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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事记｜2021年 1 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项目组 

 

2021 年 1月，美国大选正式落下帷幕，民主党总统乔·拜登宣誓就职。民主

党不仅成功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还以微弱优势夺回参议院的主导权，这意味

着拜登将拥有更大施政空间。拜登逐步进行人员和政策布局，上任当天就签署十

七项行政令，提名的建制派内阁人员也陆续通过，着力推进疫情、经济、气候、

平等这四个优先事宜。虽然拜登多次呼吁国内团结，但美国国内的社会大分裂是

不诤的事实，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在国会确认拜登胜选当天攻占国会大厦，还在拜

登就职当天攻击民主党大楼，引发社会动荡。 

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经济大幅衰退甚至出现年度负增长，拜登希望以 1.9万亿

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等政策来振兴国内经济。耶伦执

掌下的财政部也将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经济复苏，改善中小企业和工人的生活，

耶伦还把气候、种族问题作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在中美经济竞争问题上，

特朗普对华施加的压力余波不减，拜登政府虽表示将全面审视对华经贸关系，但

在科技、供应链、产业补贴等关键议题上已表露出对华强硬态度，中美经济的未

来仍不明朗。 

外交事务方面，随着拜登外事与国安团队正式就任，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急

剧转向——美国快马加鞭重回多边主义舞台，并向盟友释放强化双边伙伴关系的

明确信号。就职以来，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分别进行

了 8 次、24 次和 5 次重要的外事通话，覆盖了北美、拉美、欧洲、印太和中东

等重要战略地区。特朗普时期奉行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似乎已一

去不复返，但不容忽视的是，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已呈现出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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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标注“”表示重点事件。 

 

一、国内政治 

 

 [1 月 3 日]  南希·佩洛希（Nancy Pelosi）以 216-209 的微弱优势再

度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长。 

 

 [1月 6日]  美国民主党在佐治亚州参议院席次决选中大获全胜，在获

得佐治亚州两席后民主党将以 50 席与共和党持平，并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参议院

掌控权。 

 

 [1 月 6日]  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为支持特朗普进

行示威活动，并向正在进行中的国会联席会议施压。随后，部分示威者进入国会

区域，侵占国会大厦，并采取了一系列暴力示威行动。 

 

[1月 7日]  美国国防部对国民警卫队在国会大厦暴力事件中的行动和表现

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五角大楼表示此举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并在一份书面文件

中对该事件予以谴责，认为其与美国宪法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 

 

[1月 7日]  美国国会正式确认拜登当选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副总统迈克·彭

斯正式确认了拜登的胜利，他宣布拜登获得了 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获得 232

张，拜登将于 1月 20日宣誓就职，成为第 46任总统。 

 

[1月 13-31 日]  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 232-197的比例表决再次通过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 这次的弹劾议案受到了十名共

和党众议员的支持，是美国历史上收到两党支持最多的弹劾。特朗普成为美国

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25 日，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的弹劾条款被送交参议院审理。 

31 日，特朗普表示两名新律师将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领导辩护，且说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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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朗普不再担任总统，两位律师都认为弹劾是违宪的。第二次弹劾审判的控辩

双方陈述定于 2月 8日开始。 

 

 [1 月 13 日]  库尔特·坎贝尔被任命为拜登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

政策高级协调员（Indo-Pacific coordinator）。坎贝尔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

国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外交官，被认为是“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者。 

 

 [1 月 15 日]  劳拉·罗森伯格被任命为拜登的白宫中国事务资深主任。

罗森伯格曾是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和朝鲜半岛事务负责人。 

 

 [1 月 20日]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正式宣誓就职，特朗普并未

参加就职仪式进行交接。拜登总统进行就职演说呼吁国内团结，同时承诺将修复

同盟关系并再次与世界互动。 

 

[1 月 20 日]  拜登就职当天签署十七项行政命令、备忘录和对各机构的指

示，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撤销了加拿大与美国的“基石”

输油管道项目、实施口罩强制令、停止修建边境墙和取消对某些穆斯林国家的旅

行禁令等。随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拜登撤销加美“基石”输油管道项目表示

失望。 

 

 [1 月 21日]  拜登签署了关于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旨在

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并完善全球卫生安全及生物方面的准备。该备忘录

重申了 2016年 11 月 4日的 13747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明确指出，这些威胁构成

了全球挑战，需要全球的解决方案。因此，应对疫情并完善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

方面的准备工作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拜登表示，将与其他国家一道抗击疫情。 

 

[1月 21 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备忘录显示，拜登新政府将在 100天

内暂停部分驱逐行动，以确保“公平和有效的移民执法”，并重点关注美墨边境

安全和应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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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 日]  参议院以 93-2的结果投票通过国防部长任命后，美国新任国

