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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欢迎阅读《印太防务论坛》	

安全风险加剧特刊。

21	世纪，全球化让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环

境加上迅速的颠覆性变化，模糊了传统安全威胁的边界。本期刊物将分

析这些威胁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印

太地区。

安全风险的加剧改变了威胁和竞争的动态。为了应对和减轻这些风

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必须了解地缘政治环境在文化、经济和政治

方面的细微差别。

本期《论坛》首先将分析整个地区的反太空能力、发展和政策。尽管

我们的一些敌人已在反太空武器方面取得进展，但盟友和伙伴国家正在

取得创新进展，以应对这些形势变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分析师将详细介绍日本和韩国正

在发展他们的技术，以确保我们保持优势。这种进步需要新的协议来保

护太空领域并规定太空行为规范。

太平洋岛国和领土面临新的安全威胁，包括跨国犯罪的扩散、非法

捕鱼和更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一篇专题文章将重点介绍美国陆军在太

平洋岛屿国家开展的行动。他们在整个地区成功开展合作，以减少安

全风险。

纽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的周景浩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CCP）近期的活动表明，

他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拥有更大的权力。中共的军事集结、狼战外交、

激进的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审查和胁迫性经济政策都支持这一观点。一

系列相关的文章表明，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国家网络是打击这种激进行为

的必要条件。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的谢尔·霍洛维茨博士提出了减轻中国经济威胁的区域解决方案——这

些经济威胁往往会加剧中共的军事安全威胁。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

（U.S.	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的约翰·F·托邦揭示了中

国参与黑市外汇交易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影响。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杜万·李将介绍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国家网络如

何能够与已将信息环境武器化的中共数字战略展开竞争。

希望上述文章能够鼓励地区内关于这些紧迫问题的对话。欢迎大家提

出意见。欢迎发送邮件至	ipdf@ipdefenseforum.comipdf@ipdefenseforum.com	联系我们分享您的

观点。

印太观点IPDF

美国印太司令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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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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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IPDF

周景浩（JINGHAO	ZHOU，音译）周景浩（JINGHAO	ZHOU，音译）为纽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
的亚洲研究副教授。他的研究重点关注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和
宗教以及美中关系。他曾发表数十篇期刊和新闻文章，并曾著述
四本，包括《中西方视角：理解当代中国》（Chinese	vs.	Western	
Perspective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文章见

第 16 页

约翰·F·托邦（JOHN	F.	TOBON）约翰·F·托邦（JOHN	F.	TOBON）来自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	
他在调查复杂的洗钱活动方面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他曾作为
美国派往各政府间机构代表团的成员，帮助制定了国际反洗钱
政策——这些机构包括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托邦还是佛罗里达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
院的兼职教授，他在该校讲授全球金融犯罪问题。文章见第 28 页

杜万·李（DOOWAN	LEE）杜万·李（DOOWAN	LEE）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VAST-OSINT的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他开发数据分析工具，通过使用网
络数据对内容进行验证，揭示并分析虚假信息和对抗性信息行
动的来源。他也是安全和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Technology）的高级顾问和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政治学兼职教授。文章见第 32 页

谢尔·霍洛维茨（SHALE	HOROWITZ）博士谢尔·霍洛维茨（SHALE	HOROWITZ）博士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
分校政治科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工作审视国际冲突和种族冲突	
	（重点关注东亚和南亚），国际贸易和金融政治学以及后共产主
义国家和东亚的市场转型和体制变革政治学。他曾在中国、印
度、韩国、台湾以及多个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开展过研究工作。	
文章见第 36 页

阿萨瓦·巴苏·雷·乔杜里（ANASUA	BASU	RAY	CHAUDHURY）阿萨瓦·巴苏·雷·乔杜里（ANASUA	BASU	RAY	CHAUDHURY）是观
察员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邻里倡议
（Neighbourhood	Initiative）高级研究员。她专门从事南亚问
题、能源政治、强迫移徙和冲突地区的妇女领域的研究工作。	
她是印度亚太研究协会（IAAPS）的网络杂志《IAAPS观点》	
	（IAAPS	Perspective）的编辑，并经常为同行评审杂志、	

报纸和杂志撰稿。文章见第 50 页

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防预算
分析主任兼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作为国际安全项目（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高级研究员，他领导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针对国防
资金、太空安全和空中力量问题开展深入的跨党派研究与分析工作。

凯特琳·约翰逊（KAITLYN	JOHNSON）凯特琳·约翰逊（KAITLYN	JOHNSON）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安全项
目（Aerospace	Security	Project）副主任及研究员。她负责管理团队的战
略规划和研究议程。她的研究重点关注太空安全、军事太空系统、商业太
空政策和美国空中支配地位等主题。

乔·莫耶（JOE	MOYE）乔·莫耶（JOE	MOYE）是一名现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从军已有	22年。
他曾执行的行动任务包括参加海军远征部队和六次接受派遣前往非洲、
欧洲和中东。他最近的行动任务地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营（Camp	
Lejeune）的营指挥部。

马克纳·杨（MAKENA	YOUNG）马克纳·杨（MAKENA	YOUNG）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安全项目的
研究助理。她的研究兴趣领域包括国际合作、太空安全和轨道碎片。	
她曾担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航空航天工程师，专注于小型飞机的自动依赖性监控广播认证和整合。	
文章见第 8 页

参与讨论
我们期待	
聆听您的观点！

	《印太防务论坛》面向印太地

区军事和安全专业人士出版，

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旗下刊物。

从反恐到国际合作、自然灾

害，本季刊提供关于影响地区

安全工作相关主题的高质量、

深度内容。	

	《印太防务论坛》在线提供丰富内容，	
每天发布新文章，网址为
www.ipdefenseforum.com
访客可以：

n	阅读独家线上内容

n	浏览往期刊物

n	向我们发送反馈意见

n	请求免费订阅

n	了解如何提交文章

请在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上关注我们：@IPDEFENSEFORUM
请参见封底。

请在	iTunes		
或	Google	Play	商店	
搜索“ForumNews”	
免费下载应用。

下载
我们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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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太各地IPDF

生育许可

创造历史的毒品缉获毒品缉获

中
国现在允许已婚夫妇生育

三个孩子，这是二孩政策

之后的重大政策转变。此

前的数据显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的出生率急剧下降。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2021

年	5	月在由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批准了这一调整。	

2016	年，中国放弃了长达数十年

的独生子女政策（最初是为了阻止人

口爆炸而实施的政策），支持两胎生

育限制。但由于中国城市抚养子女的

成本高昂，许多夫妇无力组建家庭，

因此这一政策未能带来持续的生育飙升。

新华社报道：“为了进一步优化生

育政策，（中国）将实施一对已婚夫

妇可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		

新华社表示，这项政策调整配套	

	“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

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他们没有具体介绍支持措施。	

这项公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反应冷

淡。许多人表示，他们甚至连一两个

孩子都负担不起。	

	“如果给我	500	万元（785,650	美

元），我愿意生三个孩子，”一位用

户在微博上发言指出。中国最新的人

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总数超过	

14.1	亿，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最慢的。	

数据还显示，2020	年的生育率仅

为每名妇女生育	1.3	个孩子，与日本和

意大利等老龄化社会持平。中共还表

示，他们将分阶段推迟该国的退休年

龄，但没有提供详细安排。路透社

澳
大利亚警方在	2021	年	6	月表示，他们挫败了一
项将近3吨可卡因运入该国的计划，创下该国毒
品截获量的历史记录。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局长斯图尔特·史密斯（Stuart	
Smith）向记者表示，警方逮捕了三名男子，罪名是他们
阴谋将毒品带入该国。他说，这个数量相当于新南威尔士
州一年内消费的可卡因总量。	

史密斯表示，当局在	2020	年初收到关于这个犯罪组织
的线报——当时警员发现一名男子在一家赌场挥金如土
豪赌。其后的调查揭示了一个在四大洲开展活动的国际
黑帮。	

史密斯表示，2020	年	10	月美国缉毒局（United	
State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根据新南
威尔士州警察局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截获了	870	公斤在
哥伦比亚沿海运输的可卡因。	

2020	年	4	月，美国海岸警卫队（U.S.	Coast	Guard）
在厄瓜多尔沿海截获一艘载有	900	公斤可卡因的船只。	

史密斯表示，此次行动最终于	2021	年	6	月在新南威尔
士州纽卡斯尔逮捕了三名嫌疑人。他们被控共谋供应违禁
药物。		美国之音新闻澳大利亚

北京，中国女性接受
保姆训练。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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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对中国在地区

海域日益激进的行动感到关切，

并对“胁迫或破坏稳定” 

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2021 年 6 月，面对中国持续在

印太争议地区推行他们的领土主

张，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同意加强安全关系。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图片

右侧）向记者表示，这些官员表

达了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

对国际社会构成挑战的担忧。 

日本防卫相岸信夫、澳大利亚外

长马里斯·佩恩和澳大利亚防长

彼得·达顿与茂木敏充一道举行

了会议。

东京方面经常抗议中国海警

在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附近的存

在。中国也声称拥有该岛主权，

并称之为钓鱼岛。日本官员表

示，中国船只经常侵犯该群岛周

边的日本领海，有时还会威胁日

本渔船。

日本和中国也对该地区海底资

源的开发存在分歧。

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会后发表的

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坚决反

对任何可能改变东海现状并加剧

紧张局势的破坏稳定或胁迫性的

单方面行动。”这种行为“破坏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南海，中国庞大的海洋领

土主张与周边国家的主张发生冲

突。周边国家指责北京将这条世

界上最繁忙的海道之一军事化。

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最

近在南海出现的消极事态发展

和严重事件，包括争议地貌的持

续军事化，危险地使用海岸警卫

队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

破坏其他国家资源开发活动的

行动”。

茂木敏充表示：“我们重

申，我们坚决反对”中国“任何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补

充道，这四位部长对中国在香港

和西部的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表

示“严重关切”——新疆地区是

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的聚居地。

声明呼吁中国“允许独立的国

际观察员（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紧急、有意义和不受

约束地进入新疆”。

会议还重申维护台湾海峡和 

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中国在台

湾海峡加紧对自治岛屿台湾施加

压力。路透社

印太地区

TTwitter	于	2021	年	4	月推出了一个表情符号，	

以纪念奶茶联盟（#MilkTeaAlliance）网络抗

议运动一周年。这场运动在印太地区民主活动

人士之间建立了联系。

该联盟以香港、泰国和台湾地区对奶茶的共同热

爱命名，崛起于	2020	年，表达了跨国境的团结和对

独裁中国的共同恐惧。

在香港爆发持续数月的民主抗议活动以及曼谷	

和泰国其他城市的青年活动人士开始要求改革该国	

由军方起草的宪法和其他权利之际，这场运动获得了

动力。

2021	年	2	月，缅甸平民领袖昂山素季遭到军事政

变推翻，引发大规模起义。此后，这场运动蔓延到了

以茶叶和炼乳为早餐主要饮料的缅甸。

Twitter表示：“为了纪念奶茶联盟	

	（#MilkTeaAlliance）一周年，我们设计了一款表情符

号，它包括来自该联盟首次在网上形成的地区的三种

不同类型的奶茶颜色。”

这张图片出现在所有带该标签的英语、泰语、	

韩语及其他几种亚洲语言的推文中。

	“无论时代多么艰难，始终团结一致，”香港资深

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Joshua	Wong）就这一消息发

表评论表示，并同时使用了中英文版的标签。

Twitter	表示，自	2020	年	4	月以来这个词汇在该平

台的使用次数已超过	1100	万次——缅甸政变后，	

其使用率再次飙升。法新社

澳大利亚/日本

加强安全纽带

民主运动表情符号民主运动表情符号
周年纪念周年纪念

T
W
IT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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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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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威胁太空威胁
太空对抗能力、发展与政策分析

托德·哈里森、凯特琳·约翰逊、乔·莫耶中校和马克纳·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事事
实证明，2020	年是新冠疫情、随之

而来的全球性衰退以及美国和印太其

他地区的政治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和不可预测性之年。但就太空安全而

言，2020	年基本上是充满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的一年。	

太空环境中最显著的变化是，近地轨道（LEO）上增加

了大约	900	颗	SpaceX	星链卫星，使其卫星总数超过	

1,200	颗。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卫星群，已经占所

有运行中的太空卫星的大约三分之一。SpaceX	继续扩大

其卫星群，每隔几周一次便发射60颗星链卫星。

美国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太空政策方面也取得	

了一些显著进展，他发布了三项新的太空政策指令	

	（SPD）。5	号太空政策指令（SPD-5）指示各政府部门

和机构制定网络安全政策和做法，以更好地保护政府和

商业太空资产免受网络攻击。6	号太空政策指令（SPD-6）

更新了发展和利用太空核动力和推进的国家政策。7	号

太空政策指令（SPD-7）更新了太空定位、导航和计时

方案和活动的政策和指示。美国航天局还于	2020	年公

布了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其中包括各

国加入阿尔忒弥斯计划必须遵守的	10	项原则。阿尔忒弥

斯计划是一项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最终送上火星

的计划。到	2021	年中期，包括澳大利亚、日本、	

新西兰、韩国和美国等印太国家在内的	12	个国家签署了

该协定。	

2020	年和	2021	年，美国太空军和美国太空司令	

部继续得到巩固。美国太空军提交了第一份	154	亿美元

的预算请求，当中包括从美国空军现有账户转过来的	

153	亿美元。美国太空军还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基石文件

	《美国太空军太空力量理论》。该文件与现行政策和理论

的连续性而比任何重大变化都更加引人注目。美国太空

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James	Dickinson）将军于

2021	年	2	月发布了他的战略愿景，即提升该司令部的战

斗心态，与盟国和伙伴国家保持重要关系，并改善美国

政府各部门和与商业太空组织的整合。	

2020	年，其他国家继续在开发和测试反太空武器。

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进行了几次反卫星（ASAT）测

试，包括	2020	年	7	月的一枚协同轨道反卫星武器测试和	

2020	年	12	月的一枚直升反卫星武器测试。这些活动	

反映了俄罗斯继续发展和重建其反太空能力的一种行	

为模式。

虽然中国、印度、朝鲜和俄罗斯在反太空武器方面的

公开举动最多，但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反太空能力。日本

继续推进其民用和军事太空行动。日本在通过《基本太

空法》（Basic	Space	Law）之前，禁止利用太空开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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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活动。2008	年出台的这部法律让该国能够开始太空

军事发展。日本政府官员正在谈论发展防御性反太空能

力——这主要是对中国在太空行动的反应，如	2007	年

的制造碎片的反卫星试验。	

2020	年，日本批准了一项关于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内

建立拟议的宇宙作战队（Space	Domain	Mission	Unit）

的法案，计划到	2023	年投入行动，并计划到	2026	年

发射第一颗旨在监控太空环境的卫星。日本于	2020	年

设立了太空行动中队（Space	Operations	Squadron）

。这是日本第一个太空领域任务部队，其正式任务是保

护该国卫星免受损害（包括武装攻击），及监控太空环

境，包括太空碎片、小行星和其他卫星。太空行动中队

将与美国太空司令部和日本的民事机构日本宇宙航空研

究开发机构（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开展合作。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Japanes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高级研究员福岛康仁	

