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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资产冻结政策与中国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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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资产冻结由于具有可升级性、较小的成本和国际负面影响、较好的制裁效果等特性，所以往往是最先被采用
且贯穿于整个金融制裁过程的制裁手段，在金融制裁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热衷于对他国实施资产冻结政策，其法律依
据和实施程序也在实践中逐渐发展成熟。历史上，美国曾大规模地长期冻结中国在美资产，而在美国将中国锁定为竞争
对手进行遏制打压后，两国激增的矛盾或将增加中国在美资产遭受冻结的风险。为应对美国资产冻结政策，中国可以采
取诸如加强美国制裁机制研究、建立预警反制机制、促进中美经济融合以及增加在美资产流动性等措施来规避制裁，减少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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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抗已经让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特朗普政府在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正式将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 ① ，之后又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在政治和商贸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打
压，导致“中美之间复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凸显”[1]。2020 年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两国陷入新
的旋涡之中。美国方面指责中国掩盖疫情传播，要求中国为全球疫情蔓延负责，甚至企图拒绝偿还中国持
有的美国国债，以赔偿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损失[2]。虽然中美贸易摩擦致使中国适当减持了美国国债，但是截
至 2020 年 6 月，中国仍持有美国国债 10744 亿美元②，为美国国债第二大持有国。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很大

的风险。因为如果两国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美国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冻结中国在美资产。毕竟，
仅仅在两年前的 2018 年 9 月 20 日，美国还宣布制裁中国官方机构——中国装备发展部及其领导人李尚福，
冻结其在美资产。美国资产冻结政策始终是中国在美资产的潜在威胁。

当前，学界对美国对外资产冻结政策的研究，仅能散见于部分经济制裁和金融制裁研究成果之中，缺乏
针对性。虽然偶有对资产冻结单独进行研究的成果，但一般讨论的是资产冻结在反恐领域的制度建设和作
用[3~4]，或资产冻结政策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性等问题[5~6]。这些研究可能无法满足应对美国对外资产冻结政
策的需要。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美国的资产冻结政策有一个清楚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
对策措施，以规避和减少美国可能的对华资产冻结政策所引起的巨大损失。本文梳理了美国资产冻结的法
律依据和实施程序，分析了资产冻结在金融制裁手段中的相对优势，介绍了美国对华资产冻结的实践，并在
减小美国资产冻结对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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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资产冻结政策的法律依据
资产冻结是金融制裁最基本的执行手段，表现为国家为实现特定目标，封锁处于己方控制之下的特定
个人、组织或国家的资产，禁止其取现、交易和转移。民族国家或国际行为体间的经济制裁关系构成了现代
国家对外行为的一种政治交易模式[7]。为了让这种模式更具效率和威力，美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国
内有关制裁的法律和程序。当前，美国国内与资产冻结相关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这些法律按照其地
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基础型法律。美国现行的与资产冻结相关的基础性法律主要有两部，分别是 1976 年的《国家紧急

状态法》和 1977 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这两部法律相互配合补充，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认为国家安

全或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在紧急状态下，总统有权采取包括资产冻结在内的制
裁措施来消除外部威胁。
第二，补充型法律。这类法律主要是对基础型法律规定的制裁程序作进一步的补充，以便更快捷和高
效地运用制裁手段来达成对外政策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爱国者法案》。由于进入紧急状态需要国
会批准，所以可能延误时机。而《爱国者法案》规定，在美国成为敌对力量攻击目标的情况下，总统可以在国
家非紧急状态下直接制裁这些对象，从而提高效率，其制裁措施就包括直接冻结相关人员资产。
《爱国者法
案》为美国的金融反恐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有力地打击了国际恐怖主义。
第三，其他类型法律。这类法律一般不涉及制裁的程序，只针对特定的事件或局势而颁布，规定制裁的
具体内容。这类法律较多，主要包括专用型法律、
《国防授权法案》和总统行政命令等。专用型法律是国会
根据现实局势需要颁布的，对特定国家和组织进行制裁的法律，例如针对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针对
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以及针对俄罗斯等国的《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
《国防授权法案》是美
国每年颁布的关于美国国防经费预算以及国防职权行使的法律，其内容会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利益的变化
而调整。该法案中常会包含与资产冻结相关的条文，来新增或调整针对某些制裁对象的制裁政策。美国总
统还时常会根据局势需要发布各种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与资产冻结相关的总统
行政命令也可以作为政策实施的法律依据，以此冻结相关对象的资产。

