exchange platform. 
 
Jan. 1, 2020: Hubei Provincial Health Commission official orders gene sequencing companies and labs who had already 

determined the novel virus was similar to SARS to stop testing and to destroy existing samples. 
 
Jan. 2, 2020: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 completes gene sequencing of the virus, but the CCP does not share the 

sequence or inform the WHO. 
 
Jan. 3, 2020: China’s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rdered institutions not to publish any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unknown 

disease” and ordered labs to transfer samples to CCP controlled national institutions or destroy them. 
 
Mid-Late January: Despite knowing about the virus, CCP allowed massive travel within China and abroad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3 billion estimated trips over 40 days), and Wuhan held a celebratory potluck with more than 40,000 families eating 
from 14,000 dishes. 
 
Jan. 11-12, 2020: After a researcher in Shanghai leaks the gene sequence online, the CCP transmits the WIV’s gene sequencing 
information to the WHO that was completed 10 days earlier. The Shanghai lab where the researcher works is ordered to close. 
 
Jan. 14, 2020: Wuhan health authorities claim no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from coronavirus. This assessment was tweeted 
by WHO the same day. According to classified documents obtain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Xi Jinping is warned by top Chinese 
health official that a pandemic is occurring. 
 
Jan. 22, 2020: WHO mission to China admits some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Jan. 23, 2020: After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s divided on whether to declar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Director-General Tedros decides not to. This delay contributed to a regional epidemic turning into a global 
pandemic. 
 
Jan. 23, 2020: The CCP institutes a city-wide lockdown of Wuhan. However, before the lockdown goes into effect, an estimated 

5 million people leave the city. 
 
Jan. 29, 2020: Tedros praises the CCP’s response to the virus, saying their transparency was “very impressive, and beyond 

words” and that the CCP was “actually setting a new standard for outbreak response.” 
 
Jan. 30, 2020: One week after declining to do so, Tedros declare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Feb. 1, 2020: First death outside of the PRC occurs, in the Philippines. 
 
Feb. 7, 2020: Dr. Li, who first shared the positive SARS test results with his classmates via WeChat, dies from COVID-19. 
 
Feb. 9, 2020: The death toll for COVID-19 surpasses that of SARS. 
 
Feb. 15, 2020: First death from COVID-19 outside of Asia occurs, in France. 
 
Feb. 16, 2020: WHO and PRC officials begin a nine-day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nd travel to 
China to examine the outbreak and origin of COVID-19. Many team member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American, were not allowed 

to visit Wuhan on the trip. 
 
Feb. 25, 2020: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new cases are reported outside of PRC than within. 
 
Feb. 26, 2020: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 issues its findings, praising the PRC for its 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Feb. 29, 2020: The first reported  COVID-19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occurs. 
 
March 11, 2020: The WHO officially declares the COVID-19 outbreak a pandemic after 114 countries had already reported 

118,000 cases including more than 1,000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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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AC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AND UNUSED 
AUTHORITIES 

 
The executive branch has existing authority to sanctio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ncluding protect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defending human rights.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used many of these tools on PRC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cluding blocking certain PRC entities access to U.S. technology 
through export controls and raising import duties on PRC goods through trade authorities.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 (Glomag) 

 
Authority: Allows the Stat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s to restrict the travel and freeze the assets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violated human rights.  
Application: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placed Glomag sanctions on numerous PRC person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HKHRDA) 

 
Authority: The HKHRDA requir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to certify whether Hong Kong remains sufficiently autonomous to 
justify separate treatment under U.S. law, submit a sanctions report to Congress listing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Hong Kong, and apply asset blocking and visa sanctions to such persons. Based on the Secretary’s certification, the 
President can then terminate various aspects of Hong Kong’s separate treatment under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Application: 
The Secretary has decertified Hong Kong’s autonomy in the first report due under the HKHRDA, but has not submitted the 
sanctions report to Congress, which is now overdu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levied sanctions on Hong Kong and PRC officials 
under the HKHRDA. The President has terminated numerous elements of Hong Kong’s separate treatment pursuant to the Act in 
Executive Order 13936.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Authority: The Autonomy Act requires the President to submit a report identifying foreign persons who have materially contributed 
to underm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as well as the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o knowingly do business with such persons. 
The bill imposes mandatory sanctions on such person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pplic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anctioned individual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Autonomy Act, but has not submitted 

the required sanctions report or sanction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UHRPA) 
 

Authority: UHRPA requires the President to issue asset blocking and visa sanctions against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Uyghurs, ethnic Kazakhs, Kyrgyz, members of other Muslim minority groups, or other persons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by December 17, 2020.  
Application: This authority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Entity List and Denied Persons List 

 
Authorit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Entity List contains a list of names of certain foreign persons—including business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that are subject to license requirements for the export of specific items.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Denied Persons List is a list of foreign people and companies whose export privileges have been denied.  
Application: Several PRC entities, including Huawei and companies linked to repression in Xinjiang, are on the Entity Li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put ZTE on the Denied Persons List but later removed it following a settlement with the 
company. 