	（Yasuhito	Fukushima）表示：“日本的太空安全活动是

以与美国合作为前提。”		

日本从未展示任何直升反卫星系统，但他们有美国制

造的	SM-3	导弹防御拦截导弹，具有攻击近地轨道太空

资产的潜力。由于太空军事发展对日本来说是相对较新

的领域，大多数公开讨论谈论的是发展共轨反卫星和干

扰技术等能力的可能性。2020	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宣

布，日本将“大幅提升能力和系统，以确保优势”，但

没有公布具体的计划。	

在韩国，该国政府在	2020	年	10	月的一篇博文中讨论

了利用地面系统加强卫星导航以打击干扰和欺骗行为的

必要性。韩国称朝鲜的欺骗行为引发的种种麻烦	

	（特别是在	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成为他们利用地面

系统增强全球定位系统（GPS）的驱动力。韩国科学部	

	（Ministry	of	Science）还发表了一项声明，详细介绍了

升级太空能力的计划，包括计划发射第一个将卫星和轨

道探测器运送到月球的国产火箭，目标是到	2029	年建

造一个更强大的火箭。	

中国的太空计划

2020	年，关于中国反太空武器发展或测试的公开信息极

少。然而，中国拥有强大的直升式反卫星武器计划、共

轨反卫星武器所必需的轨道上双重用途能力以及广泛使

用的电子和网络反太空能力。	

2020	年尽管新冠疫情肆虐，但中国在民用太空飞行

任务中仍取得了成就。2020	年	12	月，“嫦娥五号”月

球飞行任务带回了	2	公斤岩石。到	2021	年中，玉兔二	

号探测器仍在月球远端运行，并在月球表面行进了	

600	米以上。2021	年	6	月，中国还发射了国家空间站	

的核心舱。	

中国的太空军事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内部的太空资产和飞行任务组

织仍不不为人所知。许多太空飞行任务，比如太空发射

以及卫星的采购和运作，仍然属于战略支援部队的任务

范围。战略支援部队通常被称为“信息领域”，他们承

担中国解放军在网络、电子和心理战以及太空领域的工

作。航天系统部和网络系统部（战略支援部队内部的半

独立分支机构）共同承担联合任务，包括反太空能力。

中国军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的一份报告指出，“似乎影响了战略

支援部队设计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和平时期与战时融合

的经典毛泽东主义思想”。这一原则非常适合许多太空

和反太空能力的双重用途性质。	

中国的民用太空能力（如火星探测器）由中国国家航

天局主导——该局由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防科技工业局

主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便是中国政府众多太空技术研发部门的两个例子。

中国的反太空武器 

中国继续测试运行中的	SC-19	直升反卫星系统，但已经证	

明其直升反卫星能力可以威胁到近地轨道上的任何卫星，	

也可能威胁到中地轨道和地球赤道同步轨道	

	（GEO）上的卫星。	

天津大学开发了一个支持太空碎片清除飞行任务的机

器人。这个触角状的机器人臂将被放置在卫星上，	

并发射到轨道上以捕捉碎片并从热门轨道上清除碎片。

理论上，这个机器人臂可用于抓住对手的卫星——尽管

它很可能需要极其接近的会合近距离作业（RPO），	

但对于在太空中不受控制地翻转的碎片或失效的卫星则

不会有效。

一些分析人士声称中国在大规模发展地面激光站，并

确定了中国境内五个开展此类项目的可疑地点。虽然所

确定的一些项目似乎是学术性的，因此可能不是反卫星

武器系统，但重点关注的一处地点是一个因进行动态物

理反卫星武器测试而闻名的军事基地。该基地也可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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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激光武器系统。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定向能源系统有多

么先进或“准备好开展行动”，也没有任何关于对太空

系统的潜在试验或攻击的公开资料。	

2020	年	10	月下旬，印度报纸《印度斯坦时报》	

	（Hindustan	Times）指控中国在印度、巴基斯坦和	

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实际控制线	

60	公里范围内转移移动干扰器，以隐藏解放军在该地区

的行动。	

目前中国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确认的针对美国或其他国

家太空系统的网络攻击。但中国已经成功地证明他们拥

有这种能力，并继续积极参与其他领域针对金融或国防

相关目标的网络攻击。

俄罗斯的太空军事能力

新冠疫情延缓了本报告提及的大部分国家的大多数产业

发展，但俄罗斯的军事太空能力保持了稳定的前进步伐。	

2020	年，俄罗斯测试了多项反太空能力，执行了复杂的

会合近距离作业，并扩大了其太空军事基础设施。俄罗

斯稳定的太空发射能力、反太空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通

过国际太空站作出的民用太空贡献，保持了俄罗斯作为

一个主要太空强国的地位。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优势促

进了与有时在其他领域是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建立独特

的关系。	

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太空活动要么属于俄罗斯空天军	

	（RAF），要么属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Roscosmos）	

的民用项目。在俄军内部，太空能力由空天军负责。	

俄罗斯太空部队是空天军的一个分支，该部队

于	1992	年创立，是世界上第一支太空部队，负责监控

所有太空资产、军事发射和对太空系统的潜在威胁。	

2020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一份授权他使用核

武器应对针对该国关键性政府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常规打

击的文件。除了防御常规武器之外，该文件还提到了太

空武器构成的威胁。文件还指出，在太空部署导弹防御

性和进攻性打击武器可能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该文件

的批准表明，俄罗斯认为太空对地球武器的威胁可能会

与核武器的威胁一样大，并将引起该国相同的应对。	

美国空军过渡成为太空军官兵的空军人员在加利福尼亚州
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宣誓。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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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空成为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重要的推动

力。太空的战略重要性导致一些国家建立

了反太空武器库，以破坏、打压或摧毁其

他国家的太空系统，并威胁其他国家使用太空领域的能

力。然而，太空的重要性也推动了旨在遏制或减轻冲突

和保护和平利用太空领域的努力。例如，美国空军关于

太空力量的顶点出版物指出，“军事太空部队应当”根

据国际法和国家政策，“竭尽全力促进负责任的行为准

则，使太空成为一个安全和开放的环境”。

反太空武器——特别是那些产生轨道碎片的武器会对

太空环境和各国利用太空领域促进繁荣和安全的能力构

成严重威胁。各种反太空武器的效果、部署方式以及研

制和使用这些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资源水平有很大不同。

可分为四大类能力：动态物理能力、非动态物理能力、

电子和网络能力。

动态物理能力动态物理能力
动态物理反太空武器试图直接打击或引爆卫星或地面站

附近的弹头。三种主要的动态物理攻击形式是直升反卫

星武器、共轨反卫星武器和地面站攻击。直升反卫星武

器是从地球发射，其轨道是亚轨道，以击中轨道上的卫

星。共轨反卫星武器则是放入轨道，并移动到其目标之

内或附近。攻击地面站的目标是负责指挥和控制卫星或

向用户转发卫星任务数据的地面站点。 

在太空进行的动态物理攻击将产生轨道碎片，可能无

差别地影响类似轨道的其他卫星。这些类型的攻击如果

针对的是配备人员的地面站或有人类存在的轨道卫星 

 （例如近地球轨道的国际太空站），便是仅有的可能造成

生命损失的反太空行动之一，。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对

另一个国家的卫星进行动态物理攻击，但中国、印度、

俄罗斯和美国已成功地测试直升反卫星武器。

非动态物理能力非动态物理能力
非动态物理反太空武器不进行物理接触便可影响卫星

或地面系统。激光可能会让卫星传感器暂时眩晕或永

久致盲，或导致其部件过热。高功率微波（HPM）

武器可破坏卫星的电子设备，或对其电路和处理器造

成永久性损害。在太空引爆的核装置可创造高辐射

环境和电磁脉冲，对受影响轨道上的卫星产生无差别

杀伤。 

可使用来自地面或舰载站点、机载平台或其他卫星的

激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去攻击卫星。卫星激光系统需要

高品质的光束、自适应光学器件（如果通过大气层使用

的话）和先进的指向控制来精确地引导激光束——这是

昂贵的并且高度复杂的技术。高功率微波武器可用于破

坏卫星的电子设备，损坏存储的数据，使处理器重新启

动，并能在更高的功率水平上对电路和处理器造成永久

性损坏。 

太空核爆炸将立即影响到其电磁脉冲范围内的卫星，

还将制造高辐射环境，长期上会加速受影响轨道系统中

无屏蔽卫星的卫星部件的退化。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

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禁止在太空引爆核

武器——该条约有100多个签署国，但中国和朝鲜不属

于其中。

电子能力电子能力
电子反太空武器攻击的目标是太空系统通过其传输和接

收数据的电磁频谱。干扰装置通过在同一射频带产生噪

声来干扰与卫星之间的通信。上行链路干扰器干扰从地

球到卫星的信号，例如指挥和控制上行链路。下行链路

干扰器攻击卫星向下传播给地球用户的信号。 

反太空反太空武武
器器的类型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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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反太空武器 

自	1960	年代苏联进行第一次共轨反卫星试验以来，	

俄罗斯一直拥有动态物理反太空能力。事实证明，	

在苏联时代项目中使用的技术成为俄罗斯近期发展的

坚实基石，而且该国多次展示了直升和共轨反卫星能

力，并在	2020	年对这两种能力进行了测试。	

2020	年	7	月，俄罗斯的宇宙2543号卫星（Cosmos	

2543）在一颗无关的俄罗斯卫星附近发射了一枚

小型射弹。对此，美国太空司令部（U.S.	Space	

Command）谴责了这一试验，并声称该射弹可用于

打击卫星。作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些嵌套

卫星是为常规检查和监视俄罗斯其他太空资产而部署

的。克里姆林宫继续声称，俄罗斯一直并将继续致力

于使外层太空完全非军事化。	

俄罗斯在继续发展他们的防空和导弹系统。S-400	和	

S-500	系列地对空导弹系统虽未正式认定为反卫星武

器，但有可能打击近地轨道卫星。俄罗斯的军事消息

人士声称，S-500	导弹的设计是为了打击太空物体和防

御太空武器。俄罗斯空军和太空部队的负责人表示，	

S-500	导弹能够摧毁近地区域的超高音速武器和卫星。

据俄罗斯空天军地对空导弹部队副司令尤里·穆拉夫

金（Yuri	Muravkin）表示，这个级别的导弹可以作为

反太空武器。“随着空中敌人逐渐变成太空敌人，天

空与太空之间的边界正在及将会被抹去，”他说道。	

俄罗斯还将继续发展其电子反太空能力，并将开发

干扰外国卫星的移动地面系统。其电子能力自	2000	年

代初以来稳步发展，并在	2009	年随着俄罗斯军队内部

建立电子战部队而加速。电子反太空武器的最新发展包

攻击者诱在欺骗行动中骗接收者相信假信号才

是真正的信号。欺骗信号可用于将虚假信息

注入数据流或向卫星发出虚假命令以干扰其运

作。具有全向天线的用户终端（诸如许多卫星

定位系统接收器和卫星电话）拥有更广阔的视

野，并且因此容易从更宽的范围在地面受到下

行链路的干扰和欺骗。 

通过一种称为“蜂鸣器”的欺骗，即使是加

密的军事卫星定位系统信号也会被欺骗。蜂鸣不

需要破解卫星定位系统加密，因为它只是重新广

播原始信号的延迟副本，而不解密或更改数据。 

干扰和欺骗多种类型的卫星信号所需的技术在商

业上可用且价格低廉，因此相对容易在国家行为

者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扩散。

网络能力网络能力
电子形式的攻击试图干扰射频信号的传输，而网

络攻击针对的是数据本身和使用、传输和控制数

据流动的系统。对卫星的网络攻击可用于监测数

据流量模式、拦截数据或向系统中注入虚假或损

坏的数据。这些攻击可能针对地面站、最终用户

设备或卫星本身。虽然网络攻击需要高度了解所

针对的系统，但不一定需要大量资源来进行，可

以外包给私营团体或个人实施。即使国家行为者

或非国家行为者缺乏内部网络能力，也可能构成

网络威胁。 

对太空系统进行网络攻击可能导致卫星提供的

数据或服务丢失。如果对全球定位系统等系统进

行网络攻击，则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例如，如

果敌人通过其指挥和控制系统夺取对卫星的控制

权，网络攻击可能会产生永久性影响。攻击者可

以通过消耗卫星的推进剂供应或发出会损坏卫星

电子设备及传感器的命令来关闭所有通信并永久

损坏卫星。

这张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提供的电脑图象显示了一颗小行
星和小行星探测器“隼鸟	2	号”（Hayabusa2）。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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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用于压制太空通信”的“季拉达-2”（Tirada-2）	

移动干扰系统以及侧重于干扰卫星通信频道的	Bylina-

MM	地面移动系统。据报道，Bylina	是“一系列地面移

动自动化站”和配备人工智能的移动指挥和控制系统。

它包括一个能够识别资产及确定如何对其发动攻击的自

动化系统，可用于对付各种地面、空中和太空目标。	

据报道，俄罗斯还有两种雷达干扰器，即	Krasukha-	2	和

Krasukha-4，它们或许有能力干扰雷达侦察卫星。	

朝鲜的太空追求

朝鲜的反太空追求在	2020	年受到了抑制。朝鲜不太可能

有能力或积极研制直升或共轨反卫星武器，而且几乎没

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提高了其非动态物理能力——虽然

一些消息人士坚持认为朝鲜存在着电磁脉冲威胁。朝鲜

已经通过干扰能力展示出进行电子战的能力，其网络攻

击威胁活跃且可行。后两种能力在反太空应用方面潜力

最大。关于朝鲜和伊朗已恢复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方面

的合作的说法表明，一国的进步可能可转让给另一国。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称朝鲜政权的太空计划对国

际和平构成威胁，但朝鲜仍声称对太空持和平意图。	

2020	年	5	月，朝鲜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关于朝鲜国

家宇宙开发局（National	Aerospace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的节目，以推广朝鲜的太空节目。平壤