二、美国资产冻结的实施程序
在不断完善的法律框架下，美国资产冻结政策的实施程序也逐步成熟，成为美国金融制裁的重要执行
手段，也成为美国实现其外交目标的重要政策选项。作为一项对外政策，美国资产冻结政策会经历政策决
策、政策制定和监管与政策执行三个阶段，涉及的相关部门包括决策部门、制定和监管部门与执行部门。
（一）政策决策阶段
资产冻结的决策阶段是指决定是否启动制裁的阶段。一般说来，主要是由美国总统决定是否启动制
裁。总统是美国行政部门的首脑，在决定是否实施制裁政策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8]。美国的相关法律，
如《国家紧急状态法》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爱国者法案》，赋予美国总统很多制裁权限。因此，美国总统
可以根据局势来自由判断是否启动制裁，冻结目标资产。而且，美国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本身就具有法律
效力，
可以作为执行制裁的法律依据，这让总统在作决策时拥有很多便利。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美国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来参与或影响制裁行为。在总统和国会意见相左时，国会
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总统的自由裁量权，迫使总统执行相关政策。当然，总统也可以动用否决权制约国会
的立法活动。一般来说，由于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构，所以其制裁政策的进程往往较为缓慢，在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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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缺乏灵活性，但其政策的执行一般更为严厉。
（二）政策制定和监管阶段
资产冻结的政策制定和监管阶段指的是将决策部门的决策转换为具体政策予以执行并监管的阶段，是
整个政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基于此，美国设立了多个部门进行协调，分工合作。其中，美国国务院反金
融威胁和制裁办公室（TFS）与美国财政部恐怖主义及金融情报办公室（TFI）是两个主要负责制裁事务的部
门，
而 TFI 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是专门负责执行和监管资产冻结政策的部门。

TFS 是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对外制裁的机构，它包含经济制裁政策和执行办公室（SPI）以及金融威胁对

策办公室（TFC）两个主要部门。这两个部门与其他机构相互协调配合，统筹与制裁有关的各项工作。这些

工作包括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启动、调整或终止针对特定国家的制裁；制定实施制裁的具体战略；建立打
击恐怖主义金融的国际支持；向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提供外交政策指导；确
保美国金融体系不受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影响等。总的来说，其工作内容为通过制裁最大化针对美国政
策目标的经济作用，并最小化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损害③。
TFI 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制定和执行制裁的部门，它是一个综合性机构，主要由四个部门组成。
（1）恐怖融

资和金融犯罪办公室（TFFC）是 TFI 的政策制定和外联机构，其工作涉及执法、监管、政策、外交和情报体系
等在内的国家安全体系的所有要素。
（2）情报与分析办公室（OIA）是 TFI 的情报机构，它将财政部纳入更大的

情报体系，并向财政部领导和情报机构体系提供支持。
（3）金融犯罪执法网（FinCEN）是 TFI 的下属机构，它

支持执法调查并且促进针对国内国际金融犯罪的跨部门和全球合作，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国内和世界范围
的趋势及模式的策略分析。
（4）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是 TFI 的执行部门，也是与资产冻结相关的最重
要的部门④。

除 OFAC 外，其他三个部门大多起到制定政策、提供指导、搜集分析情报、争取国际支持等作用。OFAC

则是直接负责资产冻结执行和监督的部门，主要承担拟定名单、申请审查和处罚违令者三大职责。
（1）拟定
及调整被制裁者名单。OFAC 会根据总统的行政命令或者签署的法案拟定具体的被制裁者名单，该名单被
称为“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SDN）。该名单虽然由 OFAC 制定，但在确定名单人员时，OFAC 一般会与相关部
门进行磋商，如与 TFS 进行情报交换，以对相关的个人和实体进行甄别。SDN 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

企业、组织或其他实体。OFAC 会根据需要新增或移除名单中的对象。截至 2020 年 8 月，该清单长度已经达
到 1400 多页⑤，这意味着数万人员或机构正在被制裁。清单中的个人和实体将被冻结资产，一般会被禁止交