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于中午抵达五角大楼进行宣誓，并立即召开了一次与新冠

肺炎疫情相关的会议。 

 

[1月 25 日]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开设了一处办公室，处理他作为美国前

总统的职责，并寻求推进他的议程。 

 

[1月 25 日]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其上任百日完成 1亿剂新冠疫苗接种的

目标也许能够提高至 1.5亿剂。 

 

[1月 25 日]  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限制，允许

跨性别者在美国军队服役。 

 

 [1 月 26 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 78-22高票通过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

务卿的人事提名，随后，安东尼·布林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 71任国务卿。 

 

 [1 月 26日]  拜登宣布尽快增加疫苗供应的具体行动，包括政府每周向

各州、部落和地区提供的疫苗数量从 860万剂增加到至少 1000万剂；增强各州、

部落和地区疫苗接种工作的透明度；额外采购 2亿份剂量，使美国的疫苗供应量

翻倍，从而达成在 2021年夏天结束之前为 3亿美国人完成疫苗接种的目标。 

 

[1月 26 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地区法官蒂普顿（Drew Tipton）做出裁决，

决定在德州暂停执行新任总统拜登下达的 100日内暂停遣返大量移民的决定，拜

登雄心勃勃的移民举措迅速遭到法律挫败。 

 

[1月 26 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 84-15高票通过珍妮特·耶伦出任财政部

长的人事提名。耶伦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第 78 任部长，这也是美国财政部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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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6 日]  拜登签署了四项行政命令，以促进种族平等。这四项行政命令

分别是：第一，要求住房建设和城市发展部“采取必要的措施改正联邦住房政策

的种族歧视；第二，终止美国司法部对私人监狱的使用；第三，确保联邦政府尊

重部落主权；第四，将采取行动打击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种族仇视。 

 

 [1 月 27日]  拜登签署一系列行政令，以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创造高薪

工作，打造清洁能源的未来，建设现代化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恢复联邦政府的

科学诚信和循证决策，以及重新设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具体措施包括暂停核

发新的联邦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等。 

 

[1 月 28 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举行了一次旨在修复关系的会谈，特朗普承诺帮助共和党在 2022年国

会期中选举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 

 

[1月 28 日]  拜登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旨在加强医保和平价医疗法案，并

保护女性健康。一是允许美国民众在 2020 年 2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的“特殊登

记时间段”中根据需要进行医保的注册登记，以应对疫情；二是撤销特朗普政府

恢复的“墨西哥城政策”规定，该规定禁止提供堕胎咨询的国际非盈利组织接受

美国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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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交关系 

 

 [1 月 9日]  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放松对美台官员互动

的限制。美国在 1979 年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出台了一套限制美台官员

接触的复杂指导方针。蓬佩奥则在该声明中宣布取消所有的这些限制，并表示国

务院之前授权发布的对台关系的“接触指南”是无效的。 

 

[1月 14 日]  美国太空部队的大卫·汤普森将军表示，美国应充分利用其

伙伴关系，同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意图发展其太空能力的国家合作。他指

出，美国太空部队的传统合作伙伴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在过去

几年，美国同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挪威等北约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扩大；而在未来，美国将同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国家

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1月 14 日]  美国警方逮捕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称其涉嫌隐瞒与中

国政府的联系。这一起诉是美国司法部已实施两年的“中国行动计划”的最新行

动，该计划旨在铲除将敏感技术交给中国的科学研究者。 

 

[1月 15 日]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米勒宣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的驻军人数均缩减为 2500人。且在未来，驻伊、阿美军人数仍将继续缩减。 

 

[1月 15 日]  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尔表示，国防战略

的两大关键是建立伙伴关系和扩大在各领域的竞争空间，在拉美地区拥有具有强

大军事能力的伙伴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应在安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人员交流、

情报共享和人道主义等方面加强同拉美国家的伙伴关系；同时，美国在拉美地区

面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的威胁，中国正在萨尔瓦多、

牙买加等地寻求深水港口，试图控制巴拿马运河、进入巴西及其邻国的内陆航道

以及在该地区出售其 5G网络设备。 

 

[1 月 15 日]  美国国防部将原本由美军欧洲司令部管辖的以色列事务将划

归给美国中央司令部。这一举措的用意是，在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关系缓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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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美国将强化同以色列的关系以应对其在中东的共同威胁，并增进以色列

同美国的欧洲盟国的关系。 

 

 [1 月 20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虽然

他并不同意特朗普的所有做法，但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是正确的，他也

同意特朗普政府的看法，认为中国在新疆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在台湾问

题上，布林肯称美国将坚守承诺，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并支持美国与台湾扩大

接触。 

 

 [1月 20 日]  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NI)艾薇儿·海恩斯在参议院听

证会上表示，美国面对更加咄咄逼人且自信的中国的威胁，应当采取“强势立

场”。 

 