的宣传服务机构“我的国家”（Naenara）网站表示，

朝鲜太空计划的目的是“恪守国家利益，利用科学技术

解决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的科技问题”。	

然而，朝鲜与伊朗的情况非常相似，人们普遍怀疑，	

他们的太空意图与其弹道导弹追求密切相关。	

该政权已建立两个太空能力发射场：东海卫星发射场	

	（Tonghae	Satellite	Launching	Ground）和西海卫星发射

场（Sohae	Satellite	Launching	Ground）。2020	年未发

现有关东海发射场使用情况的公开信息。38	North网站

发布图像和分析，报告了正常维护、除雪和日常活动，

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2020	年存在发射的准备或执行。	

朝鲜还有一座通用卫星控制大楼（GSCB），用于跟踪和

监测本国的卫星发射和轨道卫星。报告指出，朝鲜正在

通用卫星控制大楼旁边建造据信是科学测试设施，但其

确切用途尚不清楚。	

朝鲜似乎也没有在寻求研发共轨反卫星武器。迄今为

止，朝鲜尚未展示出实施可行的共轨反卫星能力所需的会

合近距离作业或主动引导措施的手段和专业知识。由于目

前太空中只有少数朝鲜物体，该国两处发射设施的活动极

少，朝鲜不太可能积极寻求发展直升或共轨反卫星能力。	

在电子战行动方面，朝鲜继续在使用他们的下行干扰

功能。2020	年	4	月，朝鲜宣布准备部署新的“全球定位系

统干扰装置”，用于对抗韩国。2020	年的多份报告称朝

鲜继续在朝鲜半岛开展干扰行动。许多公开报告强调干扰

的重点是商业无线电广播频率和民用全球定位系统信号，

而不是军事目标。美国陆军于	2020	年	7	月出版了一份标

题为《朝鲜战术》（North	Korean	Tactics）的新手册，其

中详细介绍了朝鲜的电子战组织、能力、技巧和战术。	

据美国官员称，朝鲜对美国的最大反太空威胁仍然是

网络攻击。朝鲜的策略凸显了该政权的网络战指导部队	

	（Cyber	Warfare	Guidance	Unit），即	121	局（Bureau	

121）。美国陆军的手册称	121	局拥有	6000	多名成员，

其中许多人在白俄罗斯、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俄罗

斯等国开展行动。	

2020	年	12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彭佩奥表示，朝鲜比

2021年6月，宇航员
在中国九泉卫星发射
中心登上由长征-2F
号运载火箭搭载的中
国神舟十二号飞船之
前敬礼。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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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2021	年	2	月，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也表达了这种情绪。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奈德·普莱斯表示，朝鲜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恶意网

络活动可为美国的政策评估提供信息。

印度的发展

印度自	1980	年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其太空能力一	

直在逐渐增强。印度在	2019	年反卫星试验成功之后	

成为第四个展示出动态反太空能力的国家。印度还在	

推进民用太空项目的发展，目前正在开展第三次月球	

飞行任务。	

印度的太空活动分别由民事和军事太空组织开展。所

有民事太空开发都由印度太空研究组织（	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管辖，该组织隶属于印度太空部

（Department	of	Space）。2020	年	11	月，该机构迎来

第	51	次发射——因为疫情爆发，这是	2020	年唯一的一次发

射。印度2021年的首次轨道发射是在	2	月	28	日，将	19	颗卫

星送入轨道，其中包括一颗巴西的地球观测卫星。	

2019	年，印度成立了国防太空研究组织（DSRO），

负责研究和开发国家太空安全系统，并在印度国防部国

防航天局（Defence	Space	Agency）的管理下运作。这

些新机构是印度推进太空战略行动目标的一部分。印度

国防太空研究组织的任务是开发太空战争系统和技术。

印度的许多反太空能力是为了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构成

的安全威胁而开发。	

印度还一直在与私营企业合作提供太空领域意识数

据，以“发现、识别和跟踪敌方资产”。国防航天局希望

该系统开发出来之后能够发挥防御和进攻两方面的作用。	

应当关注的事项

虽然中国在研发反太空武器方面继续取得进展，但其重

点似乎正在转向将这些能力纳入其部队和行动计划。值

得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在太空相关研发和双用途

太空能力方面的总体投资，例如他们的触角太空碎片清

理机器人。从行动的角度来看，应当追踪的一个关键进

展是中国在将干扰和欺骗等电子反太空能力纳入其非常

规战争力量和战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太空行为规范方

面，需要观察的一项关键指标是中国的实践	17	号	

	（SJ-17）地球赤道同步轨道观测卫星。虽然实践	

17	号迄今为止似乎侧重于观测中国的其他卫星，	

但它可能被用于观测地球赤道同步轨道上另一个国家的

卫星——这将标志着一个可能产生更广泛影响的重要	

转变。	

俄罗斯也许是未来一年最有可能进行更多反太空测试

和部署的国家。鉴于其	2020	年直升和共轨反卫星武器

的试验，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试验是否会继

续进行以及是否会展示出新的能力。与俄罗斯一起关注

的其他领域包括在更多的空中和地面平台上测试激光反

卫星系统、用于保护关键平台的电子战系统以及对民用

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更加大胆的网络攻击。	

伊朗和朝鲜将继续拥有相对不成熟的太空能力，	

但他们的电子和网络反太空能力构成严重威胁。在未来

的一年里，伊朗很可能继续由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开展太空发射活动，朝鲜

则可能希望在相对休眠的一年后重新开始测试其太空发

射能力。需要观察的一个关键事态发展是，是否还有更

多迹象表明伊朗和朝鲜将在太空或弹道导弹技术方面开

展合作。需要观察的其他问题包括伊朗继续在波斯湾开

展全球定位系统欺骗行动，以及朝鲜对韩国进行全球定

位系统干扰。他们任何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进行网络攻

击的频率和复杂性都可能表明对太空系统的网络威胁程

度提高。	

印度似乎有可能继续发展高功率激光和其他非动态反

卫星能力。印度在太空的主要指标包括其新的军事和研

发太空机构如何继续发展，为太空和反太空活动提供的

资金水平，以及印度在调整或测试其电子战系统以用于

对付太空系统的迹象。	

总体而言，2020	年是反太空活动进展缓慢的一年，

但有一些显著的例外。随着各国从封锁中恢复过来，	

回归他们先前的计划和方案，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随着拜登总统政府制定和完善其总体国家安全战略，	

需要关注的关键领域之一将是他们如何处理一般性太空

政策问题和反太空武器扩散问题。在美国和其他地方，

要求更明确界定太空行为规范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迹

象表明拜登总统政府意图在制定太空规范方面取得进

展——这将是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之间达成的一项美	

国政府愿意支持并遵循的规范的协议。如果没有美国政

府内部的机构间协议，将很难与其他国家开始有意义的

对话。o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航天安全项目于2021年4月发布了题为《2021年太空威胁评估》（Space 
Threat Assessment 2021）的报告。该报告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如欲查阅报告
全文，请访问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pace-threat-assessmen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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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产主义帝国 
路线图

从抵制国际秩序到改写国际秩序： 
尽管中国共产党矢口否认，但他们渴望获得霸权地位

作者：周景浩（JINGHAO	ZHOU）博士/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	|	摄影：美联社



17IPD FORUMFORUM

自
中国经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起飞，中国共产党（CCP）一再宣称

中国政府不会输出其发展模式，也不

会寻求全球霸权。实际上，中共快

速提升军事实力、激进的政治宣传

和意识形态审查以及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如中国制

造	2025	和一带一路），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将

国内经济实力转化为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共产主义

帝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将其雄心壮志合理化

地描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中国梦——这便

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自	2012	年上台以来倡导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机制的潜在终结者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国际机制之外成为强国。中国在毛

泽东控制的前	26	年共产主义时期与国际机制为敌，因为

国际制裁在经济和政治上吃尽苦头。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毛泽东便宣布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15	年

内赶上英国，20	年内超越美国。然而，1976	年毛泽东

去世时，共产主义中国已处于崩溃边缘。在邓小平的领

导下，中国改变了敌对策略，转而采取接触策略，并开

始参与国际机制，以实现中共的全球野心。邓小平的低

调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悄悄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帝国。	

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从国际机制中受益匪浅，但中

共从不满意这些国际机制。中共不是简单地接受国际

秩序，而且作为三种行动者务实地发挥作用：潜在的

终止者、选择性的参与者和国际组织的搭便车者。早

在	1996年，中国民族主义者写的《中国可以说不》一

书便表达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不满，呼吁中国政府站出

来反对美国。2006	年，不同作者的后续著述《中国不

高兴》阐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不满，并鼓励中国争取

霸主地位。为了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共声称西方政

府在百年国耻时期欺负了中国，因此中国应当得到他们

所想要的东西。	

中共认为，他们很难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实现“中国

梦”，因为它是由美国建立，并获得三个系统的支持：

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美国领导的军事盟友以及联合国

及其机制。中共针对国际机制的策略根据其国家综合实

力而不时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崛起，他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挑战国际机制，并在	2010	年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开始从邓小平的低调战略转变为激

进战略。自从美国拒绝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新型双边大国

关系的建议以来，中国已完成从“弱-强”混合的国家战

略到强势国家战略的过渡，意图恢复中华帝国	19	世纪

之前在东亚所享有的主导地位。

宣传是中国政府实现其目标的核心手段。中共发动一

场全球性的“话语战”来控制关于中国的外部叙事——

因为他们知道，控制发言权者控制国际体系。	

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设立了	1000	多所孔子学院，	

在国外高校进一步开展宣传活动。总部设在哥伦比亚特

区华盛顿的一个跨党派研究团体——响应性政治中心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表示，中国在美国

的外国代理人支出已从	2016	年的	1000	万美元增加

到	2020	年的	6400	万美元，影响美国商业、政治和社

会气候的支出增长了五倍。纽约市时代广场的数字广

告牌——“中国红屏”（The	China	Screen）每天	24

小时展示中共意识形态，象征着中共在美国的宣传活

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仅在美国就有十多个广播电台的

广播合同，而《中国日报》则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等报纸上刊登插页广告。北京还利

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其他西方媒体平台传播针对全

球用户的宣传。这些宣传针对的是海外华人和非华裔外

国人，旨在树立对中共的正面看法、鼓励外商在华投

资、压制反共声音、煽动反美情绪。中共在美国和其他

自由社会的恶意影响是系统性的。

模糊国际规则

中国共产党调集其所有影响力工具，通过重新定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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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规则的含义来挑战国际秩序。在安全领域，中国共产

党政府认为，自二战结束以来，核扩散在美国领导的国

际秩序下发生。中国共产党声称，在以色列和印度等民

主国家寻求发展核武器时，美国便采取含糊政策。当伊

朗、伊拉克、利比亚和朝鲜等国家寻求发展核武器时，

美国便实施制裁。中共主张改变这些规则及其所依据的

价值观。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上一再

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西方大国则认为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承担同等责任。2009	年在丹麦哥本

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在阻挠达成气

候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他们在	2021	年虚拟

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习近平的

承诺是空洞的，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到	2030	年要将美国的排放量从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50%	-52%。	

在金融领域，中国坚决主张与国际政治问题脱钩，	

避免将经济和金融事务政治化，试图捍卫世界各地的独

裁政权。中国在	2016	年推动本国货币人民币获得了特

别提款权，并主张建立超主权储备全球货币，以提高他

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中国还实施了国际性人民

币结算试点，以减少这些交易对美元的依赖。中国将推

出数字货币，并计划在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展示，

以彰显自己在支付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数字人民

币还旨在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	

选择性的参与者和搭便车者

中共利用国际机制作为平台，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扩

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反对全球化

的政治层面，但支持其经济层面，以获得技术霸权，并

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成员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年度会议，中国正在
争取建立超主权全球储备货币，以提高他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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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发展模式输出到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中国利

用国际机制的漏洞去推动不公平贸易竞争。2001	年中

国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时，中国政府承诺改革其经济体系以满足该组织的要

求，但许多承诺均未能履行。	

美国的知识产权盗窃主要是由中国制造。据美国

司法部称，80%	以上提出指控的经济间谍案件涉及中

国，60%	的商业机密案件涉及中国。每年中国盗窃美国

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达到	2250	亿美元至	6000	亿美元。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搭便车者，而美国则不得不为维

护国际安全和繁荣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中国利用国际机制提供的巨额资金去推动其国内外项目。

1981	年，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借款4.5亿美元，1986	年利用特别提

款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6亿美元，1999	年获得国

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多达	99.5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2011	年向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借款	398	亿美元。中国现在是一个中上

收入国家，但仍在接受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援

助。中国政府用这些钱购买全球势力，并向中国援助的

受援国施压，迫使他们支持中国或作出外交让步。世界

卫生组织（WHO）为中国提供了价值超过	1	亿美元的技

术援助，但现在中国正利用其疫苗分发来颠覆民主和寻

求世界霸权。	

地区和国际组织中的攀登者

中共通过加强在国际机构中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国

际机制中的作用。中国是	200	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

人在联合国	15	个专门机构中的4个机构中担任最高职位，

并在全球组织中担任许多其他高级职务。两年前，中共试图

获得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总干事职务，但未能成功。中国在金砖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东盟（ASEAN）、

亚太经合组织（ASEAN）等多边组织具有主导作用。	

中国发起了多个由他们主导的多边织组，比如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东盟

自贸区等。2001	年，中国成立了欧亚政治、经济和

安全联盟——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2015	年，中国开始推广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并展现出在该行的建立和维护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

该行总部位于北京，在全球拥有	103	个成员国和	21	个潜

在成员国。

	“一带一路”是中国通过转变中国发展模式、发展多

种贸易关系、构建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去扩大其全球影响

力的宏伟项目。所有这些努力都旨在重塑中共领导层所

推动的地区和全球秩序。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摆出强硬

姿态。从本质上讲，中共价值观与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和

人权截然不同。中共一直以优先重视“集体人权”和	

	“发展权”的名义迫害国内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同时经

常反对谴责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从未通过谴责中国侵

犯人权行为的决议。每当安理会年会上提出这样一项决

议时，大多数会员国都支持中国或其支持者之一提出的

不采取行动动议。	

中国还通过表现出合规的姿态去换取其他利益，	

充分掌握了在多边对话中进行谈判的技能。因此，	

中国仍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之一，2020	年监禁

记者人数全球第一。

中国威胁的后果

中共的目标是多方面的。他们希望维护一党制，统一所

谓的大中华地区（香港、澳门、大陆和台湾）并将南海

变成其内湖。他们还意图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作为迈

一位工人在上海汽车展的一次展示之前做准备。据美国司法部称，	
大多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案例都是由中国制造，包括	80%	以上提出
指控的经济间谍案件，以及	60%	的商业机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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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终目标的第一步，中共提出了“亚洲的事情归根结

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的概念。这句口号是建立地区主

导地位并使之成为全球强国的跳板，摧毁美国的地区联

盟，并将美国赶出印太地区的理由。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价值观和军事等利益构成严峻

挑战。美国国防部在	2020	年提交国会的报告中明确表

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标是到	2049	年成为世界级的

军队。兰德公司（Rand	Corp.）最近一份题为《中国追

求全球主导地位》（China's	Quest	for	Global	Primacy）

的报告预测，如果美国不能保持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他们在亚洲就可能成为边缘化的角色。	

