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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11 月 3 日美国能否选出一位总统？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YRI 摘要及研判： 

1. 距离美国大选日只有 2 日，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率差距约 8.6 个百 

分点。由于美国疫情近日出现失控迹象，日新增确诊在 9 万例以上，加大

了对特朗普控制疫情失败的负面影响。拜登获胜是基准情形，但是关键摇

摆州的选情仍有悬念。同时，由于疫情导致大量选民邮寄投票，统计完成

将需要一周甚至数周。由于支持拜登的民主党选民更多选择邮寄投票，支

持特朗普的选民更多选择现场投票，特朗普已多次反对大选结果在 3 日后

的时间区间确定，并公开表示，美国将出现“骚乱（bedlam）”。 

 

2. 选举结果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包括： 

●高等法院。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最高

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民主党选民对共和党在四年之内向高法输送了三个

保守主义大法官的愤怒可能会转化为投票的积极性。该因素促使民主党支

持者积极投票。 

●“沉默的多数”可能在投票日“一鸣惊人”？根据 19个州的投票人



党派信息的统计，大约一半的选民计划提前投票，其中 62%的民主党人计

划提前投票，72%的共和党人计划等待选举日当天投票。因此，不排除没有

投票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否会在投票日当天帮助特朗普逆风翻盘。 

●民调存在重大问题。近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表示不想对政治发表真

实看法；对民调机构的不信任导致特朗普支持者的回复率较低。在“强烈

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 17%的人表示，他们不太可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将

如何投票。 

 

                    图 1. 民调支持率（10 月 30 日） 

    

来源: FT 

 

3. 部分州允许提前投票后悔的选民重新投票，加深因邮寄选票对选票 



公正性的质疑。截至 10 月 30 日，已经完成提前投票的邮寄选票共有 4775 

万张，占目前提前选票的 67.2%。全部邮寄选票共有 9103万张，占 2016年

总投票人数的 66.1%。目前全美允许重新投票的有 14 个州。邮寄选票以及

重新计票可能延后各州选举结果的出炉，而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多采用邮寄

投票的方式，时间延长对于拜登将更加有利。特朗普可能会借机通过制造

司法争议来为自身选情谋利，比如质疑邮寄选票的有效性、或者通过选票

诉讼将选举结果诉诸最高法院，甚至发起骚乱。 

 

4. 因此，本次大选可能出现的一个局面是：拜登获得初步选举胜利， 

但特朗普以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为由，不承认部分州的选举结果并最终上诉

至最高法，大选后美国政治进入短期的混乱期。所能预期出现的最坏情况

是：争议到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就职日）时都未能解决，美国军

方也因此无法明确谁将有权利作为总司令来接管核密码。 

 

5. 但由于民意支持度的明显差距且叠加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不同的声 

音，部分权威人士已经表明会尊重选举结果，大概率不会参与特朗普的政

治闹剧，因此最终结果仍可能是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同时民主党继续控制

众议院并很可能重新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地位。 

 

6. 对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而言，拜登和“拜登经济学”是 

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面对如何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率回升这些急迫而严 

峻的问题，拜登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被认为是疫后经济快速回弹的有效方

案。拜登承诺，若当选将在其四年任期中追加 3 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此

外还将推出目前在国会遇阻的价值 2 万亿美元的疫情援助措施得以施行。 



 

图 2. 拜登经济学 

 

                            来源： FT 

 

7. 不过，即使特朗普输掉本次大选,特朗普主义在未来将继续存在。一 

方面，共和党在政治理念与政策选择上，出现了走向极端化的趋势。特朗

普已经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了共和党，未来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将不得不体

现特朗普主义，未来几年特朗普仍将是美国政坛一支强大的力量。另一方

面，催生特朗普主义的土壤依然存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

而经济危机和萧条产生政治极端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将成为美国新常态。

因此无论谁入主白宫，都需要积极吸引或者迎合这些民粹主义者，以保全

自己的支持率。 



 

8. 无论谁上台，中国都需做好准备，中美关系的挑战和竞争将会持续。 

特朗普连任，会延续其对华的极限施压全面打压举措；而拜登当选，在外

交政策上，他会摒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思维，支持多边国际机构，与传统盟

友合作。但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仍将被作为战略

竞争对手，美国将从战略层面采取联合盟友围堵及规则制定等办法对付中国。

不过，关税可能被取消。同时，无论是气候变化、基础设施、人文交流，还

是贸易投资方面，中美都有可能回归常态，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和前景。而

这对中美双方均更加有利。 

 

 

 

 

 

 

 

 

 

 

 

 

 

 

 



正文 

一．拜登领跑整体民意，在摇摆州优势收窄 

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率差距约 8.6 个百分点（截至 10 月 30 日）。在各