 [1 月 20日]  即将离任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阿吉特·派表

示，潜在的中国间谍活动及其对美国电信网络和互联网自由的威胁，是美国监管

机构未来四年将会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问题。 

 

 [1 月 21日]  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Anthony Fauci)向世

界卫生组织(WHO)表示，美国打算加入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并表示美国仍将是世卫组织成员国。该计划拟于 2021年年底前向全球

提供 20 亿剂新冠肺炎疫苗，并帮助穷国公平地获取新冠疫苗。 

 

 [1月 21 日]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推特(Twitter)封禁中国驻美大使馆的

账号，原因是“其一条推文捍卫了中国在新疆地区采取的政策”。 

 

 [1 月 22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

姆杜拉·穆希卜通电话。沙利文表示，美国将通过区域外交努力支持该地区的和

平进程，帮助该地区实现持久、公正的政治解决和永久停火。沙利文还明确表示，

美国计划审查 2020 年 2 月签署的《美国-塔利班和平协议》，评估塔利班是否兑

现了相关承诺。沙利文还承诺将与阿富汗、北约盟国和区域伙伴密切协商阿富汗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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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2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

薰通电话。沙利文强调了拜登政府对进一步加强美韩同盟的承诺。双方还就朝鲜

问题等区域议题、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进行密切沟通。 

 

 [1 月 22 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约翰·海顿在国家

太空安全协会在线活动“Space Time”上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以惊人

的速度研制反卫星武器和其他太空军事资产，这在太空领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国防部必须具备在冲突时期保障其在太空的机动性和拒敌于太空之外的能力。 

 

 [1 月 22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通电话，这是

拜登就任总统后与外国领导人的第一通电话。双方就深化美加关系、两国携手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加强汽车行业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 

 

 [1月 23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通电话。

拜登承诺将改变前任政府的移民政策，双方表示，将合作以阻止非法移民流向墨

西哥与美国，并将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1 月 23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通电话。拜登表

示，愿加强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强化跨大西洋关系。拜登还强调了北约

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通过多边组织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共同挑战的

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有关的外交政策协调事项。 

 

[1月 23 日]  美国总统拜登高级气候顾问们称，拜登上任第二周将发布更

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政策，并敦促中国履行减排承诺。 

 

[1月 23 日]  美国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LPDF）投票赞成建立新的临时行政机关的选举机制，而该

机制将指导利比亚 2021 年 12 月 24 日的全国大选。同时，联合声明强调，所有

利比亚和国际行为体都应采取步骤，以全面执行 2020 年 10 月 23 日签署的《利

比亚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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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3 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

压力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

而应与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将继续按照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

利益，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其表示，美国恪守《三个公报》、《台湾关系

法》和《六项保证》所概述的长期承诺，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为维护台湾海峡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1 月 24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举行电话会

谈。拜登表达了深化美法关系的愿望，并强调了通过北约、美国与欧盟伙伴关系

等途径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的意向。双方商定在多边组织等框架中协调解决气候变

化、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复苏等共同问题。双方还同意携手应对包括中国、中东、

俄罗斯和萨赫勒地区在内的共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1 月 24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梅

尔·本·沙巴特通电话。沙利文重申了拜登总统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并表

示美国将在区域安全议题上与以色列密切协商。双方讨论了在未来几个月中，在

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关系正常化协议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加强

伙伴关系。沙利文还发出了在短期内启动双方战略对话的邀请。 

 

 [1 月 25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举行电话会谈，

表达了深化两国关系、通过北约与欧盟等渠道振兴跨大西洋联盟的愿望。双方同

意在阿富汗、中国、伊朗、俄罗斯、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地区等共同外交政策重点

上携手努力。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复苏等议题深入交

流。 

 

 [1 月 25 日]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多个涉及中美关

系及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普萨基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拜登

政府将与国际盟友和合作伙伴沟通、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协调，并将通过跨部

门内部审视来审查和评估对华贸易关税、制裁中企等多项涉华议题，以“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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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理中美关系。在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将会继续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施加严格

限制时，普萨基并未给出确切回应，但表示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和窃取知识产权

活动仍然令人担忧。 

 

 [1 月 25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表示，拜登承诺将确保中

国企业不能滥用和盗用美国数据，并将确保美国的科技不支持中国的“邪恶行

动”。 

 

 [1 月 26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电话

会谈。拜登重申了美国对于北约集体防务及加强跨大西洋安全的承诺，并表达了

与盟国就阿富汗、伊拉克和俄罗斯等共同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合作的意图。双方还

就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安全等议题进行沟通。 

 

 [1 月 26 日]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詹姆斯·狄金森在米歇尔

研究所主办的一场直播活动中表示，美国在太空领域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严

峻挑战，美国必须捍卫其在太空领域的地位和利益。为此，他提出了五大战略计

划，包括了解竞争、建立指挥部以具备完整作战能力、建立联盟、保持在数字领

域的优势、整合商业和跨部门组织。 

 