大多数智库预测，中国的经济将超过美国的经济，

中国将强大起来，并将寻求使世界脱离民主价值观和法

治。今后十年对两个国家和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从历

史上看，美国与英国、美国与俄罗斯、美国与日本之间

曾发生过大国竞争。二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国际关

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博士指

出，大国竞争还没有结束。大国之间仍然互相恐惧，危

险的安全竞争将重演。	

中国从三个方面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把重点放在国

内优先事项上，重新强调自力更生政策；减少对美国的

依赖，同时增加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快扩大

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习近平曾告诫中共党员，“当今

世界最大的动荡来源是美国”——这实质上把美国认定

为中国的敌人。	

2021	年	3	月，中美双方在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

面对面高级别会谈中，中国高级外交官用	18	分钟的发言

攻击了美国政治和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	

外长杨洁篪坚持认为，美国不代表世界，并且中国将坚

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比西方民主制度

要好。	

最近，习近平将疫情后时代的发展趋势描述为“东方

的崛起，西方的没落”，称现在是中国直面世界的时候

了。习近平在最近在中共官方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

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中国应该抓住这

个机会。他声称没有人能打败中国。习近平承诺到	

2049年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共的世界观和方法非常

明确：中国彻底抛弃了邓小平的“低调”外交政策，现

在正果断地朝着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的方向前进。	

习近平在	2021	年	7	月中共成立	100	周年之际警告称，

任何想要霸凌中国的人必将“在	14	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

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战略安全竞争的未来

全球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国际社会如

何应对中国带来的全面挑战。目前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有

各种各样的误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从当前的国

际秩序中受益匪浅，并不打算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其他

人则认为，尽管北京有许多目标与美国的目标相冲突，

但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仍然有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有限，因为中

国正在利用其外交政策原则和方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

用。还有人认为，美国媒体夸大了中国的安全威胁，	

因为国际秩序复杂且多层次，因此难以推翻。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的《2040	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40）报告设想了五种情景：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主导

国际体系；国际秩序陷入毫无目的、混乱、不稳定的状

态；民主社会日趋分裂；世界慢慢陷入无政府状态；以

欧盟和中国为首的全球联盟崛起。

毫无疑问，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未来仍然充满	

希望。

尽管中国共产党统治世界的意图非常坚决，但它很可

能是一条死胡同，因为中国梦主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世

界观。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父权传统在中国内外已不再

受欢迎。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高技术和

服务，因此中国在短时间内实行自力更生政策并不容易。

追求民主和自由仍然是全球化世界的主流目标。	

2021	年	3	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会谈开幕式上，	
画面中间的中国共产党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开幕式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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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起来反对中国的激进扩张。加拿大、

欧盟和英国协调发起了针对中国侵犯少数民族人权行

为的制裁。欧洲议会于	2021	年	5	月通过了一项动议，

正式冻结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草案，并呼吁欧盟在

与中国打交道时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德国颁布了一项

供应链法，要求德国公司限制其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

区的活动或离开新疆地区。中共被指控在新疆地区对

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

更重要的是，美国将继续保持强大。拜登总统在

2021	年	3	月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希望	

	“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补充道：“在我看来，

这不会发生。”	

拜登总统政府一直在重组美国联盟，以加强和创新

其国际网络。美国已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和《巴黎气候变

化协定》，并与欧盟、北约和七国集团在技术、气候

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紧密合作，以应对中国的威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

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建立了条约联盟。	

四方安全对话（Quad）国家——澳大利亚、印度、

日本和美国在经济、军事和供应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

他们还进行多项军事演习，并邀请更多的国家参与四方

对话。四方对话旨在对中共的霸权野心形成重要威慑。	

与此同时，台湾海峡和南海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前

沿，并可能成为国际社会阻止中国走向全球霸权道路决

心的第一块试金石。虽然中共宣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

该党不可动摇的承诺，但美国不再将台湾视为其与中

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而是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

区的机会。这不仅反映了中美竞争日趋激烈，也表明

了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保持优势的坚定决心。o

2019	年，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香港街头游行，抗议一项不受欢迎的引渡法案。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父权传统在中国内
外已不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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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地区
加紧行动

盟国和伙伴国家加强太平洋岛国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论坛》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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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	万个太平洋岛屿散

落在占地球表面总面

积约	15%	的广阔海洋

中——其中许多是无人

居住的岛礁。人口总数

只有	1200	万人，仅相

当于印尼首都雅加达。

许多太平洋岛民的生计

非常依赖浩瀚海洋的财富，或是他们美丽家园的吸引

力——他们的家园是闪闪发光的绿松石上的热带宝石。

虽然太平洋岛国和领土可能很偏远，但却面临许多

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受到这个时代一些重大考验的影

响——从海平面上升和资源枯竭到疫情封锁和地缘政治

动荡。太平洋岛国论坛（PIF）指出，“太平洋地区的安

全环境日益复杂。”该论坛是一个由多个成员国组成的

政治和经济政策组织，成立于	1971	年，旨在通过地区和

国际合作促进和平与繁荣。“太平洋社区容易受到跨国

犯罪集团、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政治不稳

定和国内冲突造成的安全威胁。其后果包括国内动乱、

边境收入减少、当地犯罪增加以及执法力度削弱。”

盟友、伙伴国家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正努力加强该地

区的海上和海底防御能力，以应对一系列经济、气候和

安全威胁，包括中国为自身利益施加影响的企图。

	“随着复杂干扰因素的加剧和外部参与者的日益增加，	

太平洋地区正在发生变化，”新西兰国防军（NZDF）

在其	2019	年	10	月发布的《推进太平洋伙伴关系：

太平洋地区防务方针框架》（Advancing	Pacific	

Partnerships:	A	Framework	for	Defence's	Approach	to	

the	Pacific）报告中指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加剧将与这些复杂的干扰因素相互交织。寻求加强其

地区存在的外部行为体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影响力的载

体。更广泛地说，外部参与者的参与速度、强度和范围

（这些参与者在他们的活动中可能并非总是与我们的价

值观相符）处于日益加大的地缘战略竞争意识的核心，

这激发了许多国家对太平洋的再度关注。”

中国“日益扩张的激进姿态”中国“日益扩张的激进姿态”

举个例子，比如：基里巴斯。这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国家之

一，几乎恰好位于澳大利亚与美国中间。虽然基里巴斯人

口很少，只有	11	万人（印度最大的板球场便能轻松容纳

这个国家所有人口），但该国	33	个珊瑚环礁遍布太平洋

的广袤海域，是唯一横跨地球所有四个半球的国家，拥有

超过	300	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EEZ）——比印度的

土地面积还要大。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里巴斯

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勘探和开发其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

的主权权利。其中包括渔业、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矿产——

这是一个吸引到贪婪的中国注意的资源宝库。

2021	年	5	月，基里巴斯政府宣布，中国将为对该

岛国一个环礁岛上的简易机场升级改造进行可行性研

究提供资金支持。基里巴斯政府在	2019	年放弃了与民

主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支持共产主义的北京。	

据路透社报道，该国政府称这个项目将支持旅游业。

然而，一些议员对于中国对该简易机场的兴趣表达了

担忧（该机场曾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的一个军事基地），	

并质疑该项目是否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是一项基础设施开发计划，因其掠夺性贷款

做法而受到广泛批评。一个月后，与中国介入有关的

安全关切导致世界银行牵头的一个项目搁置——该项

目旨在安装海底电缆以加强基里巴斯与其他两个太平

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瑙鲁之间的通信。据路透

社报道，该基础设施将与连接美国领土关岛的海底电

缆相连，并且主要将由美国政府使用。一家中国公司

出价最低，但美国和岛国官员发出警告称，中国企业

必须与北京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合作。

总部位于堪培拉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旗下刊物	

	《战略家》（The	Strategist）2020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

指出，中国参与基里巴斯的基础设施项目提出了	

	“在太平洋中心建立中国军事基地或至少在初期建立潜

在两用设施的可能性”。“这些设施将使中国能够控

制世界上最好的金枪鱼捕捞渔场和深海矿产资源，并

在夏威夷、夸贾林环礁、约翰斯顿环礁和威克岛的美

国基地附近保持存在。它们也将直接位于北美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主要海道上。”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国家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B·格雷	

大

2019	年，画面左侧的基里巴斯巡逻舰RKS	Teanoai号和美国海岸警	
卫队的“斯特拉顿”号（Cutter	Stratton）在太平洋进行训练演习。	
RKS	Teanoai	号是作为澳大利亚政府向	12	个太平洋岛国提供巡逻艇
方案的一部分捐赠给基里巴斯的。2021	年	6	月，澳大利亚将替换船
只“卫士”（Guardian）级巡逻艇“RKS	Teanoai	II”号转交给了
基里巴斯。萨拉·穆尔（SARA MUIR）士官长/美国海岸警卫队



平洋岛国行动（OPIC）是美国陆军针对太平

洋地区的举措，致力于加强与大洋洲各国的关

系。太平洋岛国行动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和开

放的印太地区，加强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

友谊和团结的历史纽带，包括植根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个人

自由和全球自治共同价值观。通过与军事、政府和社会伙伴建

立联系，太平洋岛国行动团队利用庞大的主题专业知识网络在

大洋洲各地创造价值。

太平洋岛国行动由美国陆军各部门的士兵组成，包括现役

军人、陆军预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人员。它于 2020 年正式

设立，主要包括设在夏威夷沙夫特堡公寓（太平洋岛国行动

总部所在地）的第 9 任务支持司令部（9th Mission Support 

Command）的部队和成员。第 9 任务支持司令部已经驻扎在

大洋洲（包括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特

别是考虑到他们与该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许多士兵本人或其

祖先都是来自大洋洲。

美国陆军准将、第9任务支持司令部司令蒂莫西·D·康纳利 

 （Timothy D. Connelly）表示：“第 9 任务支持司令部的伟大

之处在于我们编队的士兵实际上就是来自这些（太平洋岛屿）

国家。”康纳利于 2021 年 6 月接管了太平洋岛国行动的指挥

权。“他们是出色的士兵，拥有从伟大的美国陆军获得的军事

技能和训练。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如此独特的东西，那便是

文化、语言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南太平洋的熟悉感。”

随着这项大洋洲行动在 2020 年初成形，成立了大洋洲路径

团队（Oceania Pathways Teams）去支持各太平洋岛国。 

这些团队包括民政专业人士和文化专家，旨在实现许多目标，

其中前两位的目标是建立东道国的能力和加强与大洋洲各国的

关系。

大洋洲路径团队利用美国陆军和姐妹部队的工程、医疗和

兽医能力在整个地区提供协助。第9任务支持司令部还派出团

队与太平洋岛国进行救灾规划、安全合作和士兵技能交流。军

队与军队训练演习，比如太平洋之路（Pacific Pathways）演

习，提高了美国、盟国和伙伴国家部队的准备状态。文化专门

知识、民政事务和太平洋岛国行动的全政府办法所带来的资产

相结合，促成了持久的伙伴关系和可持续增长。

太平洋岛国行动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挑战。该部队成立后

不久，新冠疫情爆发，对相关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疫情迫

使我们停止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并重新制定我们的计划，”时

任行动负责人埃里克·莫雷（Eric Morey）少校表示。“从行

动的角度来看，这是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所有部门、联盟伙伴

和大洋洲各国大量的创新解决方案、耐心和团队合作。”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但太平洋岛国行动仍推动各团队向前

支持各太平洋岛国。斐济、马绍尔群岛、帕劳、巴布亚新几内

亚和东帝汶率先从美国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加大

对大洋洲的投入当中受益。支持这些伙伴国家应对新冠疫情成

为太平洋岛国行动的主要关注点。

尽管疫情在 2021 年带来了挑战，但太平洋岛国行动继续加

强能力，并扩大其与更多太平洋岛国的联系。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于能否为每个东道国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这个成功模

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太平洋岛国行动与东道国伙伴之间的深厚

的文化联系和结盟。

其行动的每个方面都包括文化沉浸和教育。在最近一次健

身活动中，太平洋岛国行动成员参加了划桨课程。士兵们在克

里斯·卡奥普基（Kris Kaopuik）中士的带领下，学习了这种

古老航行方式的基础知识。卡奥普基表示：“再没有什么比划

桨更好的方法去了解、体验我们正在帮助的人民和文化，并与

之保持联系。”“这项运动的传统和学科与这些古代社会有着

密切的联系。”太平洋岛国行动人员还沉浸在各种文化活动中， 

如卡瓦仪式（Kava Ceremony）和太平洋岛民遗产之夜。

太平洋之路由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设计并牵头，旨在通

过军队对军队训练演习提高美国、盟国和伙伴国家部队的准备

状态。这些演习在印太地区各地举行，最近已将越来越多的大

洋洲国家纳入其中。

太平洋岛国行动进入 2022 年，已成为美国印太司令部赖 

以继续加强战略关系并在该地区提供持续存在的成熟资产。 

从高级领导人的参与、联合演习、会议、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

应对规划到新冠疫情支持、工程师参与以及民事行动和项目，

太平洋岛国行动为各太平洋岛国带来了大量各种能力和价值。

太平洋岛国行动的副司令布莱斯·赞多利（Blaise Zandoli） 

表示：“美国与大洋洲的太平洋岛国对民主和人类生存的精神

态度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对个人的尊

重融入到强大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互利的

现实联系使建立伙伴关系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

太

太平洋伙伴
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持久的关系
太平洋岛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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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B.	Gray）表示，太平洋各岛国都感受到了

北京的“不断扩张的强硬行为”。2021	年	1	月，帕劳

新当选总统小苏兰格尔·惠普斯（Surangel	Whipps	

Jr.）称中国欺凌他的岛国。在那之前的一个月，美国海

岸警卫队协助帕劳海事当局扣押了一艘涉嫌在帕劳海域

非法捕捞海参的中国船只。中国庞大的远洋捕鱼船队被

认为是世界上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IUU）捕捞活动

最大的肇事者——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捕捞约占所有

海洋捕捞活动的	30%。非营利组织笹川和平基金会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USA）主席秋本聡宏	

	（Satohiro	Akimoto）在《日本时报》上写道：“自然资

源方面，中国一直在激进地利用地区渔业资源。”	

	“由于中国耗尽了本国海岸附近海域的资源，为了满足

国内日益苛刻的消费者的需求，拥有广阔而富饶海域的

太平洋岛屿地区提供了机会。”

北京还实施经济胁迫，包括因帕劳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而对其进行报复，事实上禁止中国游客来访，从而打击

了这个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收入来源。2021	年	5	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前大洋洲和印太地区安全主任格雷在《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上写道：“我们应当考虑太平洋小岛面临

的这些挑战。”“这些国家不仅占据地区最具战略性的一

些地理位置，而且还是坚定的民主政体，长期以来一直在

各个国际论坛及联合国与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

	‘共同目的的竞技场’	‘共同目的的竞技场’

随着民主盟友和伙伴国家增加其在该地区的接触，	

以及（至少部分是）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霸权野心，

应对这些挑战的合作努力将加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务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	2021	年	6	月由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智库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希望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日本等盟国密切合作，与太平洋岛国举行会议，讨论具

有共同目的的竞技场。”据路透社报道，坎贝尔表示：	

	“我们在这些岛国拥有巨大的历史道德和战略利益。”	

	“而且，从价值观、他们在联合国的作用、他们所面临的

健康挑战、气候变化、他们在军事上的潜在作用、健康的

图片左起：美国国防合作办公室联络官巴勃罗·瓦莱林（Pablo	
Valerin）少校、东帝汶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法鲁·瑞特·莱克（Falur	
Rate	Laek）准将、东帝汶国防军总参谋长卡利斯托·桑托斯·科利亚
蒂（Calisto	Santos	Coliati）上校、太平洋岛国行动东帝汶团队负责
官员鲁比·吉（Ruby	Gee）少校和东帝汶团队文化联络军士、美国陆
军莉迪亚·麦金尼（Lydia	McKinney	）下士参观东帝汶东部。	
所罗门·纳瓦罗（SOLOMON NAVARRO）上士/太平洋岛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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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种群等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竞争的舞台。”