 
Section 212(a)(3)(C)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 

 
Authority: Makes ineligible for a visa or other entry, an alien whose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proposed activities while i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erious adverse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pplic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used this authority to impose visa restrictions on the PRC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it believ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ntion and abuse of Muslim minorities in Xinjiang province. 
 

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 
 

Authority: A foreign-produced item may be considered a “direct produ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U.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if the foreign-produced item is based on certain U.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mended this rule to narrowly and strategically target Huawei’s acquisition of 

semiconductors that are the “direct product” of certain U.S. softwar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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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SDN) 
 
Authority: Inclusion o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s SDN list generally prohibits U.S. banks from maintaining accounts for listed 

persons and U.S. persons could face civil or criminal penalties for doing business with them.  
Applica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laced or maintained more than 175 PRC persons on the SDN list. 

 

Foreign Mission Act 
 
Authority: Entities that are designated as a foreign mission must adhere to certain administrative requirements that also apply to 
foreign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notifying the Office of Foreign Mission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bout the number of personnel and current property hol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ica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used this authority to designate several PRC entities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U.S. Center and at least nine CCP propaganda outlets. 

 
Executive Order 13694: Malicious Cyber-Enabled Activities 
 
Authority: Gives broad authority to the president to block the property of companies involved in or benefitting from the theft of 
trade secrets through cyber-enabled means.  
Application: Two PRC persons have been sanctioned for activities relating to North Korea. 

 

Executive Order 13873: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Authority: Authorizes the Commerce Secretary to regulate 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e.g. any hardware, software, or service) from a “foreign adversary”—likely to include the PRC.  
Application: The final rule has not been released yet. 

 

The Anti-Boycott Act 
 
Authority: Encourages and in some cases requires U.S. firms to refuse to participate in foreign boycott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anction.  
Application: This Act has not been applied in response to actions by the PRC government. 

 

Trade Authorities 
 
Authorities: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and 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well as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anti-dumping allow tariffs and import bans to be used as remedies for a variety of violations, including IP theft and 
subsidies.  
Application: All four trade tools have been used with respect to the PRC.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 
 
Authority: Broad powers to deal with any “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pplication: The last two Administrations have used authorities under IEEPA as the legal basis to issue various executive 

orders, such as EO 13694 (cyber-enabled activities) and EO 13873 (securing the supply chai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rvey Act of 1976 
 
Authority: The Act allows the President to request mandatory surveys of companies under specific deadlines with the ability to 

invoke civil and criminal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Application: It does not appear this authority has been invoked for the PRC but could be used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several 
areas of potential congressional concern, including the status of medical supply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export policy 

situation facing U.S. companies overseas. 

 
Kingpin Act 
 
Authority: The Foreign Narcotics Kingpin Designation Act (the “Kingpin Act”) provides sanctions authorities to deny 
significant foreign narcotics traffickers, their related businesses, and their operatives access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and all 
trade and transactions involving U.S.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pplic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used the Kingpin Act to sanction PRC drug traffickers, including for illegal production 

and trafficking of fentanyl. 
 
 
 
 
 
 
 
 
 

115 



 
 

APPENDIX IV: 

TASK FORCE ACTIVITY 
 

This list includes formal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Members and/or staff of the China Task Force; however, the listing does not 

include all meetings and other consultations conduc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ask Force’s review. 

 
Task Force Activity Summary 

 
Full Task Force Briefings (16)  
Member Level Pillar Briefings (40)  
Staff Level Briefings (11)  
Total Briefings (67) 

 
Total Officials/Experts who Briefed the Task Force (131) 

 

Full Task Force Briefings (16) 

 
David Stilwell, Assistant Secretary and Dr. M. Miles Yu,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020) 
 

Robert O’Bri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Matt 

Pottinge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May 2020) 

 
Dr. Eric Schmidt, Chair, US DOD Defense 

Innovation Advisory Board (June 2020) 
 

Adam Boehler, CEO,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June 2020) 
 

FBI and ODNI Officials (June 2020) 
 

Larry Kudlow, Director, U.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June 2020) 
 

Ambassador Robert Lighthizer,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June 2020) 
 

Secretary Michael Pompeo,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020) 
 

Ely Ratner and Richard Fontain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 (July 2020) 
 

Secretary Mark Esp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2020) 
 

Michele Flournoy, Former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August 2020) 
 

Hsiao Bi-khim, Taiwan’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S. 