 [1 月 26 日]  拜登自上台以来首次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通

话，提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两位领导人同意让各自的团队加紧工

作，在 2月 5日之前完成美俄之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双方还同意就军

备控制与新的安全议题深入探讨。拜登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的坚定支持，并

表达了对于太阳风黑客攻击事件、俄方干涉 2020 年美国大选、囚禁俄政府批评

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等活动的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透明的沟通。 

 

 [1 月 26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尔

诺通电话。这也是布林肯作为国务卿的首次通话。布林肯表示期待与加拿大密切

合作，加强更广泛的北美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在内

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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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6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

布拉德通电话。布林肯强调了安全、经济一体化、有序和人道化的移民方法，并

指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表示希望两国继续保持合作。布林肯还重申了

两国近 200年历史的双边友谊。 

 

 [1 月 26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通电

话。双方确认了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重要性。布林肯还强调了美日韩

继续合作的重要性及拜登总统加强美国同盟的承诺。 

 

 [1 月 26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通电

话。双方肯定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及其对印太地区和世界的重要意义。布林肯还

强调了拜登总统加强美国同盟的承诺，指出了美日韩三国继续合作、朝鲜实现无

核化的必要性。 

 

 [1 月 27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

了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还讨论了与中国、朝鲜有关的区域

安全问题，并确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必要性。拜登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

适用于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些争议岛

屿。双方还就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深入交流。 

 

 [1 月 27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

特·多瓦尔通电话。沙利文重申了拜登总统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双方还

就加强印太地区合作、促进区域安全、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在内的

全球挑战等议题深入交流。 

 

 [1 月 27 日]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努力保护美国电

信网络免受“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威胁，并点名华为。 

 

 [1 月 27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



 12 

德里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更新和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的途径。美方表达了加强美

法合作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及中国等共同关切。布林肯强调了美国对

北约及其集体防御义务的承诺。双方还就在萨赫勒地区继续加强合作达成共识。 

 

 [1 月 27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通

电话。双方讨论了加强美德合作的问题，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及中国、俄罗斯和

伊朗带来的挑战等话题达成共识。布林肯还强调了美国对加强美德关系及更广泛

的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 

 

 [1 月 27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

布通电话。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还讨论了英国担任七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边参与以及包括中国、伊

朗和俄罗斯在内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1 月 27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通电话。布林肯强调了拜登政府加强和振兴跨大西洋联盟的决心。双方还讨

论了“北约 2030”的改革报告，该报告为北约适应新的战略现实奠定了基础。此

外，他们同意开始探讨在 2021年上半年举行一次北约领导人峰会。 

 

 [1月 27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

恩通电话。双方表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包括通过多边组织和四方机制应

对如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卫生安全等共同挑战。 

 

 [1 月 27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与菲律宾外交部长特奥多

罗·洛钦通话时重申了强大的美菲同盟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意义，并强

调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在南海的

领海主张，认为中国主张的范围超过了根据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

允许其主张的海域。美方表示，将与东南亚国家一道抗衡来自中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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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7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敦·巴

穆威奈通电话。双方重申了美泰国防联盟的实力，并讨论了加强合作以促进印太

地区的开放。 

 

 [1 月 27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以色列外交部长加比·阿什

克纳齐通电话。布林肯重申了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强调了两国的紧密

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区域安全挑战及合作的重要性。布林肯还表示，美

国有意通过《以阿和平协议》来促进和平。 

 

[1月 27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就任国务卿的首次记者招待会

上表示，伊朗必须先重新遵守伊朗核协议，美国才会履行自身根据伊核协议作出

的承诺。 

 

[1月 27 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冻结前总统特朗普批准的向阿联酋和沙特阿

拉伯等国家的军售案，并将对这些交易进行审查。国务院表示，此举是让新政府

有机会重新检视军售案内容，以确保这些行动“能够促进其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 

 

 [1 月 28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

赛因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战略对话的后续行动，并重申了双方在《战略框架协议》

中商定的原则。布林肯表示美方将支持伊拉克大选，且承诺将与伊方合作，帮助

伊拉克实施基本的经济改革并增强两国的经济联系。 

 

 [1 月 28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通电话。布林肯表示，要帮助冲突各方实现持久和公正的政治解决及永久和全面

的停火，并承诺与阿富汗政府、北约盟国和其他盟友磋商，制定帮助阿富汗的集

体战略。 

 

 [1 月 28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

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何塞·博雷利通话，讨论了修复、振兴和深化美欧关系的

方法。布林肯强调，美国希望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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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加强跨大西洋数据合作以及经济合作。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有关中

国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强有力的合作。 

 