日本和美国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是该论坛的成员）的对话伙伴，并为论坛做出了重要贡

献。据美日两国各自的政府称，自	2018	年以来，东京

已向该地区提供了	5.8	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而华盛顿则

是每年提供	3.5	亿美元的援助。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气候

适应（Climate	Ready）项目在	2017	年至	2022	年期间

专门拨款	2400	万美元，帮助太平洋各岛国和各领土减

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美国还有随船观察员（Shiprider）双边协议，让当

地执法当局能够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打击其

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犯罪活动。2020	年，美国陆军

设立了太平洋岛国行动（Operation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以加大他们的地区存在，并协助各岛国

和领土设计和实施民间援助项目、军事和安全行动和演

习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计划。

2020	年，美国太平洋舰队还举办了第	27	次环太平

洋演习（RIMPAC）。这是一次两年一次的演习，旨在

提高互操作性和海上战略伙伴关系，这对于确保海道的

安全以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10	个伙

伴国家、22	艘舰艇、1艘潜艇和	5300	多人参加了此次

于	8	月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的为期两周的演习。

据日本外务省称，除了在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部

门提供财政支持外，日本还联合管理着成立于	1996	年

的东京太平洋岛屿中心（Pacific	Islands	Centre）——该

中心旨在通过促进投资、贸易和旅游业，协助太平洋岛

国论坛成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防卫省表示，

该国还将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防务合作和交流，而且这

是其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的一部分。这包括组织第一

次多边国防部长级会议——日本-太平洋岛国防务对话	

	（Japan-Pacific	Islands	Defense	Dialogue）以及增加日本

自卫队各部队的飞机访问和港口停靠。2019	年	12	月，

秋本在《日本时报》上写道：“日本作为美国的关键盟

友以及长期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的亚洲国家，在这里可

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日本还可以通过他们所拥护的

价值观——法治、优质基础设施和人类安全去强调经济

发展和环境养护的好处。”

地区重置地区重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表示，在	2016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

导人会议期间公布的太平洋加速（Pacific	Step-up）战略

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仅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就在该地区投入了超过	10	亿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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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严重破坏了该地区重要的旅游业和服务行业的

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支持扩大到关键用品供应。2020

年	9	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联合国大会上表

示：“澳大利亚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发展伙伴。”因此，我

们提供个人防护装备、测试设备、医疗专业知识，并维持

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走廊，以便专家和用品的进出。”

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称，该国的太平洋巡逻艇更换	

	（Pacific	Patrol	Boat	Replacement）项目到	2023	年将

购置	21	艘巡逻艇，以更换澳大利亚在	1987	年至	1997

年间捐赠给	12	个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的巡逻艇。这

个	2.5亿美元的替代项目是澳大利亚太平洋海事安全	

	（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计划的一部分，将提高各

岛国巡逻边界、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

动及其他海上犯罪以及开展搜救行动的能力。2021	年

6	月，第11艘替换船只“卫士”（Guardian）级巡逻

艇“RKS	Teanoai	II”号转交给了基里巴斯。

新西兰与他们塔斯曼海对岸的邻国（澳大利亚）一

样，也加大了地区参与力度。莫里森和新西兰总理雅辛

达·阿德恩在	2019	年	2	月的声明中指出，“太平洋的

繁荣与安全”对于两国“至关重要”，并同意扩大与各

岛国和领土的伙伴关系。新西兰根据	2018	年启动的太	

平洋重置政策增加了援助资金，增加了部长级会议的频率，	

并新增了十多个专注于该地区的外交和发展职位。	

2020	年中，新西兰在汤加设立了一名驻地防务顾问，

负责协调救灾等行动。新西兰国防军将向各岛国提供

专业的领导能力培训，以“在太平洋安全人员中植入

道德和有效领导的基础”，同时加强并调整其资源去

支持太平洋地区的两栖行动和海上巡逻。新西兰国

防军的《推进太平洋伙伴关系》（Advancing	Pacific	

Partnerships）报告指出：“太平洋地区面临从气候变

化到地缘战略竞争等一系列挑战，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和

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的确，太平洋岛国在面临眼前的威胁和生存的威胁时，

将要依靠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以及印太地区、

欧洲和全球各地的朋友。帕劳总统惠普斯在2021	年	3	月访

问台湾时表示：“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很容易被渗透，我

们需要依靠伙伴国家的保护，并保障我们的安全。”就好

像是为了加深惠普斯对主权脆弱性的担忧，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他访问期间派出	10	架军用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台湾是一个北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自治岛屿。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格雷在《外交官》上写道：	

	“随着北京的野心迅速膨胀，需要华盛顿及其盟友共同

努力，确保印太地区最小的一些国家继续享有独立、	

安全和繁荣。”o

卫星图像显示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岛
屿地区的偏远岛屿——坎廷岛上一个
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的简易机场，中国
计划予以升级。DIGITAL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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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汇汇
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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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	2020	年发现了一项据报道中

国货币经纪人与墨西哥毒贩串通洗

钱的阴谋。官员们解释说，这种不

太可能的搭配是利用贸易去掩盖非

法资金的最新例子。然而，调查人员只看到一套非常复

杂交易的一面，这些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外汇限制，

而不是非法资金洗钱。

外汇（FOREX）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它是合法

和非法的世界贸易的中心，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这也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由于货币市场的波动，	

财富或赚或亏，整个经济体都依赖于此。

当局揭露的计划涉及黑市外汇（BMFX）。黑市外汇

对非法行为者的重要性最乐观的判断是受到严重低估，

最坏的情况则是完全被忽视了。多年来，涉及国际贸

易、黑市外汇和非法行为者的关系一直被正确地视为洗

钱的脆弱性。然而，这种公式中的关键因素被错误地解

释为是贸易，因此被称为以贸易为基础的洗钱。

仔细研究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分析和未来预

测表明，首先，揭露这些洗钱计划的关键是黑市外汇而

不是贸易；其次，当涉及到中国时，黑市外汇可能对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本文将审视黑市外汇对合法企业和非法企业的重要

性。文章将探讨黑市外汇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并分析了

中国的外汇限制对拉丁美洲黑市外汇市场的影响。最

后，文章将描绘中国黑市外汇经纪人、拉丁美洲犯罪组

织和中国政治公众人物（PEP）（发挥重要公共职能的

人士）之间的非正式便利伙伴关系。

货币限制措施成为非法活动的催化剂货币限制措施成为非法活动的催化剂
平行货币市场是世界各国的固定项目。催生黑市外汇的

经济政策往往是为了避免国家陷入经济灾难。他们经常

受到国家货币贬值的冲击，导致对外币（通常是美元）

的需求加大。这种需求增加具有进一步压低本国货币价

值的实际效果。

为了抵消这些行动对经济的影响，各国限制购买外

汇，限制有形货币出境流动，并控制其出口商汇回在海

外持有的外汇。这些政策使得进口商难以（甚至完全不

可能）购买经营业务所需的外汇。

与此同时，这些限制还会抑制出口商利用其商品赚取

外汇。外汇价格过高，进口商无法购买，出口商无法出

售。这些政策给经济中依赖外汇作为商业模式一部分的

当当

中共党员在众目睽睽之下	中共党员在众目睽睽之下	
转移资金，威胁安全转移资金，威胁安全
约翰·F·托邦（JOHN F. TOBON）/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

中国钞票和美国钞票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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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来了沉重负担，同时也为那些在受监管市场之外获

得或拥有外汇的人创造了机会。

印太地区的美元黑市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分析人士表

示，这些市场（其中一些可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是

各国实行外汇管制造成的结果。这些控制措施实际上切

断了使用美元参与国际贸易的个人获得美元的渠道。

这种情况催生了在受监管的外汇部门之外对美元的需

求，从而形成了黑市。正规或非正规的外汇市场都是按

供求关系运作。当黑市诞生时，对美元替代来源的需求

将通过非法来源获得的外汇来满足。这些非法外汇通常

表现为高级别的政治腐败和犯罪活动（主要是贩毒）。

外汇洗钱	外汇洗钱	
在这种情况下，洗钱过程继续让政府机构和商界感到困

惑。商业交易如何沾染上犯罪活动收益的？该污点如何

导致企业必须进一步犯罪去掩盖其与犯罪组织的合作？

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洗钱是在何时发生的？

当进口商从黑市外汇经纪人处购买外汇时，商业交易

便与犯罪活动纠缠在一起。这些经纪人是外汇非法供应

与伪合法需求之间的纽带。需求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

为非法外汇被用来购买合法产品，成为传统国际贸易交

易的一部分。现在，进口商必须找到完成进口的方法。

完成进口的方法需要使用海关欺诈方案（过高/过低

估价或重复开具发票）、走私和/或贿赂公职人员。于是

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开始了他们的贸易兔子洞之旅。这

种综合因素通常被称为基于贸易的洗钱活动。

突出贸易交易的重要性，就好像贸易是该方案的关

键节点。执法机构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等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提倡对国际贸

易交易进行更多审查，以查明和遏制洗钱活动。不幸的

是，各方非常关心的洗钱活动甚至是发生在货物购买之

前。赚取非法外汇的犯罪组织将其外汇出售给黑市外汇

经纪人时便从这幅图画中消失了。犯罪组织将产品委托

给客户，但他们不会将收益委托给货币经纪人。基于贸

易的洗钱模式错误地假定犯罪组织会将其收益投资于合

法货物，以便他们能够在货物进口和销售后收取其清洗

过的收益。		

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关键缺陷：它假定犯罪组织与进

口商有同伙关系。因此，一些人认为跟踪贸易便可找到

非法外汇的来源。这种心态分散了人们对真正的脆弱性

的注意力和资源，也忽略了进口商犯下的犯罪和财政违

法行为。

与其指派金融机构审视贸易交易（他们本不适合做这

项工作）	，不如调集资源来审查用于购买货物的资金的

账户。由此可发现黑市外汇的供应方、犯罪组织和腐败

政客。					

中国黑市和墨西哥贩运者之间的交集	中国黑市和墨西哥贩运者之间的交集	
这种混淆在中国黑市外汇与墨西哥贩毒组织（DTO）	

之间的关系中最为明显。这源于对事件的短视解释，	

以及对黑市外汇的不知情看法。头条新闻称，中国洗钱

者为墨西哥贩毒组织服务——这意味着这些经纪人主要

是在为罪犯的利益工作。

但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要求更全面地了解几十年来

一直蓬勃发展的中国的黑市外汇。分析人士解释道，	

中国的黑市外汇是通过走私、多开进口发票、少开出口

发票、从国外收到的汇款和边境贸易供应的。中国黑市

外汇的外汇供应一直足够满足需求。随着	2017	年	7	月中

国外汇规则的实施，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报告	5	万元人

民币（合	7,820	美元）或以上的国内外现金交易，这种

情况发生了变化。银行还必须报告	10,000	美元或以上的

海外转账。此外，这项规则还规定了	

50,000	美元的结售汇限额。

这一政策调整旨在遏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有企业高

管的腐败行为。具体而言，其目的是限制中国公民购买

海外房地产、证券、人寿保险或其他投资型保险产品的

能力。在此次政策修订之前，中共党员能够利用传统的

香港一块电子屏幕显示外汇汇率。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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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和传统的银行方法来转移和在海外享受他们的

财富。这些限制措施并未能够遏制腐败。然而，这些措

施确实产生了将中国黑市外汇对美元的需求推至现有供

给之外的意外后果。由于黑市外汇与传统外汇市场一样

运作，中国黑市外汇经纪人被迫寻求新的美元来源去满

足需求。于是墨西哥贩毒组织进入这个等式。中国货币

经纪人想要墨西哥贩毒组织持有的美元，作为向其最终

客户（需要美元来确保其在中国境外的财务未来的中国

政治公众人物）供应的一种手段。墨西哥贩毒组织的洗

钱活动是一种辅助活动，只是中国货币经纪人达到目的

的一种手段。

中国与房地产	中国与房地产	
这在北美、印太和大洋洲各地都有表现。过去十年间，

中国政治公众人物使用现金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夏威

夷等地购买的奢侈品房地产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中国货

币经纪人可以利用两种形式的人民币（在岸人民币和离

岸人民币）之间的套利，将价值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

港。一旦价值到了香港，他们便可以利用不受中国人民

银行影响的自由市场环境。

然后，中国货币经纪人使用以香港金融制度内空壳公

司的名义持有的美元账户向世界各地发送第三方电汇。

这些美元由中国黑市外汇经纪人从包括墨西哥贩毒组织

在内的来源购买，然后再出售给中国的政治公众人物。

当电汇到达美国金融机构时，收款人常常认为这笔交易

看起来很奇怪是因为中国的货币限制。

直到最近，金融机构一直是同情客户，并不质疑交

易。他们得知关于该计划的更广泛情况之后，已开始审

查这类交易。

制止非法转移	制止非法转移	
通过涉及中国政治公众人物的外汇洗钱对国家安全的影

响很大。如果执法机构继续关注中国黑市外汇的供方，

当局将斩断从墨西哥贩毒组织获得美元的行为。然而，

非法外汇来源太多，无法统计。调查工作必须考虑到这

一威胁的复杂性。不能再将这些计划视为涉及具有共同

利益的双方的循环交易。相反，必须要看清它们是什么

样的——公平交易是全球各地不同犯罪集团运作所必不

可少的大型地下行业的一部分。否则，中国政治公众人

物将会继续将其非法收益转移至西方城市，在那里将这

些资金用于赌博和购买高端房地产等合法活动，以及可

能涉及介入国内政治的恶意活动。o

北京，一名男人坐在	
中国银行总部外面。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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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
的战略传播的战略传播

中共如何将
信息环境武器化及如何与之对抗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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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共产党（CCP）总书记习近平就

职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了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通

报。该文件明确强调坚定不移地

坚持党对媒体的控制和协调一致

地管理意识形态战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与中共此前强

调的国内政治控制和审查制度大相径庭。在习近平的领

导下，中国共产党大幅扩大了他们在信息环境中的影响

力，去操纵世界其他地区。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政

党机构之一是统战部（UFWD）。

中共在统战部的领导下，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平台

上开展虚假信息活动，并对任何反对中共宣传的声音进

行人工智能审查。他们的信息传播有几个关键主题。例

如，中共一直在通过将中共的独裁模式描绘成西方可靠

的替代方案，试图说服外国观众相信他们是一个负责任

和仁慈的世界领袖。类似地，中共企图破坏人们所感知

到的选举和民主的合法性。他们一贯利用虚假信息活动

破坏民主国家的政治进程。	

这些事件表明，中共的信息行动日益复杂。总体而

言，他们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远远大于以往。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应将信息环境