易。
（2）审查解冻许可申请。被冻结资产者如果认为冻结存在错误或者存在特殊情况需要使用被冻结的资
产，可以向 OFAC 提出申请，除解冻资产外，也可以向 OFAC 提出申请与特定的对象进行交易或获得必要的
金融服务。
（3）违法处罚。OFAC 一般禁止包括海外分支机构在内的美国金融体系各金融机构，以及美国的

企业和个人，与被制裁名单上所列的对象进行金融贸易活动。一旦金融机构发现交易对象在制裁名单上，
必须冻结其资金、债券、股票等资产。对违反规定的责任人，OFAC 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民事处罚。
（三）政策执行阶段

资产冻结的执行阶段是指最终将资产予以冻结的操作阶段。一般而言，资产冻结主要由银行等金融体
系进行最后的执行操作。银行是资金储存和流动的主要渠道，它可以轻易冻结账户中的资金，禁止金融交
易，因此成为主要的资产冻结执行单位。除银行账户外，金融证券等资产也属于可冻结对象。证券交易所
负责证券类账户的管理和转账，一旦发现证券账户属于被制裁对象，这些账户也将被冻结。另外，通过对银
行等金融体系的监管，还可以得到受制裁对象和受制裁国金融机构的各项情况，诸如受制裁对象之前的交
易记录，受制裁国金融机构的产品、市场和客户等信息。这些信息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情报，并为 OFAC 制定
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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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阶段就是美国资产冻结的主要政策流程，美国资产冻结的各阶段和对应的负责部门之间的关
系可以用图 1 表示。如图 1 所示，在决策阶段，美国总统和国会通过行政命令或立法来做出决策，确定是否

采取制裁以及制裁的主要目标。在实施阶段，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等相关机构搜集分析情报、制定政策并提
供政策指导，OFAC 根据情报和政策指导来拟定具体的制裁名单和制裁项目，并予以发布。在具体执行阶
段，
美国银行体系根据 OFAC 拟定的具体制裁名单冻结其名下账户的资产，
从而将资产冻结政策最后落实。