 [1 月 28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

马约通电话。布林肯表示，希望重建和加强美意之间的持久伙伴关系，并强调美

国希望与意大利合作，特别是在意大利担任 20 国集团主席国期间，以共同应对

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问题和中国在内的共同挑战。双方还同意继续在利比亚

进行合作。 

 

 [1 月 28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约旦外交大臣艾曼·萨法迪

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重申了两国双边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1 月 28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

纳莱迪·潘多通电话。双方表达了扩大美南贸易和投资关系等加强合作的共同愿

望，还讨论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合作。 

 

 [1 月 28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担任欧盟委员会冯德莱

恩内阁主任的比恩•赛博特通话。沙利文强调了拜登总统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

以及修复和振兴包括贸易和投资关系在内的美欧伙伴关系的决心。双方讨论了全

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卫生安全等方面美欧密切合作的重

要性。双方还同意在中国、土耳其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共同努力。 

 

 [1 月 29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通电

话。布林肯重申了美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印度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

重要性、通过四方机制扩大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关于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区域发展以及扩大双边关系等议题。布林肯还表示，希望双方能在第一时

间亲自见面。 

 

 [1 月 29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赫·马

哈茂德·库雷希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继续加强美巴合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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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表达了对地区稳定的支持，强调了扩大双边贸易的潜力。  

 

 [1 月 29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

基·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非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加强民主体制，维护

持久和平与安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贸易和投资，并促进卫生安全。 

 

 [1 月 29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新西兰外交部长纳纳亚·马

胡塔通电话。双方承诺密切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加强多边组织内合作，

支持太平洋岛国促进人权、法治和区域稳定。布林肯还表示，新西兰将作为 2021

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国，对此美国将予以支持配合。 

 

 [1 月 29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瑞典外交部长、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当值主席安·林德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保持关注、

解决白俄罗斯持续的大选后危机、推进明斯克集团联合主席进程以帮助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谈判等问题。布林肯表示，美国支持瑞典的欧安组织主席职位，并支

持其在欧安组织的工作及进展。 

 

 [1 月 29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克劳迪

娅·布鲁姆通电话。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期待并承诺将与哥伦比亚合作，以振

兴疫情后的经济。双方还讨论了关于恢复委内瑞拉民主和经济稳定的共同承诺，

并强调了努力满足在哥伦比亚和整个地区的委内瑞拉移民的人道主义需求的重

要性。 

 

 [1 月 29 日]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将对前总统特朗普

实施的所有国家安全措施进行审查，包括 2020 年 1 月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

协议。 

 

 [1 月 29日]  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等 7家智库联合举办的“2021接力棒交

接”对话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谈及美中战略竞争时，不断

强调要首先从国内重建美国自身，要强化和重振美国盟友关系，要加大对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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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子电脑、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的投资，并就新疆、香港、台湾

等问题准备采取行动以向中国施加压力。 

 

 [1 月 29 日]  美国军方表示，过去一周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飞行没有对该

地区的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构成威胁，但中国的行为无疑破坏稳定且具有挑衅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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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经济 

 

 [1 月 5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启动系列 5G 技术军用试验，并已完成

首次试验。该系列试验第一批站点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第二批站点正在筹建。此

举将大大提高军事通讯的效率、加强美军战斗能力并促进 5G 商用技术的进步。

同时，国防部还发布了《5G 战略实施计划》。 

 

 [1 月 14 日]  拜登在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就经济和疫情发表电视讲

话，公布了一项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救助方案包括用于强化疫情

应对与疫苗推行的 4,150亿美元；直接对家庭提供救助的约 1万亿美元；以及对

受疫情冲击特别严重的小型企业与社区提供约 4,400亿美元。 

 

[1月 15 日]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宣布，美国财政部批准了超过

120亿美元的薪金支持，用于支持主要的航空客运公司和工人。 

 

 [1 月 15 日]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伦·洛德在与哈德逊研究所的在线讨

论中表示，美国应当将更多的工业基地带回美国及其盟国、培养强大的研究团队、

改革国防采购程序、并协调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和公共部门的资源和需求，以夯

实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1 月 19 日]  美国商务部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了 2021-

2025 年《蓝色经济战略计划》，为发展美国的蓝色经济和增强全球海洋经济制定

了路线图。该战略计划希望通过多方举措推进海上运输、海洋勘探、海产品竞争

力、旅游业和休闲业以及沿海恢复力五个方面的发展。 

 

[1 月 20 日]  应拜登总统的要求，代理教育部长将继续延期暂停联邦学生

贷款的偿还，并将利率保持在 0％。这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已面临着难以维持日常

生活的困难，拜登政府认为不应再迫使其偿还学生贷款以加重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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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 日]  拜登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将为全国的在职家庭、社区