视为民主政体和独裁政体之间大国竞争的最关键领域之

一。本文将重点介绍	2020	年以来中共信息行动的主要

特点。之后，本文将就如何对付这一日益具有破坏性和

分散性的威胁提出了三项建议。	

2020	年对于那些分析中共虚假信息的人来说是一个分

水岭。中共歪曲新冠病毒真相的宣传活动显示，其官方言

论令人难以置信。中共试图说服国内外受众相信病毒是故

意投放到中国武汉的美国生物武器。这场运动的覆盖面很

广，由中国外交部及其外交官、政府领导人、伊朗、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外交政策人物以及一系

列在线媒体进行传播。它还显示了跨国勾结网络的扩大。

例如，加拿大阴谋论网站	Global	Research	Canada和中共

官员经常互相引用对方的论证。这种被称为“信息洗钱”

的虚假信息策略涉及到所谓的西方分析人士和媒体传播

虚假信息，作为使中共虚假信息运动合法化的手段。类似

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0	年	3	月关于新冠疫情

起源的虚假推文也被至少被	54	种语言转发超过	9.9	万次，

累计让大约	2.75	亿人接触到。

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共产党在	2020	年开展了大规模社交媒体宣传活动
去歪曲美国在南海的活动特征。Facebook	和其他平台上的活动获得了
13	万多粉丝，并寻求让菲律宾重新与中国保持一致。

文章：杜万·李（DOOWAN	LEE）/VAST-OSINT | 摄影：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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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场
尽管中共的信息战已真正成为全球性战争，但首当其冲

受到北京虚假宣传运动冲击的是印太地区。特别是，	

中共试图歪曲香港	2019	年民主运动的特征，显示出复

杂的信息宣传行动。中共利用其广泛的媒体基础结构，

宣传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与外国行为者勾结的虚假指控。

同样，中共针对台湾破坏其政治独立和社会凝聚力。例如，

2018	年中共试图在执政的民进党（DPP）的大本营支

持亲北京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来自中国及其附属机构的虚假叙述和篡改图像在社

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诋毁民进党政府，并赞扬韩国瑜。

中共还试图左右	2020	年的台湾总统选举，但台湾已做

好准备。在公私伙伴关系的推动下，提高媒体素养和减

少虚假信息的行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共旨在破坏地区稳定、侵蚀美国战略利益的信息	

行动不仅限于台湾和香港。中共针对大规模集中营、	

猖獗制造失踪、法外谋杀和强迫绝育的调查报道发动

进攻，歪曲事实。中共在全球散布关于中国新疆地区

经济发展和教育状况的虚假陈述，以掩盖其针对维吾

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运动。中共还

限制外国记者进入该地区，以垄断来自新疆的信息。在

泰国，2020	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据称描述一位亚

洲人在美国遭到野蛮袭击的虚假视频行动。其意图是在

泰国引发和传播反美情绪。视频被亲北京的媒体广泛分

享，并在泰国如病毒般流行。实际上，录像片段取自厄

瓜多尔监狱暴乱。这并不是孤立事件。菲律宾也受到社

交媒体上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活动影响，以错误地描述

美国在南海的活动。这场运动放大了当地政客对中共同

情的言论，赢得了超过	13	万的追随者，并寻求让菲律

宾与中国重新保持一致。简而言之，近年来，中共的虚

假信息行动的范围和强度大幅度增加。在信息环境中与

中共的竞争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共极大地利用了对媒

体平台的不对称访问。虽然	Facebook和Twitter	等西方

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对专制政权的访问限制很少或没有限

制，但微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腾讯	QQ	等中国社

交媒体对应机构对西方用户的访问限制程度各不相同。

此外，中共利用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审查和监视。这些

平台的外国使用数据很可能由中共汇总，用于收集和情

报目的。中国大陆用户无法访问大部分的西方新闻媒

体和社交媒体平台。这使得西方努力了解中共国内虚

假信息的工作以及在这些平台上汇总数据的工作充满

挑战性。	

第二，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在全球的网络存

在显著增加。中共官员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活动

已达到创纪录水平。例如，2020	年的	9	个多月间，中

共外交官发推文	210,382	次，平均每天	778	次。

第三，中共情报部门严重依赖政府控制的科技公司将

大量数据武器化，用于监控和审查。这种做法不是美国

及其盟国可在不严重侵犯民主原则和规范的前提下模仿

的。众所周知，中共关联企业会安装技术后门，从而能

够实施进攻性网络行动。类似地，中共大幅增加了他们

在地区内的网络间谍和黑客活动。		

总而言之，信息战是大国竞争最关键的领域之一。

此外，中共武器化信息环境的程度对地区内外的国家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应将数

据驱动的开放源码情报纳入常规军事规划和行动。下

列战略可对抗中共宣传的迅速扩张。	

在信息环境中竞争
首先，所谓的“打击水军”方法将不足以对抗中共虚假

信息，因为恶意行为者可以迁移到其他平台或更改其用

户帐户。中共可以比其他政府或企业将相关账户从信息

环境中删除的速度更快地制造或外包更多的账户。相

反，各国政府应当将虚假信息视为一场全方位的连续宣

传运动。更具体地说，负责保障信息环境完整性的人员

应考虑以下因素：

·	 不断观察虚假信息的来源、传播机制和效果。与在

陆地作战的方式非常相似，在信息战场上绘制和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0	年	3	月关于新冠疫情起源的虚假推文	
被至少被	54	种语言转发超过	9.9	万次，累计让大约	2.75	亿人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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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对手的指挥、控制、操纵和沟通方式至	

关重要。

·	 要面向整个虚假信息传播系统。与任何其他武器系

统一样，虚假信息具有可识别的供应链。虽然几乎

不可能攻击中国的域，但中共的虚假信息严重依赖

地区和当地媒体。

·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确定适当的积极行动方针。必须

指出，单靠政府往往不足以消除恶意内容的影响，

因为许多威胁存在于商业或民用网络中。与工业界

和民间社会合作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决定。

·	 就现有最佳解决方案采取行动，以实现最恰当的行

动方案。这种措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台湾的数字

问责项目（Digital	Accountability	Project），	

该项目旨在促进事实核查和揭露妥协的媒体。

其次，政府和行业领导人应当认识到外国和极端主义

信息行动在危机中都会更加激烈和猖獗。新冠病毒是独

裁政权利用虚假信息加剧民主国家的危机的一个例子。

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必须发展驻地系统，	

以保护其资产和成员免受恶意信息操作的影响——特别

是在新出现的危机期间。这些努力还应包括主动传递	

信息，使各自的受众免受外部驱动和破坏性信息行	

动之害。

第三，政府和行业领导人应进一步拥护和促进公私伙

伴关系，以加快成熟技术解决方案的整合。例如，美国

政府应帮助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复制和协调创新伙伴关系

计划，例如国防创新部门和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

下属的国家安全创新网络。从本质上讲，民主国家将能

够合作扩展和分配如何作为一个开放社会联盟来对抗中

共的信息战。	

全社会方法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在信息环境中与共产

党进行有效竞争的先决条件。这种办法将涉及一个更持

久的公私伙伴关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负责信

息统计的政府机构都有一个由智库、学术界和私营部门

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该专家委员会将定期举

行会议，讨论开放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战略挑战，并征求

不受确认偏见或官僚主义影响的解决方案。o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支持者在台北庆祝
她	2020	年	1	月的连任。中国共产党试
图对这次选举施加有利于蔡英文对手
的影响，但由于公私伙伴关系带来的
媒体素养提升和虚假信息减少而宣告
失败。



经济冲突

与中国的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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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应对威胁
谢尔·霍洛维兹（SHALE HOROWITZ）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中国的经济崛起不再像是内向型发展和国际共存的良

性故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

特有的内部经济和政治控制方式更加集中化、更具有

压制性。外交政策更加明显地具有侵略性。随着中国

经济迈向资本密集型专业化，这些政策变化也随之而

来。这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带来了一连

串新的重大经济安全威胁，这常常会加剧日益恶化的

军事安全威胁。

受威胁国家如何能作出最好的应对？为了回答这个

复杂的问题，对各种威胁和反应能力进行分类会有所

帮助。面临中共经济和军事威胁的强国有可能会形成

最强大的联盟，推动做出最有效的应对。反过来，	

这些国家有可能吸引到第二类重要国家的合作——	

这些国家面临的威胁主要是经济威胁。这方面的例	

子包括审查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安全的三种威胁	

	（电信、稀土矿物和半导体）以及国家间政策协调的	

一个例子——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供应链复原	

力倡议（SCRI）。

这种理论和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应对中国的威胁

需要替代性的国家集团核心。这个核心有意愿也有能

力阻止中国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不情愿的国家陷入经济

依赖——这也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外交自主权和军事安

全。这些案例研究还提出了建立应对中国威胁的最佳

应对措施的指导方针。包括从国内开始制定国家一级

的政策，与志同道合的替代性核心国家尽可能密切合

作，通过促进和普及兼容的国际规范来补充这些基本

政策以及通过侧重于具体的威胁并与盟国和伙伴国家

合作直接、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来避免政策错误。

	

中国的经济威胁：目标与策略

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的经济野心发生了质的变化。中

国不再仅仅把融入国际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改革开

放”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现代化现已进入过渡阶段，

中国掌握了劳动密集型生产，并正在进入与世界先进

经济体直接竞争的更加资本密集型的部门。习近平的

目的是让中国在所有主要高科技产业中获得支配地

位，而不仅仅是让市场力量引导中国进入目前发达经

济体盛行的单一多元化劳动力分配模式。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从形式上讲，与中国制造

2025	年计划及其迭代计划一样，主要的工具是国家

补贴——在电信等特定战略部门，则是保证国内市

场。在非正式层面，还有其他强有力的工具。一个问

题是对在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外国公司的更广泛歧视，

其目的是迫使外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当地伙伴，然后

利用监管歧视和补贴去帮助国内生产商完全取代外国

公司。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由国家支持的网络盗窃

活动也被用于直接窃取外国技术。中国的国内生产者

最终将重点转移到出口市场，这也会得到直接补贴的

支持和国内市场保护。公开批评这些努力或采取对策

的国家面临加快针对其在中国剩余的市场采取措施和

减少中国游客和学生到访的威胁。同样的待遇也适用

于那些不同意中国的其他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国家。



军事和	
经济上受到威胁	

经济上受到威胁；	
军事威胁有限或没有威胁

较少	
受到威胁

较为强大
四方对话国家（澳大利亚、 
印度、日本、美国）、 
台湾、越南

加拿大、欧盟、印尼、 
韩国、英国

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
国家

不太强大
菲律宾；较小的太平洋 
岛国

马来西亚、新西兰、 
新加坡、泰国

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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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巩固，其他国家的

经济将变得更具有依赖性、更脆弱。”他们的经济在

供应链中将处于从属、可替换的位置，而中国将拥有

不对称优势。对于与北京发生领土纠纷的国家来说，

前景更加暗淡。由于中国的规模，这种威胁是可信

的。因为中国通常可以将此类冲突与目标国家的主要

脆弱性区分开来，而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通常不愿意

做出对等回应或升级。

中国威胁的类型和所针对目标的应对能力

尽管中国的经济威胁有着统一的逻辑，但各国面临着

不同的威胁，并且应对能力各不相同（表	1）。同时

面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威胁的国家有着最强烈的全面应

对动机。比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国——澳

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就属于这一类。对于仅受

到或主要受到经济威胁的国家而言，受威胁程度因发

展水平而异。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和服务方面

的现有专业化面临威胁，而中等收入国家在继续向价

值链上游发展成资本密集型专业化方面的能力面临威

胁。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威胁最小，因为向资本密集型

专业化发展是较为长期的前景。如果这些低收入国家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不遵循北京方面的引导或至少保持

中立，他们将主要面临被排除在中国利润丰厚的国内

市场之外。

各国的应对能力也各不相同，制定应对中国威胁的

联合应对措施的努力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试图实施

过于一致的应对将产生最小公分母的政策，即便这些

政策也不太可能得到可靠的执行。通过评价已经采取

的应对具体国家面临的具体威胁的对策，可能最有效

的灵活、累积性政策的类型将变得显而易见。

威胁应对措施成形：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链

在中国供应商已形成控制或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

链的能力的情况下，应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措施影响最

为深远。关键基础设施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电信网络设

备，华为率领的中国企业以大大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

出售领先产品为基础，建立了全球市场主导地位。这

些竞争对手主要是欧洲的爱立信（Ericsson）和诺基亚	

	（Nokia）以及韩国企业三星（Samsung）。华为的主

导地位主要建立在技术盗窃、补贴和国内市场特权地

位之上。但即使华为的地位是通过公平方式赢得，他

们也会构成严重威胁。进入外国网络将使中共政权能

够插入恶意软件、监视通讯及策划对依赖网络的基础

设施和服务进行大规模的——可能是持久性的干扰或

中断。

华为似乎将成为新的	5G	网络的主要供应商，因此这

表	1

随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巩固，其他国家的经济将变得	

更具有依赖性、更脆弱。”

中国的威胁程度和目标	
应对	
能力

注：较为强大的国家人口、人均收入和政府能力等综合能力更强。威胁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非常严重，

只在经济上严重或两个领域都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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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威胁愈演愈烈。这种应对基本上是成功的。美国国会的跨党

派共识导致美国的网络很早便禁止使用华为、	

中兴及其他中国供应商的设备。时任总统特朗普领导的美国

政府公开解释了这些风险，并指出华为设备将危及与盟国的

情报合作。除了主张彻底禁止外，特朗普政府还支持清洁网

络（Clean	Network）计划。该计划没有明确提及中国，	

而是寻求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协调，以维护可靠和安全的网

络——以及应用、云服务、计算机和其他硬件等相关业务。

该计划是以类似的互补措施为基础，比如欧联的	5G	清洁工具箱

	（5G	Clean	Toolbox）。

担心中共经济报复的各国政府往往不会公开发布针对中国

5G	设备的正式禁令。但许多人已经抱有疑虑，由此引起的辩

论提高了公众对这种风险的认识。其结果是对华为和其他中

国设备的一系列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禁令。清洁网络计划目

前得到	60	多个国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北约、欧盟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他们加在一起占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以及数百家提供电信服务和相关软

件及硬件的重要私营企业的支持。

国家应对模式与不同的军事和经济威胁模式大致相符。

所有面临中国重大军事威胁的国家都采取了正式或非正式禁

令，大多数面临重大经济威胁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两种威胁

都不明显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国家要少得多。尽管如此，即使

在很少受到威胁或没有威胁类别的国家中也可以取得重大进

展。在这方面，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还通过设立美国国际

开发金融公司（DFC）和扩大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权力来抵消

优化盟国和伙伴国家威胁应对	
的三大原则

原则一：加强和保卫国家自身的优势是唯一现实

和可靠的安全基础。

	

每个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威胁

和能力制定自己的战略。受到中国更大威胁的国

家将会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具深远意义的应对措

施。那些能力有限的国家将态度更加温和地发表

言论，以更为非正式的方式行事，努力避免成为

中国共产党关注和制裁的焦点。尽管如此，这些

国家与基本上不受威胁、漠不关心的中立国并不

相同，应该由盟国和伙伴国家以同样的温和的语

言和非正式的方式提供协助。 

原则二：灵活合作，在替代性核心国家集团之内

或与他们一起最大限度地加强安全。

	