图 1 美国资产冻结政策实施流程

三、资产冻结相对于其他金融制裁手段的优势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网络未建立之前，资产冻结就是主要的制裁手段。随着美国世界金融霸主
地位的确立，其金融制裁手段开始多样化，但资产冻结始终是美国金融制裁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手段。在美
国的金融制裁实践中，资产冻结政策往往最先被采用且贯穿于整个金融制裁之中，具有很强的信号作用。
而在配合其他制裁手段并逐渐升级制裁力度的情况下，资产冻结也可以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从而有效发挥
其惩罚作用。结合制裁的动机、制裁手段特性以及相关案例分析，我们发现资产冻结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
为资产冻结与其他金融制裁手段相比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第一，具有可升级性。一般来说，对外制裁的政策动机主要有惩罚、阻止或强制性改变[9]，而不是摧毁。
这就要求对外制裁手段可以逐步升级，层层加压，如此便可以在制裁中逐步试探目标的反应和态度，进而决
定进一步的行动。所以在制裁初期，制裁手段需要留有余力。另一方面，就制裁的表达性功能而言，制裁行
为可以表达自己对“不受欢迎”行为的不满。它相比于一般外交政策或不作为更能引起目标的重视。虽然
说制裁手段越严厉，其表达的信号越清晰，但启动制裁本身所传达的信号就比一般外交手段更加强烈，它对
于发起国、目标国和其他国家都具有现实意义。这也决定了制裁发起国一般不会在制裁伊始就采取特别严
厉的制裁手段。
美国常见的金融制裁手段主要有资产冻结、禁止金融交易、禁止对方银行使用（或利用第三方银行使
用）美国金融系统以及禁止对方进行国际贸易的美元支付结算四种。这四种制裁手段在制裁力度和范围上
是逐渐递增的，其威力也逐步增强。相比较可知，资产冻结是一种基本的金融制裁手段，相对于其他制裁措
施来说并不算严厉，尤其是以某些个体为制裁对象的资产冻结措施，其造成的影响有限，刚好可以满足制裁
的可升级性要求。因此，考虑到制裁的政策动机和所要表达的政策信号，资产冻结一般都是制裁政策中第
一批被采用的金融制裁手段，以便预留升级制裁的空间。在后续的制裁过程中，制裁发起国会根据被制裁
国的反应，
逐渐升级其制裁手段，扩大制裁范围并增强制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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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较小的成本和国际负面影响。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强制经济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置换。任
何一种制裁措施都会同时对双方产生经济影响。由于双方对影响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制裁对双方
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手段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相同。四种主要金融制裁手段的制裁力度
和范围是逐渐增加的，但制裁难度和负面影响也是递增的，资产冻结是负面影响较小的制裁措施。除他国
的报复外，资产冻结一般不会使本国遭受损失。而且资产冻结政策易于执行，在相关部门拟定制裁清单后，
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仅需按照清单所列照本宣科即可。这也意味着资产冻结的政策成本低廉。
另外三种金融制裁手段虽然威力更强，但也更容易使自身遭受损失并招致国际负面影响。例如，禁止
双方的金融交易会让国内的金融机构遭受损失，禁止对方银行使用（或利用第三方银行使用）美国金融系统
会牵连到第三方，禁止对方进行国际贸易的美元支付结算则会对所有潜在的交易方造成损害。美国的制裁
政策给相关方面造成的损失越大，就越容易引起反抗和不执行。制裁行为导致的金融交易缺口也时常会招
致背后交易行为发生。而且，除资产冻结外，其他金融制裁手段必须依靠美国强大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才
能有效实施。美国利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不对称地位来限制对方的权限，
胁迫第三方金融机构甚至中立的结
算系统为己所用的做法，会成为世界摆脱美元依赖的强大动力，迫使其他国家采取更多的去美元化措施。
换言之，美国越使用这种金融权力，就会越失去这种权力。然而资产冻结政策的实施并不完全依赖美国的
世界金融霸主地位，任何国家通过相关立法都可以冻结处于本国控制之下的外国人资产。虽然存在由于害
怕资产被美国冻结而部分撤离资本的可能性，但是，美元的世界流通货币地位和美国市场强大完善的金融
体系会给处于美国金融体系中的资产提供天然的便利性和相对的安全性，进而削弱资本撤离的可能性。
第三，较好的制裁效果。虽然针对个体的资产冻结措施造成的影响有限，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资产冻结
也会造成可观的杀伤力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针对一国政府或某一类对象的资产冻结，在配合其他制
裁措施的情况下，
常常效果显著。如二战时期，
美国冻结了日本的全部在美资产，
总数约为 1 亿 3000 万美元[10]。
在围绕资产冻结的交涉过程中，形成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11]，从而加速了日本的失败。又如，在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时，美国迅速冻结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境外资产，以防止伊拉克动用这批资金并用于入侵。由于美
国持续冻结伊拉克资产，并制裁了伊拉克未来的石油收入，导致伊拉克政府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最终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再如在针对恐怖主义的资产冻结中，美国通过资产冻结措施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链，
阻断恐怖组织的财源，使其进行恐怖袭击的能力降低，抗打击能力变弱。另外，当目标国有大量资产在本国
管辖之下时，资产冻结会使目标国遭受较大损失，这种威胁可以演变为一种政治筹码。

四、美国对华资产冻结的实践
在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后，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于将制裁作为压力外交的政策手段。新中国成立
后，
美国曾先后多次对华实施制裁，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制裁就是以资产冻结的形式展开的。
1950 年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定，时任总统杜鲁门于 12 月 16 日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

政府随即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管制，禁止所有美国船只进入中国港口，并宣布将中国的全部境外资产置于
美国政府的管辖之下。作为反制，周恩来总理于 12 月 28 日签署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

存款的命令》，宣布管制中国境内的所有美国政府和企业财产，并冻结中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司
存款[12]。
关于双方被冻结资产的具体数额，中方并未公布详细的数据。据美国司法部国外赔偿清算委员会的统
计，中国政府冻结的美国国民的私人资产总额约为 1.9 亿美元⑥。而关于美国政府冻结的中国资产的数额，
奥克森伯格在给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对被冻结的中国资产情况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项目清单（见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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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政府冻结中国资产清单
项目
美国银行存款
其他国家银行存款
期票、汇票、债券
美元证券
其他资产
总计