州选举人票统计上，拜登同样领先。在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等 25 个州

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5%以上，极有可能获胜，共 278 选举人票。特朗普在纳

西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纳州等 21个州支持率领先拜登超过 5%以上，

极有可能获胜，共 125 选举人票。摇摆州选情进入胶着状态，不确定性依

然很大。六大关键摇摆州中，佛州（29 张选举人票数）、北卡（15 票）、亚

利桑那（11 票）、宾州（20 票）变数仍然很大，其中特朗普在佛州仅领先

0.4个百分点，而拜登在北卡、亚利桑那也仅领先 0.7个和 2.4个百分点。 

                   图 1. 民调支持率 

 

来源：FT 

 



二．影响大选结果的主要因素 

1、高等法院。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最

高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从金斯伯格去世到巴莱特就职，总共 35 天，创美

国大法官“接班”速度纪录。民主党选民对共和党在四年之内向高法输送

了三个保守主义大法官的愤怒可能会转化为投票的积极性。该因素促使民

主党支持者积极投票。 

2、拜登的儿子亨特的硬盘和包括福克斯电视台和《纽约邮报》等媒

体对此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目前，美国执法机构无人出来就此事表态，

更谈不上展开调查，可能不会对拜登产生影响。但是不排除特朗普利用仅

剩的几天炒作拜登儿子的丑闻制造影响大选结果的可能。 

3、“沉默的多数”可能在投票日“一鸣惊人”？根据 19 个州的投票

人党派信息的统计，大约一半的选民计划提前投票，其中 62%的民主党人

计划提前投票，72%的共和党人计划等待选举日当天投票。因此，不排除没

有投票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否会在投票日当天帮助特朗普逆风翻盘。据统

计，拜登若想获胜，需要至少 70：30 赢得提前投票，才能勉强克服党派选

举日投票中 31：69的劣势。 

4、部分州允许提前投票后悔的选民重新投票，加深因邮寄选票对选

票公正性的质疑。截至 10 月 30 日，已经完成提前投票的邮寄选票共有

4775 万张，占目前提前选票的 67.2%。全部邮寄选票共有 9103 万张，占

2016 年总投票人数的 66.1%。10 月以来，选情出现令选民始料不及的变化，

众多已经提前投票的选民纷纷致电所属州的选举委员会，询问重新投票事

宜。目前全美允许重新投票的有 14 个州。由于邮寄选票以及重新计票可能

延后各州选举结果的出炉，特朗普可能会借机通过制造司法争议来为自身

选情谋利，比如质疑邮寄选票的有效性、或者通过选票诉讼将选举结果诉



诸最高法院。 

5、民调存在重大问题。当前民调存在两个问题或令调查结果存在漏洞。

第一，近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表示不想对政治发表真实看法。第二，对民

调机构的不信任导致特朗普支持者的回复率较低。在“强烈支持”特朗普

的选民中有 17%的人表示，他们不太可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将如何投票。 

 

三．一个可能的局面：特朗普拒绝失败推动宪政危机？ 

推测本届美国大选最可能出现的情形为：拜登获得初步选举胜利，特

朗普以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为由不承认部分州的选举结果并最终上诉至最高

法，大选后美国政治进入短期的混乱期。 

在全球局势多变的大背景下，俄亥俄州立大学莫里茨法学院的福利

（Edward B. Foley）教授认为，即使没有来自外部的干涉或是受其他特殊

事件的影响，普普通通的一场计票过程或许就足以让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

的结果引起重大争议。针对这一极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福利教授从选票统

计的角度出发，主要宾夕法尼亚州为例（下称“宾州”）分析了对选举结果

的争议将如何波及美国国会，并进一步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宪法危机的可能

场景。 

在各候选人争取选票的过程中，对选票计数方式的调整往往有利于民 

主党候选人，进而得出可能会引发极大争议的结果——这一现象被称为

“Blue Shift”（在近年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国内媒体用红色代表共

和党，用蓝色代表民主党）。 

这一现象是美国总统选举在过去 70 年中所出现的两大重要发展的结果。

第一，美国民众逐渐开始期待能够在选举之夜就能知晓选举结果。第二，

美国国内的各大广播电视公司自 1952 年起开始尝试使用一种能够预测选举



结果的技术，而该技术到 1960 年时已成为大选报道中的关键工具，有时甚

至能够在最后一个投票站关闭之前就推测出选举结果。 

不难想象特朗普会在 2020 年的选举过程中会有可能采取所有能想到的

方式来阻止拜登获胜。福利教授作出了多种可能性的推演。所能预期出现

的最坏情况是：争议到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就职日）时都未能解

决，美国军方也因此无法明确谁将有权利作为总司令来接管核密码。 

 