(August 2020) 
 

Jeh Johnson, Former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August 2020) 
 

Kelly Craft,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020) 
 

Deputy Secretary Stephen Biegun, Under Secretary Keith Krach, 

Assistant Secretary David Stilwell, Special Envoy Lea Gabrielle, 

and 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 Dr. Peter Berkowitz,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020) 

 
Ambassador Rosemary Banks of New Zealand and Ambassador 

Arthur Sinodinos of Australia (September 2020) 

 

Member Level Briefings (40)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curity: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June 2020)  
Briefer: Dr. Michael Lauer, Deputy Director for Extramural 

Resear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China’s Us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une 2020) 

Briefers: Meg Lundsag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Clay Lowe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Ideological Warfare 
Strateg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Drawing Lessons 
for US policy Today (June 2020)  
Briefers: Roger Zakheim, Washington Director of the 
Reagan Institute and Will Inboden Ph.D, Executive Director 
of Clements Center for National Security, Lyndon B. Joh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T Austin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s: Competitiveness and Research Security 
(June 2020) 

Briefers: Commissioners Robin Cleveland, Jim Talent and 

analyst Anastasya Lloyd-Damnjanovic 
 
Future Defense Warfare and Cyber Kill Chain Issues 

(June 2020); Briefer: Chris Brose, Anduril Industries 
 
Promoting U.S. Energy Resiliency (June 2020) 
Briefers: Maria Korsnick, Nuclear Institute, and Rich Powell,  
Clearpath 
 
Role of Ideology in Xi’s China (June 2020) 
Briefers: Professor Aaron Friedberg, Princeton University; 
Daniel Tob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and Peter 
Mattis, Deputy Staff Director of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Threats To, Vulnerabilities of,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U.S. Supply Chain (June 2020)  
Briefer: Samantha Ravich,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 
 
Overview of the White House Technology Office (June 2020) 

Briefer: Michael Kratsio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CCP’s Facilitation of Global Corruption (June 2020) Briefers: 
Paul Massaro, US Helsinki Commission; Nate Sibley, Hudson 
Institute’s Kleptocracy Initiative; Elaine Dezenski,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Center o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wer; David Shullman,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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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Its Global 
Activities, and CCP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round 
the World (June 2020); Briefers: Anne-Marie Brady, 
University of Cantebury; Alex Joske,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ohn Garnaut, JG Global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to 5G 
(June 2020)  
Briefers: Rob Atkinson, Stephen Ezell, and Doug Brak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PLA 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Threats (June 2020) 
Briefers: Tom Mahnken, President and Toshi Yoshihara, 
Senior Fellow,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 Activities on China and U.S. Competitiveness 
(June 2020)  
Briefer: Dr. Kelvin Droegemeier, Director, OSTP 
 
Administration Space Policy as Related to Global 
Competition and China (June 2020)  
Briefer: Dr. Scott Pace, Executive Secretary, White House 

National Space Council 
 
Overview of On-going Efforts to stop Chinese Exploitation of 

Highly Sensitive Technologies in the U.S. (June 2020) Briefer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ials 
 
CCP’s Efforts to Infiltrate and Influence the UN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rit Large 
(July 2020) Briefer: Mark Lambert, Special Envoy for 
UN Integrity, Department of State 
 
China’s Threats on Biotech and Biosecurity (July 2020) 
Briefers: Alexander Titus, former Assistant Director for 

Bio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and Jason Kelly, CEO 

of Gingko Bioworks 
 
Role of the Export-Import Bank and How the Bank Can 
Be Used as a Tool to Counter China (July 2020)  
Briefer: Kim Reed, Chairman, EX-IM Bank 

Space and Intelligence (July 2020) 

Briefers: Kevin Pollpeter, CNA expert on space; Kari Bingen, 
Former Principle Deputy of the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nd Chirag Parikh, Microsoft Azure 
space lead an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rce 
Strategies at the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 
 
U.S. Export Control Policy with the PRC (July 2020) 
Briefers: Cordell Hull, Acting Under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Industry and Security and Dr. Christopher Ashley Ford,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Information Statecraft: Responding to CCP Disin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S. Counter Messaging (July 2020) Briefers: L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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