和小型企业提供公平的紧急经济救济，包括扩大食品救助计划、帮助困难群体领

取刺激补贴、恢复对联邦雇员的保护、将联邦最低薪资提高至 15 美元等措施。 

 

 [1 月 25 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以确保联邦政府将使用纳

税人的钱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这些商品需要由美国工人制造，且由美国制造的

零件组装而成。该行政令旨在支持美国的制造商、企业和工人，确保联邦政府将

投资于大小型的美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更好地恢复经济。 

 

[1月 26 日]  美国新任财长珍妮特·耶伦致函财政部 84，000名公务员。

耶伦在信中表示，她希望带领全体财政部工作人员帮助美国共度疫情危机，改善

疫情冲击下的美国公众的生活；希望在气候危机、国内种族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

这三个长期目标方面得到财政部下属各部门的支持；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和每

个部门的负责人会面，聆听各部门的工作建议。 

 

[1月 27 日]  拜登签署了一系列新的行政令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暂停核

发联邦领土上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以及削减化石燃料补贴。 

 

[1月 28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参加了一场与小企业主的视频讨

论。耶伦听取了这些小企业主在疫情期间的遭遇，并强调了拜登总统提出的美国

救援计划，以及该计划将如何帮助包括小企业主在内的数百万人渡过难关。耶伦

还强调，向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和少数民族储蓄机构等机构投资，可以帮助在这场

危机中落后的小企业获得所需的资源。 

 

 [1 月 28日]  据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

为-3.5%，为 2009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且创 1946年以来新低。 

 

[1 月 29 日 ]  GameStop Corp. (GME)、 AMC 娱乐控股公司 (AMC 

Entertainment Holding Inc., AMC)和 BlackBerry Ltd. (BB)的公司股票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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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令人瞠目的上涨行情，颠覆了对冲基金和散户投资者之间的传统秩序，专业

机构和散户投资者之间出现激烈交锋，前者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后者则

在社交媒体上对机构发出嘲讽。而与此同时，这种狂热的交易活动也在引发监管

和法律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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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经济 

 

[1月 3日]  美国国务院以防止古巴军方从金融交易中获益为理由，宣布将

古巴国际金融银行（BFI）列入限制名单，禁止美国企业与其交易。 

 

 [1 月 4-11 日]  2020年 12月 31日，美国纽交所据特朗普签署的“阻止

美国人投资包括中芯国际和海康威视在内的 35 家中国公司”行政令，宣布将摘

牌中国三大通讯运营商的股票。 

4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香港）分别发布公告，表示尚未收

到纽交所下市决定的通知。4日晚，纽交所又称在与有关监管机构进一步协商后，

将不再推进中国三大运营商的摘牌事宜。 

6日，纽交所态度出现反转，表示将继续推进对总统特朗普行政命令覆盖的

三家中资电信公司的摘牌程序。 

11 日，纽交所盘前交易开始前暂停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三

家公司在美上市股票的交易，并表示这三家公司有权要求纽交所董事会的一个委

员会进行评估，一旦上诉完结，该交易所将最终提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批准这三家公司股票退市。 

 

 [1 月 5日]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在美禁止八个中国相关应用程序使

用，包括支付宝支付平台、微信支付、QQ 钱包和腾讯 QQ、Camscanner、茄子快

传(SHAREit)、Vmate 和 WPS Office。 

 

[1月 7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考虑到针对其他贸易伙伴数字服务

税的“301 调查”已取得重要进展，但还没作出关税惩罚措施决定，美国贸易代

表决定暂不执行对法国加征关税计划。 

 

 [1 月 11 日]  美国三家投行——摩根大通(JPMorgan)、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计划将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500

只结构性产品退市。 

 



 21 

 [1 月 13日]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伦·洛德在五角大楼简报会上表示，

国防部于去年 12月建立的“可信资本市场”已得到了诸多企业和投资者的加入。

“可信资本市场”是为可信任的国防投资者和国防工业、技术公司进行匹配的在

线平台。平台内的投资者和企业均受到严格的事先审查，以确保其不受外国对手

资本的控制。洛德以中国的海外并购与投资为例论述该平台的必要性。 

 

 [1 月 13 日]  特朗普签署一项修订版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或持有中

国军方相关企业的证券，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在 2021 年 11 月 11 日之前完成全部

撤资。原有禁令为特朗普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签署的 13959 号行政令，原有限

制为禁止美国投资者在 2021年 11月 11日之后购买中国军方相关企业的证券。 

 

 [1 月 13 日]  特朗普政府宣布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棉花和番茄，以及所

有用这些原料制成的产品，无论这些产品是直接从中国进入美国，还是从其他国

家进入美国，理由为该地区的“人权侵犯问题和劳力强迫问题”。 

 

 [1 月 14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NOOC）列入实体名单，将中国公司天骄（Skyrizon）加入军事最终用户(MEU)