数额
3000 万美元
2350 万美元
600 万美元

备注
中国取出其中 1700 万美元

1560 万美元
140 万美元

7650 万美元

1979 年 5 月 11 日，中美签订《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索赔问题的政府间协议》，

对如何解决被双方冻结的资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协议，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中国资产，而中国则
需支付美国 8050 万美元，其中首付 3000 万美元，余下 5050 万美元分 5 年付清，每年 10 月 1 日前支付 1010 万

美元⑦。从 1950 年美国宣布冻结中国资产到 1979 年两国签订解决协议，美国冻结中国资产近 30 年。而且正
是在这次针对中国的资产冻结中，美国成立了 OFAC。

在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制裁措施。1989 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

取制裁，停止或延迟对中国的贷款等。除针对中国政府外，美国还针对中国个人和企业采取了许多第三方
制裁措施。如 2006 年，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等四家企业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
2008 年，美国又对中国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公司和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
业实施制裁；2012 年，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和昆仑银行被美国制裁；2016 年 3 月，美国宣布对中国中兴通讯实
施出口限制措施；2018 年 9 月 20 日，美国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进行制裁，原因是

美国认定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从俄罗斯购买的苏-35 战机和 S-400 导弹违反了不得与俄进行“重大交

易”的禁令，美国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装备发展部的出口许可、外汇交易、金融交易并冻结装备发展部在美资
产，
并将李尚福部长加入 SDN，
冻结其在美资产并禁止交易⑧。

在美国对华制裁的案例中，1950 年发起的制裁是针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规模最大的资产冻结政策。在该

次制裁中，美国冻结的中方资产小于中国管控的美国资产，这表明中国并没有在制裁中遭受明显的损失。
然而，这主要是由当时中美悬殊的经济水平导致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实际上，在美国资产冻结的
其他众多案例中，资产冻结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因为核问题对伊朗展开的制裁中，美国以资
产冻结为基础，于 2005 年 6 月授权冻结了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参与伊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人员及其
支持者的资产⑨，被制裁的与伊朗核问题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在短短一年内从 20 多个增加到了 50 个[14]。为进

一步向伊朗施压，美国于 2006 年开始制裁伊朗的银行体系，冻结了数十家伊朗银行在美国司法管辖下的资
产，拒绝其进入美国金融系统。2011 年底，美国还利用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封锁了伊朗的国际

贸易结算通道。这一系列措施最终迫使伊朗妥协并签订了伊核协议。再如，在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
展开的制裁中，美国也是以资产冻结为基础，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宣布对俄罗斯 7 名高级官员和议员进行制
裁，冻结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下的资产，并禁止其入境和交易⑩。之后，美国不断增添制裁清单中的目标，扩
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多名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制裁，并被冻结资产。2017 年 7 月，美国

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该法案把此前集中于乌克兰问题的制裁扩大到两国几乎所有存在重大矛盾
的方面，为对俄制裁提供了新的依据 [15]。2018 年 9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在《通过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
案》第 231 条款列出的特别人员名单中新增 33 名个人或实体，
中国装备发展部及其领导人位列其中。

在这些案例中，美国以资产冻结为基本手段展开制裁，之后不断扩充资产冻结范围，并逐步展开其他金

融制裁手段，步步施压层层加码以迫使目标国就范。资产冻结作为一种制裁手段，贯穿于这些制裁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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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处于一种非常基础的位置。正是在资产冻结的配合下，美国部分对外制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中国的应对措施
当前，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并于十年前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和民众
在海外拥有巨额经济利益，在美国司法管辖下的资产也迅速累积。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世界地位决定了
美国不可能像大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大规模制裁中国，但美国将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这将导致
美国对华政策更具进攻性，从而更容易引发两国间矛盾。一旦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或重大经济利益
上发生冲突时，美国采取对华制裁措施也是极有可能的。美国制裁中国装备发展部及其领导人更是提醒我
们，美国针对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随时都可能上演。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大量在美司法管辖之下的
资产，
一旦美国采取大规模资产冻结政策，
中国将遭受巨额损失。
为了应对美国可能的对华资产冻结政策，我们首先要清楚中国的哪些资产可能会被美方冻结，然后才
能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结合以往美国冻结他国资产的类型和中国在美资产结构分析可知，中国容易被
美方冻结的资产有以下几类：
第一，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主要是中国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等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当前中国一些个
人、企业和机构由于在美国市场业务的需要，都会在美国国内银行预先存款。这些对象一旦被 OFAC 加入