●时间：2020 年 11月 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4 日 

推演情境：综合统计后，拜登在宾州以 2500票的优势胜出。宾州在其 

选举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团的分别带领下，向国会提交了两组结

果相悖的 20 张选票（这个情况发生的几率取决于官方的票数统计的可信程

度）。在后续统计中，若能准确地甄别出骗票和假票，那么就可以证明官方

的统计是不可信的，则相关指控会尤其指向临时选票（provisional 

ballot）和尚未被统计的缺席选票（absentee ballot）。 

关键问题：特朗普能否利用法院的判决来中止尚未结束的票数统计？ 

---推演答案 1：能。特朗普将占据优势，且若能让宾州法院直接支持

宾州共和党选举团，则结果会更为理想。 

---推演答案 2：不能。特朗普必须让宾州议会直接任命选举团，并将

支持他的选票上交参议院。然而，这样由议会任命的选举团很可能被州/联

邦法院判为无效。 

但是，无论在那种情景下，参议院院长彭斯将收到两份不同的选票：

一份得到宾州州长认可，反映后续统计结果；另一份则来自宾州议会直

接指定的选举团。 

 



●时间：2020 年 12月 14日至 2021 年 1 月 6 日 

推演假设：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媒体平台上尝试以各种论点证明其候选

人应当在 2021 年 1月 20日宣誓就职。 

关键问题 1：共和党会提出哪些论点？ 

---推演答案 1：部分共和党人士认为，依据美国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

参议院院长彭斯有权决定宾州所提交的两组选票中哪一组是有效的。由于

宪法给予州立法机构选择选举团的权利，因此彭斯将会接受该选举团的选

票。 

---推演答案 2：另一部分共和党人士认为，鉴于两组结果相悖的选票 

依据州立法而言是同等有效的，因此，依据 1887年的《选举人票计算 

条例》（the Electoral Count Act of 1887），宾州选举团的选票应做无效

处理——这就意味着特朗普获得了除宾州选票之外的 518 票中的大多数选

票，成为正当的选举胜利者。 

关键问题 2：民主党会提出哪些论点？ 

---推演答案 1：民主党会指出，鉴于涉及利益冲突，彭斯不应拥有宣 

布自身党派候选人获得选举胜利的权利，因而共和党在答案 1 中提供的论

据不成立。 

---推演答案 2：依据 1887年的《选举人票计算条例》的要求，只要众

议院的大多数议员认同由宾州州长认可的选票是有效的，则该组选票就应

被视为有效。因此，民主党会指出得到宾州州长认可的选票才具有官方性。 

---推演答案 3：若相关争议到 2021 年 1 月 20 日时仍未能解决，则民主

党会指出，依据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此时没有符合就职要求的候选人。

因此，众议院发言人佩洛西在结束其时任任命后，应任代理总统，直至争

议解决。 



然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处理总统选举争议的流程十分不成熟。美国宪

法对相关操作流程的描述极为模糊：“参议院院长应在参议院成员和众议院

成员均在场的情况下，打开所有文件，计算票数”，但其中并没有明确指明

计票的主体——这也是两个党派争论的焦点所在。但是，从原文的措辞来

看，除了参议院院长之外，很难确定其他的具体主体指向，因为参议院和

众议院所体现出的身份更多是旁观者。 

关键问题 3：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否有可能都认同得到宾州州长认可的

那一组选票为有效票？ 

---推演答案 1：不能，且参议院会支持有利于特朗普的方案，而众议

院则会支持拜登。民主党会引用《美国法典》第 3 章第 15 节“在国会中计

票”（3 U.S.C. § 15）的内容，认为“得到相应联邦州州长认可的选票具

有正当性”，同时也会参考法律期刊的相应分析；共和党则会提及 2000 年

大选争议中提到过的“避风港规定”（这一论调的说服力虽然较弱，但存在

于法律学术界），并同样引用 3 U.S.C. § 15称，在两院无法统一意见时，

应将争议州的选票计为无效票，那么选票是否得到州长认可也就失去了意

义。 

---推演答案 2：能，则依据 1887 年的《选举人票计算条例》，争议从

法律层面而言到此终止。 

 