最受威胁和最有能力的国家为实现军事和经济安

全的共同目标一起灵活采取行动，形成了世界经

济的自然替代核心，有能力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共

同安全和独立，同时为受威胁较少的国家提供类

似的好处。由于这些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而且

各部门和供应链带来的安全问题也瞬息万变， 

因此需要对经济和军事安全采取不同的办法。 

这种拼凑很复杂，很难管理，但却是必要的。

原则三：调整应对威胁的措施，同时维护国家安

全和经济发展的恰当原则。

在替代核心中要保护的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和供应

链自然会倾向于反映中共政权最嫉妒地保留给自

己控制的那些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中共政权日益

肆无忌惮地入侵，推动了防御性反应的进程。 

中国企业为保护中共内部政治控制和国家安全而

采取的双重用途措施在国外被无缝地用于控制和

威胁其他国家，几乎使排除或限制这些企业在感

到受到威胁的任何国家的存在成为必要选项。 

受威胁国家应该集中精力，共同努力，在不

偏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传统恰当原则的情况

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的这些威胁。各国必须

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使用更安全的内

圈供应供战时紧急使用，同时使用互信伙伴之间

更广泛、更自由分工的外圈。 

华为的	5G	服务在北京一次博览会上展示。美联社



2012	年，图片显示位于马	
来西亚格本（Gebeng）	
的莱纳斯公司（Lynas	Corp.）
的稀土矿物加工厂在正在建
造中。在中国实施出口限制
后，日本政府对中国境外的
稀土矿进行了投资，将该国
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程
度从	2010	年的	90%	以上降
至	2020	年的	60%	以下。
美联社

技术和市场需求考量应确定这类采矿和加工设施的最低

安全规模，使生产和库存足以防止中国在和平时期和可

能发生的冲突情况下造成的潜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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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补贴融资的影响，从而使替代供应商的出价更具竞

争力，从而促进了有利国家的决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

公司融资促进了埃塞俄比亚最近选择使用由欧洲主导

的“清洁”联合体去建设其	5G	网络。

稀土矿物对于电子、可再生能源和军事硬件等重要	

部门的工业流程是必要的。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中国在稀土的生产和加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10	年，

中国加大了出口限制力度，既是就东海岛屿争端对日

本的惩罚，又为国内用户提供成本优势。中国的出口

从	2015	年开始再度攀升，但这一事件表明了经济上对

中国依赖的危险。

鉴于稀土对其工业的重要性，日本反应迅速。日本政

府对中国境外的稀土矿进行了投资，将该国对中国稀土

供应的依赖程度从	2010	年的	90%	以上降至	2020	年的

60%	以下。美国在日本与澳大利亚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相对较小的美国政府补贴已足以鼓励美国的稀土开

采，也足以鼓励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和其他企业在美国

进行稀土加工。

美国还签署了采购协议，鼓励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

可靠来源开采稀土。技术和市场需求考量应确定这类采

矿和加工设施的最低安全规模，使生产和库存足以防止

中国在和平时期和可能发生的冲突情况下造成的潜在干

扰。这种能力还为易受伤害的盟国和伙伴国家提供了类

似程度的安全保障。否则这些盟国和伙伴可能找不到中

国供应的替代选项。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建立可靠的当

地稀土开采和加工能力，同样值得澳大利亚、日本、美

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支持。

近年来，半导体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供应链安全

问题。半导体在电子设备和几乎所有其他机器的核心执

行控制、计算和存储功能。随着半导体制造厂资本密集

度的膨胀以及用于吸引半导体制造厂的国家补贴，	

美国和其他公司专注于芯片设计，同时将生产外包。	

因此，美国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从	1990	年的	37%	下降

到2021	年的	12%	左右。生产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台湾生

产商台积电和韩国生产商三星和	SK	海力士。台积电已

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合同生产商，近年来随着越

来越多的电子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大陆建立

了越多越多的半导体制造厂。	

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	

	“回归”取得了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主要是通过

与最大的外国生产商——台积电和三星合作实现的。	

台积电将推动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一个巨大的半导体制

造厂综合体，而三星将在德克萨斯州建立工厂。这些

进展是如何实现的？首先，美国各级政府终于开始

提供其他国家提供的大量补贴。其次，一旦美国政

府认定确保经济和军事安全需要扩大国内半导体生产

基地，台积电和三星都很快就明白，在美国拥有这样

的存在是可取的。如果他们不抓住机遇，竞争对手就

会趁势而上，从而让他们面临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丧失

市场份额的风险。此外，通过实现供应链多样化和减

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这些公司可限制中国劫持其非

中国市场，迫使他们对中国制造产生更大依赖及对中

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的能力。庞大的美国基地使台积

电可以选择扩大中国无法触及的产量，因此降低了中

国威胁该公司的能力。事实上，台积电选择继续作为

一家独立公司，将其生产基地安全地多元化到台湾和

中国之外，而不是让中国通过激励和威胁相结合而慢

慢地将其转变为由中国控制的实体。其实三星也是如

此，但没那么严重。

这些旗舰公司的决定同样促进了台湾和韩国的经	

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由于来	

自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吸收威胁日益加剧）和韩国	

	（在中国针对韩国导弹防御计划实施经济制裁后）	

都已经在	2019	年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之前开始实现供

应链多样化。对于美国来说，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

和	80	年代其国内汽车行业的变化相似。要保持或重

建实力，最好的办法不是人为地支持享有特权的本土

市场领军者，而是吸引效率最高的外国公司在当地生

产，从而迫使国内公司保持竞争力。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合同生产商台湾台积电一直在
中国建造他们的制造工厂。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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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合作，提高供应链复原力

虽然各国对中国威胁的反应必然反映其自身的脆弱性和

能力，但当他们在服务于共同的长期目标方面进行经常

性和灵活的协调时最为有效。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于

2021	年启动的供应链复原力倡议就是这种协调的一个

重要例子。该倡议旨在通过分享最佳做法以及促进投资

和“买卖匹配”来促进供应链安全。各国为解决脆弱性

而采取的措施本质上倾向于补充其他国家的工作，从而

促进了这种协调。

日本对中国最大的不必要依赖是利用中国供应商作为

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出口到日本和外国市场。除

非被迫，否则日本生产商不想放弃中国市场。但他们也

不希望中国能够控制其供应其他市场的能力，他们也不

希望把自己的最高端技术和生产建立在中国——因为在

中国，竞争对手最容易占有这种技术和生产。一段时间

以来，过度依赖中国生产基地的危险已经显而易见。随

着中国	2010	年稀土禁运、美中贸易纠纷和新冠疫情的

爆发，这些问题更加受到重视。2020	年，日本开始补贴

其公司从中国向日本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替代供应商转

移生产。对于日本公司来说，这通常意味着在中国境外

建立更安全的供应链，为非中国市场提供服务。这样的

平行供应链并不需要完全取代中国的出口，但它们必须

足够大，以阻止中国劫持非中国市场。

印度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供应链已高度依赖中国供

应商。据《印度教徒报》（The	Hindu）报道，“2018

年中国对印度的进口份额（考虑到中国供应的前	20	项产

品）为	14.5%。”“在诸如扑热息痛等药物的活性药物

成分等领域，印度完全依赖中国。在电子产品方面，	

中国占印度进口数量的	45%。”

尽管边界争端、中国	1962	年袭击印度的记忆以及中

国对印度敌对国家巴基斯坦的长期支持是对过度依赖中

国进行权衡的长期压力，但	2020	年印度决策者还是对

新冠疫情供应链中断和造成	20	名印度士兵死亡的印中边

境事件感到震惊。其结果是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的根本性

调整。除了将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供应商排除在外，	

印度还禁止了许多受欢迎的中国应用，以“清理”对其

印度阿加塔拉，一名工人在一家铝厂堆放水桶。2020	年，	
印度政府宣布对	10	大行业的国内生产增量销售给予广泛补贴。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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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基础设施的间谍活动和破坏风险。鉴于关键基础设

施最薄弱环节的性质，对中国供应商和服务的限制必须

是深远的，才能有效。但由于印度大部分工业最初高度

依赖中国供应商，因而在供应链中不可能出现关键基础

设施中发生的那种突然中断。

2020	年，印度政府宣布对	10	大

行业的国内生产增量销售给予广泛补

贴。补贴对象是印度也具有相对优势

的严重依赖中国的领域的生产。这种

投资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而且有望

扩大出口市场。这种前景吸引了印度

公司和外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在印度

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供应商可以

实现多样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多年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供应中国对粮食和原

材料的旺盛需求。在疫情时代，澳大

利亚在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中得

到了严峻的教训。澳大利亚政府公开

呼吁对这一流行病的起源开展国际调

查，触动了中国的神经。中共决定让

澳大利亚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榜样，

让他们知道这种公然反抗的后果。	

中国外交官立即威胁要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官媒小报《环球时报》编辑的

描述更加多彩，他写道：“澳大利亚总折腾，”“像粘

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有时你不得不找一块石头把它

给蹭下来。”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大麦、牛肉、羊肉、

糖、葡萄酒、龙虾、棉花、木材和煤炭征收关税及做出

其他限制。

但中国无法对澳大利亚造成大的代价，因为食品和原

材料出口商通常会找到其他买家。2020	年，澳大利亚政

府出台了针对国防工业基地和相对优势领域的制造业补

贴计划，通过增加国内产量和寻找更可靠的外国供应商

来应对供应链脆弱性。

回顾这三个例子，不难看出协调努力的优势。	

印度的人口与中国的人口大致相同，印度有潜力继续

发展成为经济和军事对等竞争对手。从狭隘的经济角

度来看，印度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以及医药和软件等

人力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业中具有相对优势。日本在

各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澳大利亚

在许多重要食品和原材料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因此，

每个国家都有动力向另一个国家寻求更可靠的供应商

和出口市场。因此，每个国家都有动力向另一个国家

寻求更可靠的供应商和出口市场。鉴于共同面临中国

的军事威胁，这种高度经济互补的前景更加可靠。	

由于三国的强大能力，现有的联系加强了增长的潜力。

今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

这些努力。四方对话国家的联合市场比中国更大。	

鉴于加拿大、韩国、台湾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等重要区

域行为体有意建立不受中国施压或干扰的供应链和出

口市场，事实上的联合市场可能要大得多。英国和大

多数欧盟国家也有这种意愿。

这个联合市场可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替代性核心，

比中国主导的经济更加友好、更有前途。相对于中国而

言，替代核心国家通常通过其对国际关系的不同规范方

法放弃影响力，这让他们不会经常对别国使用中国式的

威胁或制裁。但这种克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个使他们

较大的联合市场成为向世界市场出口的供应链更安全的

基础，并提供更可靠、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更安全的

知识产权保护。o

2020	年，澳大利亚政府回应了中国对牛肉（在北京一家超市可见到）等澳洲出口产品征收关
税的行动，计划为国防工业基础和具有相对优势领域的制造业提供补贴。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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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集团让普京获得可矢口否认的国外影响力，
并帮助他的亲信在商业上开疆拓土

俄罗斯的 

影子战士
非洲防务论坛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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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在俄罗斯疯狂秀肌肉、获取自然

资源及加大其地缘政治关联的过

程中严重依赖私人军事服务公司	

	（PMC）。这一策略在外国留下

的蛛丝马迹很少，并让克里姆林

宫能够看似合理地矢口否认，还让一小群人大发横财。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在与非洲国	

家达成培训和安全协议时喜欢使用诸如瓦格纳集团	

	（Wagner	Group）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同时让自己

能够获得矿山及其他丰富的资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保罗·斯特朗

斯基（Paul	Stronski）的文章《难百口莫辩：俄罗

斯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Implausible	Deniability:	

Russia’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指出，	

	“他们充当力量倍增器、武器商人、当地军事和安全人

员的培训机构以及政治顾问的角色。”“名义上是私人

行为者，但他们扩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推进了俄罗斯的利益。它们灵活、廉价并且可以矢口否

认，对于一个渴望在不冒太多风险的情况下维护自身地

位的没落超级大国来说，是一种完美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CCP）也采取类似策略，在非洲和其

他地方使用中国私人军事服务公司来保护中共资产。	

	《欧亚评论》（Eurasia	Review）杂志称中国私人军

事服务公司是“中国的肌肉”，并且常常与“中国资

本”形影不离。专家表示，换句话说，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扩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地区，以及在中国

公司通过掠夺性贷款做法建设项目的东道国，这些中

国私营安保公司往往更为常见。《欧亚评论》2020

年	7	月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国际上，中国私人

军事和安保公司（PMSC）的活动范围虽然比其他一

些公司小，但其规模和重要性都在成长。”（请参阅

第54页的“中国肌肉”侧边栏，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私

营军保公司的信息。）

研究人员谢尔盖·苏汉金（Sergey	Sukhankin）	

2020	年	9	月的一篇论文指出，瓦格纳集团是俄罗斯

最著名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2014	年在乌克兰冲突

中崛起，最初约有	250人，后来规模增长到	10	倍。

他们曾被派往叙利亚，在那里支持巴希尔·阿萨德总

统的部队。自那时以来，他们已进入非洲。

	“除了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利比亚，瓦格纳集团作

为俄罗斯与当地国家之间军事技术合作的‘影子’

出现在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苏汉金在为法

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撰写的文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俄

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商：优势、局限和影响》（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in Sub-Saharan Africa: 

Strengths,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中写道。

尽管俄罗斯政府官方人士予以否认并混淆视听，	

但观察家普遍认为，瓦格纳集团是政府的代理机构，

与国家安全机构、普京的富豪亲信和总统本人都有联系。

但想要记录这些联系可能会充满挑战。

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瓦格纳部队在多个非洲国家开

展行动，当中其中包括中非共和国（CAR）、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苏丹。他们的存在往往与普

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寡头叶甫盖尼•普里戈津	

	（Yevgeny	Prigozhin）的商业利益相吻合。

普京的厨师

普里戈津尽管与普京关系密切，但瓦格纳集团并非由

他所建立。其创始人是车臣战争退伍军人、原俄罗斯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勒乌）成员德米特里·乌特金	

	（Dmitry	Utkin）。

乌特金曾在叙利亚为莫兰安全集团（Moran	

Security	Group）工作，于	2014	年辞职创立瓦格

纳集团——该组织以他之前的呼号“Vagner”命名。

2010	年，商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向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介绍他
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学校午餐工厂。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46 IPD FORUMFORUM

这个名称也是对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致敬——其作品曾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借用。

普里戈津虽不是该公司创始人，但据说其影响力是

该集团的部队得到重用的关键所在。普里戈津个人经历

堪称传奇：苏联法院判定他犯有抢劫罪和其他罪行，他

曾在监狱服刑	9	年。获释之后他在小摊上卖热狗，最后

在一艘靠岸的船上开了一家餐厅。普里戈津在那间餐厅

款待普京之后得到了俄罗斯领导人的青睐，很快便开始

为克里姆林宫的宴会掌勺，成为“普京的厨师”。

据土耳其新闻机构	TRT	World	的一篇报道，上世

纪	90	年代，在俄罗斯从苏联模式向新的资本主义经

济过渡之际，普里戈津开设了圣彼得堡第一家杂货店

连锁店，很快又开设了豪华餐厅。	

普里戈津最终被吸收进普京的小圈子，在那里获得了

利润丰厚的军事和学校餐饮合同。很快，他便将业务转向

建筑和一系列其他利益。他和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常常在叙

利亚、利比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广大地区找到共同点。

TRT	World	Research	Centre的阿鲁克·乌兰·凯齐	

	（Aruuke	Uran	Kyzy）写道：“简言之，该公司在地

缘政治热点地区的存在，表明了普里戈津的商业抱负

与克里姆林宫追求国家利益之间步调一致。”