SDN，美国银行就必须冻结其资产，禁止取现或转移。否则，银行和当事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由于操作简
单易于执行，美国银行存款成为最容易被冻结的一类资产。

第二，在其他国家银行的存款。联合美国发起制裁的美国盟友以及害怕受到美国域外制裁牵连的国家
都有可能冻结其司法管辖下的中国存款。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能和美国比肩的地位，一些国家出于
利益考虑可能会更加愿意选择和中国接触而不是接受美国的胁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冻结的风险会
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而逐渐降低。
第三，股票和债券类金融资产。由于美国有全球最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国很多公司都选择在美国上
市。很多个人、企业或机构也会选择持有美国公司股票或债券。一旦这些机构被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金融
机构就可以冻结这些对象的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禁止其交易和转移。
第四，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这一部分是美国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如果美国冻结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必然会极大地影响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绝对不会冻结该部分资产，这主要基于以下
几个方面的考虑：
（1）技术上可行。美国国债的交易流通与普通债权一致，这意味着冻结普通债券的技术方
法也可以用于冻结美国国债。
（2）理论上可行。银行存款可以视为银行所负债务，是一种债权关系。而美国
国债是美国政府所负债务，也是一种债权关系。同是债权关系，既然存款可以冻结，国债自然也可以被冻
结。
（3）缓解国债危机。早在 2011 年 5 月 6 日，美国国债就已经达到了国会要求上限的 14.29 万亿美元，引发

债务危机 [16]。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后其数额进一步增加，截至 2019 财政年，美国债务总额达到历史最高的



22.7 万亿美元
。如此高的债务对美国的清偿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果美国政府冻结中国高达万亿美

元的债券，
可极大缓解政府债务压力。

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高度重视美国的制裁，提高防备并积极应对美
国资产冻结威胁。结合资产冻结政策特性和中国易被美方冻结的资产结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对美国制裁制度的研究，规避第三方制裁。美国制裁机制错综复杂，需要相关企业认真研究
并持续关注，尤其是与制裁相关的美国法律以及制裁者名单的变化。国内企业以及在美分支机构需要关注
这些信息，尽量避免与被制裁个人、企业和机构发生贸易往来。如果确实需要与之交易，应该向美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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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C 申请交易许可。在接到美国相关机构问询时，应该积极予以配合，并确实履行相关协议。隐瞒、造假

或不确实履行协议都有可能会遭受更严厉的制裁。例如，中兴通讯就是因为没有确实履行与美国财政部、
商务部和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而重新被美国封禁。国家也可以成立专门研究美国制裁制度的机构，为
相关企业和机构提供必要的指导，切实避开美国第三方制裁，规避损失。
第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有效反制机制。资产冻结不同于其他制裁措施，在有足够应对时间的情况
下，可以通过大量转移资产规避损失。因此，协调国家的国防、外交、金融和商贸等主管部门的行动，互通信
息，建立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可以在危机发生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损失。另一方面，国家也应该建立有效
的反制机制。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资产冻结制度，建议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授权国务院等
机构在维护国家利益或履行国际义务时，可以颁布行政命令以冻结特定个人或机构的在华资产。相关职能
机构可以预先登记并跟踪相关对象的资产，以便在必要时刻迅速冻结。有效的反制机制不仅可以让美国也
承受损失，
更会让其在决定采取制裁措施前有所顾忌。
第三，提高开放程度，促进经济融合。制裁会导致资产的重新分配，它是一把双刃剑，针对的对手越强
大，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也可能越大。因此，中国应对美国的制裁，不能采取脱离接触的方式，而应该进一步
深化国家经济改革，提高开放度，促进中美经济融合，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
系。当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会对其自身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
制裁的适用也会得到进一步的限制。
第四，改变中国在美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由于转移资产可以规避资产冻结政策造成的损失，因
此提高中国在美资产流动性也是应对资产冻结的有效方法之一。当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过大，且绝大
部分是长期国债，短期仅占极少部分，其结构并不合理[17]。根据证券投资风险理论，证券投资的期限性和流
动性成反比。中国持有的大规模长期美国国债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在美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从而降低
了中国应对美国资产冻结的能力。鉴于此，中国应该适当减持美国国债，同时改变所持美国国债结构，使短
期、中期和长期国债比例适当，提高中国在美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提高应对美国资产冻结的能力。
总之，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金融制裁手段，美国资产冻结是以美国司法管辖下的外国资产为管控对象
的。所以，防备美国资产冻结政策的两个基本思路是减少美国可冻结资产的数额，并增加其行为的风险和
代价。从这两个基本思路出发，可以有效降低美国资产冻结的杀伤力，并降低其采取该行为的意愿。另一
方面，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如此规模的情况下，即使美国真的采取资产冻结政策冻结中国在美司法管辖下
的资产，中国也早已拥有进行反制的资源和底气。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损失并反制对手，不仅取决于事
发后的反制能力，更取决于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于美国白宫网站,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p.45, https://www.whitehouse.gov/
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② 资料来源于美国财政部网站, http://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③ 资料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网站, https://www.state.gov/about-us-division-for-counter-threat-finance-and-sanctions/。