名单。美国商务部认定，这两家公司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中海油帮助中国

在南中国海恐吓邻国，天骄航空则有能力开发、生产或维护军用项目，如军用飞

机引擎。 

 

 [1 月 14日]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根据名为

“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ICTS）供应链的安全”的行政命令发布了临时最

终规则。此规则确定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尼古拉·马杜

罗（马杜罗政权）为外国对手，并禁止美国企业从这些“对手国家”处购买通信

技术。根据新规，来自这些国家的通信硬件、软件及其他设备可能会因存在安全

风险而被禁。该规定将在 60天内生效。 

 

 [1 月 14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 2020 年度“恶名市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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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otorious Markets List）”，将 39 个在线市场和 34个实体市场列入恶

名市场，其中包含淘宝、百度网盘等多家中国公司和义乌国际商贸城、深圳华强

北电子商场等多家商场。该清单是为了促进私营部门和政府采取适当行动，以减

少盗版和假冒产品。莱特希泽在声明中指出“向美国消费者推销和销售的盗版和

假冒伪劣外国产品是损害美国创造者和美国消费者的最大风险”。 

 

[1月 14 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中国、古巴、俄罗斯和委内

瑞拉以及在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施加了新的技术管制措施，以防止美国人支持未

经授权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项目，包括武器输送系统和生产设施。BIS也扩大了

对相关国家出口、再出口和转移（国内）许可证要求。 

 

 [1月 15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2020 年中国 WTO 合规

报告》。报告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期望、中国履行世贸组

织义务情况、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情况四个方面组成，并介绍了美国对中国贸易

关切，提出了第二阶段中美经贸协议谈判的建议方向。报告的核心要点在于：尽

管中国积极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是中国并没有积极履行对于世贸组织的

义务，中国扭曲的市场政策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在第二阶段谈判过程中，

重点应放在过剩产能、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 

同日，美国发布了俄罗斯 WTO合规报告。 

 

 [1 月 15 日]  小米集团和其他八家企业已被列入美国国防部“中国军

事和安全公司”名单，这意味着美国投资者很快将被禁止购买小米集团的股

票。但美国不再准备将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这三家总市值约 1.4 万亿美元的

企业加入这份黑名单，将允许美国人继续投资。 

 

[1月 15 日]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发布法规，以执行

2020年 7月 14日的 13936号行政命令“总统关于香港正常化的行政命令”，该

法规包括一些解释性和定义性指南以及附加的一般许可和许可政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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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各部门及审查机构着手调整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联邦政府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 

 

[1月 16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称，特朗普指

示美国政府部门设法将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降至最低，以便减少情报刺探活

动的风险。 

 

 [1 月 17日]  特朗普政府通知包括芯片生产商英特尔(Intel)在内的几

家华为供应商，撤销部分对华为销售产品的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其他几十个向华

为供货的申请。 

 

 [1 月 19日]  珍妮特·耶伦在财政部长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

的战略竞争对手，未来中美的战略竞争会主要集中在经济及科技领域，而焦点就

在半导体、5G与金融科技等领域。耶伦还指出中国产业补贴、技术窃取、人权、

劳工、环境、腐败等问题，并指出拜登政府会更加注重和盟国合作对中国施压。 

 

 [1 月 26日]  拜登商务部长提名人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商

务部长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

为，同时也要投资美国制造业，使生产回归美国，并将保护美国电信网络不受华

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的影响，但她拒绝承诺会继续将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列入

经济黑名单。雷蒙多也承诺采取“强势”行动来应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并表示她

将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1 月 27 日]  全球主要股指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公司表

示，在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人投资某些中国公司的命令尚未更新的情况下，将把

中国广核集团、中国化工、中国核能电力、中国船舶重工和浪潮国际五家中国公

司从其旗舰全球证券指数中剔除出去。 

 

 [1 月 27 日]  美国财政部推迟了特朗普颁布的禁止美国人投资被怀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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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的禁令，原因是可能有些公司名称与中共军工公司名称非

常吻合但不完全吻合。拜登政府已将原定于 1 月 28 日的期限延长至 5 月 27 日。 

 

[1月 27-29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与英国财

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法国财政部长、经济和复苏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和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分别进行了

电话交谈。双方主要讨论了合作抗疫、刺激经济复苏、打击不平等、应对气候变

化、对跨国公司收入进行有效和公平征税等问题，并表示在双边和多边问题上将

密切合作。 

 

 [1 月 28 日]  美国商务部开展对木制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表示，已裁定来自中国的木制模具和其他木工制品给美国

木制品行业造成损害。 

 

 [1 月 29 日]  美国农业部表示，美国向中国出售了 210.8 万吨美国玉

米，超过了中国此前在 2020 年 7 月的最大单日购买的 193.7 万吨美国玉米，这

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单日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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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社会 

 