●时间：2021 年 1月 6 日至 2021 年 1月 20日 

推演假设：2021 年 1 月 6 日，两院共同按照字母顺序对各州提交的选票

进行统计，在轮到宾州时，彭斯称，他必须分别考虑两院的意见； 

——参议员离开众议院大厅进行投票，并得出支持由宾州议会指定的 

选举团的结果；众议员则投票支持认同得到宾州州长认可的一组选票； 



——鉴于没有一组选票得到两院的共同认可，因此彭斯宣布两组选票

均为无效票； 

——在民主党议员的抗议声中，彭斯称，两院都无权主导计票过程，

而他已尽到宪法所规定的参议院院长的义务，因而争议就此解决，计票流

程将继续推进。 

此时，佩洛西发言称，应宣布两院的共同会议暂时中止，直至彭斯

改变其决定，宣布将得到宾州州长认可的一组选票计为有效； 

——彭斯不情愿地带领参议员们离开众议院大厅，并在参议院会议

室中集结共和党的参议员及众议员，试图继续推进计票流程，并在完成计

票后宣布由特朗普赢得选举；与此同时，佩洛西在拜登和其他民主党议员

的陪伴下，宣布她已作好就任代理总统的准备。 

最终，在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20 日期间，特朗普和佩洛西都坚持

宣称自己将在 1 月 20 日正式宣誓就职。佩洛西向民众发出呼吁称，如果美

国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拒绝给予她支持，那么美国民众必须发起大规模的街

头游行，以展示“人民的力量”、保护美国的民主系统。 

 

四．美国最高法院在可能出现的计票争议中所扮演的角色 

●2020 年 12 月 14日前：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都有确定每个州选举团人选的权利。他们不能直接

和选举团沟通，但是能够向州/当地的选举负责人传达是否要计算临时和缺

席选票的指令。总体而言，他们不太可能禁止选举团在 12 月 14 日会面。 

 

●2020 年 12 月 14日至 2021 年 1 月 6日： 



只有联邦法院有权起诉参议院院长或整个国会，以要求他们在两组选

票中进行选择。 

---关键问题：联邦法院是否有能力提起该诉讼？ 

---推演答案：不太可能。首先，这样的诉讼超出了联邦政府的职能范

围。其次，即便没有实质性阻碍，罗伯茨大法官不太可能带领司法部门介

入选举争议，因为在 1 月 6 日的两院共同会议之前，尽管会有各种猜测，

但尚且不会出现违背联邦法的行为。最后，在当前局势中尚不存在“平衡

权益”（balance of equities）的需求（即没有一个机关/党派拥有明显的

权利优势）。 

 

●2021 年 1月 6 日至 2021 年 1 月 21日： 

在彭斯判定两组宾州选票均为无效后，民主党议员将前往联邦法院针

对彭斯的决定发起上诉，希望能将对民主党有益的选票判定为有效。 

---关键问题：联邦法院是否会接受这一起诉？ 

---推演答案：很有可能。随着宣誓就职日期的临近，“权益再平衡”的 

重要性将提升。同时，提升司法介入可能性的一种方式是改变诉讼性质，

改为以一位直接受佩洛西推行的政策影响的个人的名义进行起诉。例如，

一位在特朗普政权下不被允许参军，但在佩洛西政权下（假设佩洛西在宣

誓就任代理总统的同时颁布相关政策）则会被允许参军的跨性别人士，就

能够以寻求参军的权利为由发起诉讼。联邦法庭在对这一起诉讼进行审判

时，势必要先判定佩洛西作为代理总统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出现大型的外部危机干扰（如来自境外的网络攻

击等情况），那么“Blue Shift”的情况也会引发针对选举结果的争议。为



避免出现相关争议，国会应在大选前对相关法规中的诸多模糊言辞进行尽

可能详细的阐释。 

但由于民意支持度的明显差距且叠加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

（部分权威人士已经表明会尊重选举结果，大概率不会参与特朗普的政治

闹剧），因此最终结果可能是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同时民主党继续控制众议

院并很可能重新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地位。 

 

五． 拜登经济学 

对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而言，拜登和“拜登经济学”是 

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面对如何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率回升这些急迫而严 

峻的问题，拜登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被认为是疫后经济快速回弹的有效方

案。拜登承诺，若当选将在其四年任期中追加 3 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此

外还将推出目前在国会遇阻的价值 2 万亿美元的疫情援助措施得以施行。 

图 2. 拜登经济学 

 

                            来源： FT 



六．中美关系走向 

此次大选无论谁当选，中国都要做好应对举措。分析指出，特朗普上

台会延续其对华的极限施压全面打压举措，而拜登在《外交事务》中曾表

示：“应对（中国）这一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及合作伙

伴的统一战线，哪怕在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趋

同的议题上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合作。”因此预计拜登上台虽可能取消关税，

但从战略上会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从战略层面采取联合盟友围堵及

规则制定等办法对付中国。 

同时，即使特朗普输掉本次大选，特朗普主义也将依然存在。一方面，

共和党在政治理念与政策选择上，出现了走向极端化的趋势。华盛顿严重

的两极分化使共和党人几乎不可能持中间立场，特朗普已经按照自己的形

象重塑了共和党，未来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将不得不体现特朗普主义，未来

几年特朗普仍将是美国政坛一支强大的力量。 

不过，若拜登当选，在战术上，无论是气候变化、基础设施、人文交

流，还是贸易投资方面都不仅可以回归常态，中美都将有合作的空间和前

景。而这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