④ 资料来源于美国财政部网站, https://www.treasury.gov/about/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fices/Pages/Office-of-Terrorism-and-Fi⁃
nancial-Intelligence.aspx。

⑤ 资 料 来 源 于 美 国 财 政 部 网 站, Complete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 August 25, 2020. https://www.treasury.gov/ofac/
downloads/sdnlist.pdf。

⑥ 资料来源于美国司法部网站, https://www.justice.gov/fcsc/completed-programs-china。

⑦ 参见中美关于理赔的协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Claims.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pages/attachments/2014/06/27/
china_a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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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资料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网站, https://www.state.gov/caatsa-section-231-addition-of-33-entities-and-individuals-to-the-listof-specified-persons-and-imposition-of-sanctions-on-the-equipment-development-department/。

⑨ 参见美国 13382 号总统行政命令,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2005-07-01/pdf/05-13214.pdf。

⑩ 参见美国 13661 号总统行政命令,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2014-03-19/pdf/2014-06141.pdf。

 参见美国 13757 号总统行政命令,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Documents/cyber2_eo.pdf。


 资料来源于 treasurydirect 网站, https://www.treasurydirect.gov/govt/reports/pd/histdebt/histdebt_histo5.htm。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面展开[J].现代国际关系,2020,(1):19-25.

[2] 观察者网.要警惕！美议员提出让中国减免美债赔偿新冠损失[EB/OL]. https://history.china.com/jiyi/13001136/20200320/
37949775_all.html,2020-03-20.

[3] 黄风,齐建平. 我国涉恐资产冻结制度简论[J]. 人民检察,2012,(3):9-12.

[4] 商浩文. 论我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之发展性思考[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14,(3): 21-26.

[5] Alexander Conrad Culley. A Windfall For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Or Small Change? Post 9/11 Asset Freezing And Forfeiture
Under The Microscope[J]. Dubli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008,(30):353-366.

[6] Sameer Hossain. Freezing Terrorism Asset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Observing Procedural Due Process[J]. Howard
Law Journal, 2011,(54):437-466.

[7] 张曙光. 经济制裁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1.

[8] 刘威.美式金融制裁的实施体系、功效评价与可能趋势[J].当代美国评论,2020,(1):105-121.

[9]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
——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8):24-47.
[10]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53.

[11] 李京原.冻结资产与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J].南都学坛, 2003,(5):18-21.

[12] 周恩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N].山西政报, 1951-01.

[13] 熊晨曦.美国政府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对中美资产索赔问题的处理, 1977-1979[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19.
[14] 熊谦,田野.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J].当代亚太,2015,(1):98-130.
[15] 姜毅.解析美国对俄制裁新法案[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8,(1):28-43.
[16] 黄梅波,王珊珊.美国国债危机的根源及出路[J]. 亚太经济,2012,(1):70-74.

[17] 鄢杰.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不合理性、风险及对策探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10): 68-80.

（责任编辑：
彭晶晶）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