[1 月 6 日]  特朗普的支持者侵占国会大厦后，推特(Twitter)、脸书

(Facebook)以及 Snap 暂时冻结特朗普的帐号。 

 

[1月 8日]  推特（Twitter）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帐号。 

 

 [1月 9日]  苹果将社区网络服务 Parler 从苹果应用商店下架，称 1月 6日

围攻国会大厦的参与者利用 Parler来协调行动。此前，因 Parler 拒绝整改，谷

歌已将 Parler从其应用商店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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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总统乔·拜登的 1 月外事通话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1月 22日 
加拿大总理 

贾斯廷·特鲁多 
美加关系、疫情、气候变化 

1月 23日 

墨西哥总统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美墨关系、疫情、移民政策 

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 

英美关系、跨大西洋关系、疫情、

气候变化、中国、伊朗、俄罗斯 

1月 24日 
法国总统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美法关系、跨大西洋关系、疫情、

气候变化、中国、中东、俄罗斯、

萨赫勒地区 

1月 25日 
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 

美德关系、跨大西洋关系、疫情、

气候变化、阿富汗、中国、伊朗、

俄罗斯、乌克兰、西巴尔干地区 

1月 26日 

北约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北约及集体防务、跨大西洋安全、

疫情、气候变化、阿富汗、伊拉

克、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延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 

1月 27日 
日本首相 

菅义伟 

美日同盟、印太地区、疫情、气候

变化、《美日安保条约》、钓鱼岛

问题、朝核问题、中国、朝鲜 

 

表 2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 1 月外事通话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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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6日 

加拿大外交部长 

马克·加尔诺 

美加关系、北美伙伴关系、疫情、

气候变化 

墨西哥外交部长 

马塞洛·埃布拉德 
美墨关系、移民问题、疫情 

日本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 
美日同盟、美日韩合作、印太地区 

韩国外交部长 

康京和 

美韩同盟、美日韩合作、印太地

区、朝核问题 

1月 27日 

法国外交部长 

让·伊夫·勒德里昂 

美法关系、跨大西洋关系、北约及

集体防务、疫情、气候变化、萨赫

勒地区 

德国外交部长 

海科·马斯 

美德关系、跨大西洋关系、气候变

化、中国、俄罗斯、伊朗 

英国外交大臣 

多米尼克·拉布 

美英特殊关系、疫情、气候变化、

中国、俄罗斯、伊朗 

北约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跨大西洋关系、《北约 2030》报

告、拟举行 2021年北约峰会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玛丽斯·佩恩 

美澳关系、印太地区、疫情、气候

变化 

菲律宾外交部长 

特奥多罗·洛钦 

美菲同盟、印太地区、《美菲共同

防御条约》、中国南海问题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敦·巴穆威奈 
美泰国防联盟、印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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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外交部长 

加比·阿什克纳齐 
美以关系、《以阿和平协议》 

1月 28日 

伊拉克外交部长 

福阿德·侯赛因 

美伊关系、美伊《战略框架协

议》、伊拉克大选、伊拉克经济改

革 

阿富汗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 
阿富汗和平进程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

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 

何塞·博雷利 

美欧关系、跨大西洋关系、疫情、

气候变化、数据合作、经济合作 

意大利外交部长 

路易吉·迪马约 

美意关系、疫情、气候变化、中

国、利比亚 

约旦外交大臣 

艾曼·萨法迪 
美约关系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

长 

纳莱迪·潘多 

美南贸易和投资、疫情（新冠疫

苗）、气候变化 

1月 29日 

印度外交部长 

苏杰生 

美印关系、印太地区、疫情（新冠

疫苗）、双方会面期望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 

沙赫·马哈茂德·库雷希 

美巴关系、阿富汗和平进程、贸易

合作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穆萨·法基·穆罕默德 

美非关系、民主与和平、贸易与投

资、卫生安全 

新西兰外交部长 

纳纳亚·马胡塔 
美新关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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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外交部长、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当值主席 

安·林德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白俄罗斯

大选后持续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谈判问题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 

克劳迪娅·布鲁姆 

美哥关系、疫情、委内瑞拉民主和

经济稳定、委内瑞拉移民的人道主

义需求 

 

表 3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 1月外事通话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1月 22日 

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 

哈姆杜拉·穆希卜 

阿富汗和平进程、美国审查《美国-

塔利班和平协议》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 

徐薰 

美韩同盟、朝核问题、疫情、气候

变化 

1月 24日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 

梅尔·本·沙巴特 

美以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巴

林、苏丹和摩洛哥的关系正常化 

1月 27日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 

阿吉特·多瓦尔 

美印关系、印太地区、疫情、气候

变化 

1月 28日 

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内阁

主任 

比恩•赛博特 

美欧关系（贸易和投资等）、跨大

西洋关系、疫情、气候变化、中

国、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