扩大普京的影响力

一家小型私营安保公司可以做些什么去推动实现俄罗

斯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地缘政治目标？

或许瓦格纳集团为普京提供的最宝贵价值是能够看

似合理地矢口否认。俄罗斯宪法规定所有国防和安全

职能均属于政府，因此建立私人军事服务公司属于违

法行为。但法律的漏洞允许在国外注册的公司和国营

企业拥有私人安保部队。就瓦格纳的案例而言，没有

证据表明他们曾在任何地方注册。

2019	年	10	月，画面左侧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俄
罗斯-非洲峰会（Russia-Africa	Summit）场外会议期间与中非共
和国总统福斯汀-阿里安·图瓦德拉握手。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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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将瓦格纳派往俄罗斯境外，帮助普京本人和俄

罗斯政府在其他国家获得影响力，而又无需面对国家

军事干预带来的曝光和责任。

例如：如果瓦格纳被派往发生冲突的非洲国家，遭

受令人尴尬的败绩（就像在莫桑比克北部与伊斯兰武

装分子作战时的情况），俄罗斯政府也不必忍受与在

外国领土战败，出现政府军人伤亡有关的公众影响。	

俄罗斯人员抵达莫桑比克之际，两国缔结了让俄罗

斯企业能够获得该国北部丰富的液化天然气的协议。

北部地区还有大量由相对较新的恐怖组织——圣训

捍卫者（Ansar	al-Sunna）的武装分子发动的暴力袭

击。该组织为伊斯兰国的盟友。装备精良的瓦格纳部队

被派来帮助处于劣势的莫桑比克政府军——由于他们对

当地地形一无所知，并且无法与政府部队有效沟通，很

快就遭受了令人尴尬的惨败。他们很快便撤离。

虽然瓦格纳在莫桑比克遭受败绩，但他们的人员往

往是战斗顽强的战士，而不是退休人员或退伍军人。

他们提供了一支现成的作战部队，使俄罗斯政府能不

留痕迹地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	

瓦格纳集团的存在最终往往与普里戈津的商业利益

相一致，或许这不足为奇。他的	Evro	Polis	能源公司

与叙利亚国有石油公司	General	Petroleum	Corp	签订

了一份合同。据美联社	2017	年	12	月报道，该合同保

证	Evro	Polis	在其承包商从伊斯兰国组织获取并予以

保护的油气油田生产的收益中获得	25%	分成。

2019	年，亚历山大·拉宾（Alexander	Rabin）

为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撰文写道：“类似地，随着俄罗斯加大对

非洲的参与，瓦格纳的业务已经扩展到非洲大陆，	

在那里保护普里戈津的投资。”	

2017	年和	2018	年，普里戈津的私人飞机被发现

曾多次飞往非洲国家。根据苏汉金	2020	年	1	月的詹

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报告《俄罗

斯雇佣军、私人军事服务公司和非正规军在莫斯科的

俄罗斯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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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分析人士将中国私人

军事和安保公司称为 

 “中国肌肉”——他们由

中国共产党（CCP）控制，负责保护

包括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在内的资

产和建设这些设施的中国公民。

据《欧亚评论》杂志报道，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一带一

路”以来，该倡议已扩展到中亚、南

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之角的 80 多

个国家。随着中国通过地缘经济和地

缘战略努力扩大其全球活动范围，他

们对私人军保公司的依赖也会加大。 

此外，据《现代外交》（Modern 

Diplomacy）网站报道，过去十年间，

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犯罪行为（包括

绑架、杀害和海盗）有所增加，这引

起了北京方面的关切。《现代外交》

报道称，在大多数情况下，军事资源

的使用似乎过度，特别是中国已经面

临对其侵略性扩张主义的批评。因

此，中国政府选择了通过总部设在中

国的企业与私营安保公司签订合同这

一更为柔性的选项。 

据《欧亚评论》报道，“尽管北京

方面希望依靠当地力量提供安全保障，

但东道国政府当局可能无法或不愿意

为中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充分的保护。” 

中国 2009 年出台的《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使私营安保公司在中国的使

用合法化。国际战略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现

代化高级研究员梅亚·诺文斯（Meia 

Nouwens）表示，到 2013 年，在国内

运营的私营安保公司已增加到 

4,000家，雇用了 430 多万名安保人员。

诺文在 2019 年一份关于中国私营

安保公司和“一带一路”（OBOR）

的分析报告中写道：“由于中国私营

安保公司诞生和运营的条件特殊，他

们提供的服务仍与国际同行的服务有

很大不同。”“他们的雇员相对年

轻，缺乏战斗场景经验，在国外活动

时通常不携带或使用武器——尽管私

营安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退伍军人。”

据网络新闻杂志《外交家》报道，

利用中国私营安保公司保护中国海外

投资符合习近平关于让中国资金保留

在中国经济体系内的意图。据《外交

家》（The Diplomat）报道，中国的

另一个优势是其公民更有可能主动保

护国家机密及保守商业机密。 

 《中国的私人军队：保护新丝绸

之路》（China’s Private Army: 

Protecting the New Silk Road）一书

的作者亚历山德罗·阿杜诺 

 （Alessandro Arduino）为《外交家》

写道，中国私营军保公司在国外的活

动范围仍然相对较小，中国法律禁止

他们在中国境外使用武器。但是关于

他们的运作情况仍然存在问题。

 “因此，有两个重要问题：中方人

员在外国的数量何时变得太多？是否

会修改中国的枪械法律，让私营安保

公司能够发挥更大的坚定力量？” 

阿杜诺写道。 

阿杜诺认为，其他问题还有待回

答，包括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是否会接

受政府的命令，以及北京方面是否会制

定明确的行为守则和相关的接战规则。

中国
肌肉
利用私人军事和安保公
司保护中共资产《论坛》员工

非洲争夺战中的‘混合’角

色》指出，他这次行程的目的

地包括安哥拉、中非、刚果民

主共和国、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利比亚、马达加斯加、莫

桑比克、苏丹和津巴布韦。

报告指出，所有这些国家

都有三个共同点：

·	 都因为社会和政治不

稳定而闻名，

·	 都“拥有丰富的战略

性自然资源”，

·	 都曾经是比利时、法

国和葡萄牙等殖民国

家势力的一部分——

俄罗斯认为这些国家

再也无法阻止他们进

入这些国家。

苏金汉指出，与叙利亚类似

的腐败和内幕交易很快随之而

来：莫斯科秘密与这些国家的

领导人达成双边协议，	

并提供军事和安全支持，以换

取自然资源方面的让步。	

苏金汉写道：“根据这一

计划，部分利润据称	

	（通过参与其中的公司/企业）

流向俄罗斯的国家预算，其余

则是由私人瓜分，而这些人实

2018	年，三名俄2018	年，三名俄
罗斯记者在调查瓦罗斯记者在调查瓦
格纳集团部队从邻格纳集团部队从邻
国苏丹进入中非时国苏丹进入中非时
遭到谋杀。瓦格纳遭到谋杀。瓦格纳
集团曾在苏丹训练集团曾在苏丹训练
当地安全部队。	当地安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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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可能与俄罗斯政府有密切关系。”

苏金汉写道，在	2017	年底有谣言称有俄罗斯雇佣

军被派往中非和苏丹之后，与普里戈津有联系的两家公

司——	Lobaye	Invest	和	M-Invest	公司获得了开采黄金、

钻石、铀等矿产的许可证。报告还指出，瓦格纳人员

为中非共和国总统福斯廷-阿尔卑斯·图瓦德（Faustin-

Archange	Touadera）拉提供安全警卫，并守卫金矿。	

2018	年，三名俄罗斯记者在调查瓦格纳集团部队

从邻国苏丹进入中非时遭到谋杀。瓦格纳集团曾在苏

丹训练当地安全部队。到	2019	年，话题开始转向俄

罗斯在中非建立基地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中非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俄罗斯建立存在

和获得影响力的目标。但该国长期的不稳定及丰富的钻

石、黄金、铀和石油储量使其成为俄罗斯理想的影响力中

心。根据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项分析，普京凭借依赖“军

事-技术合作”的冷战时期苏联模式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

局势。中非与俄罗斯于	2018	年	8	月签署了一项协议，此

后克里姆林宫通过两种方式扩大了在该国的活动范围。

该基金会指出，首先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军事训练/

咨询协议，由	5	名军事人员和	170	名“文职教官”	

组成的顾问抵达当地。尽管有不同说法，但这些教官

实际上是瓦格纳部队人员。	

第二，俄罗斯向中非政府提供了包括武器、弹药和

军用车辆在内的军事和技术装备。这种援助大部分是

廉价提供的，因为大部分设备都已经过时。此外，	

詹姆斯敦基金会表示，俄罗斯的目标更多地倾向于经

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但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可能会利用瓦格纳

在中非打两种牌。

比如，《地缘政治监测》（Geopolitical	Monitor）在

2020	年	8	月指出，该国80%以上的土地仍然处于叛乱分子

的控制之下。“据称，瓦格纳在提供军事训练的同时，还

与这些叛乱分子合作，剥削当地居民，”丹尼尔·西克托

	（Daniel	Sixto）写道。“据报道，瓦格纳部队曾与反叛部

队协调，让一家俄罗斯采矿公司能够进入叛乱地区的钻石

矿，破坏了他们在该地区的更广泛目标。”

在利比亚，俄罗斯利用瓦格纳介入当地冲突，支

持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Gen.	Khalifa	Haftar）一

方反对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和睦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民族和睦政府是阿卜杜勒·哈米

德·德贝巴赫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之前的临时政

府。利比亚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并且其地中海海岸

使他们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性的潜在势力范围。

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美国非洲

司令部（U.S.	Africa	Command）指控瓦格纳部队在利比

亚埋设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有时还将其藏在玩具中。

瓦格纳和普里戈津还将影响力扩展到互联网领域。报告

显示，瓦格纳支持在利比亚开展针对该国公民，并支持哈

夫塔尔和利比亚已故独裁者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

菲（Saif	al-Islam	Gadhafi）的网上影响力运动。类似地，据

了解该团体曾试图影响马达加斯加	2018	年的选举。

瓦格纳不仅仅给普京、普里戈津或俄罗斯政府带来

优势。那些在海外为瓦格纳工作的人也从中受益，尤

其是在经济上。根据	TRT	World	的数据，瓦格纳人员

三个月可赚取	100	万卢布——相当于高达	16,000	美

元。这可能是他们作为俄国士兵所获得薪酬的十倍。

瓦格纳指挥官最多可以赚三倍的钱。在行动中死亡的

战斗人员家属可获得约	56,000美元。

情报咨询公司Grey	Dynamics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哈

桑（Ahmed	Hassan）向《商业内幕》表示：“瓦格纳

接受俄罗斯派遣，是其外国军事野心的延伸，而独裁政

权恰巧就是他们的客户。”“当然，这类政权往往试图

用武力解决内乱，而瓦格纳便是这样一种工具。”o

本文曾在美国非洲司令部刊物《非洲防务论坛》（Africa Defense Forum）第 14 卷第 3 期
发表。

在莫斯科举行的葬礼上，人们哀悼在中非共和国调查瓦格纳集团时
遇害的三名俄罗斯记者之一。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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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打击
孟加拉湾孟加拉湾
人口贩运人口贩运
BIMSTEC	各成员国打击	
剥削妇女和儿童的行为

文章：阿萨瓦·巴苏·雷·乔杜里（ANASUA	BASU	RAY	CHAUDHURY）/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图片：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人
口贩运——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的

现象有所增加，这是环孟加拉湾多领

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各

成员国迫切关注的问题。各国当局一

致认为，贩运者的路线、方法和活动已经高度有组织，

犯罪集团在孟加拉湾地区内外渗透的程度加大。世界各

地的受害者大多是女性——主要是成年妇女，但也有越

来越多的女童。

孟加拉湾地区的情况也一样。为强迫劳动或类似奴役	

	（包括商业性剥削）而贩运妇女和儿童的人数之多令人

震惊，成为一个令人关切的重大问题。统计数字有限且

有争议，因此难以详细了解整个状况。BIMSTEC	成员国

包括孟加拉、不丹、印度、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和

泰国。

尽管如此，但现有数据已引起	BIMSTEC	的注意。这

份分析将介绍孟加拉湾地区贩运妇女的情况——特别是

在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周边——这是一个毗连区，

并且是这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中心。	

数据揭示了贩运与强迫移徙的关系，并提出了几个重

要问题：妇女和儿童如何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孟加

拉湾区域内目前有哪些跨境法律机制？BIMSTEC	作为一

个次区域组织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设定基调

联合国于	2000	年	11	月通过了《人口贩运议定书》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rotocol），该议定书自	2003

年	12	月起生效。它将人口贩运定义为“为剥削目的而

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

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

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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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

收人员”。	

剥削包括不同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	

强迫服务、奴役、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摘

除器官进行出售。全球禁止贩运妇女联盟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	in	Women）

的报告《附带损害：打击贩卖人口措施对世

界各地人权的影响》（Collateral	Damage:	

The	Impact	of	Anti-Trafficking	Measures	on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指出，	

人口贩运是一种多层面现象，包括社会、	

经济、犯罪、性别、健康、移徙和发展因素。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的《2018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8）指

出，仅在过去十年间，全球已确定的受害者数

量和被定罪的贩运者数量呈上升趋势。孟加拉

湾地区尤其缺乏有关人口贩运的数据。然而，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可用于了解南亚

和东亚的情况。报告指出，在南亚被贩运的总

新德里的一个警察
局展示失踪印度儿
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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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中，女性占	59%，男性占	41%。在所有案件中，	

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50%）非常接近以强迫劳动为

目的的贩运（49%）。	

2016	年，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报告的贩运受害者	

总人数中，67%	是妇女。这些受害者中约有	60%	被贩	

运进行性剥削，38%	被贩运进行强迫劳动。在缅甸，	

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在泰国，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贩

运人口多于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男性占受害者

的大多数。这两个国家报告称，因贩运人口而被定罪的

妇女人数特别多。被定罪的贩运者绝大部分是被定罪国

家的公民。	

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南亚是贩运到

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来源地。40	多个国

家发现了来自南亚的受害者。主要目的地是中东。西欧

和南欧以及北美的受害者报告数量较少。来自南亚——

特别是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受害者最终也去到了东南亚。	

与此同时，流量的多样性和所发现的受害者人数表

明，东亚的人口贩运具有全球性。该区域向北美、	

中东、西欧和中欧的流动尤为明显。泰国是从柬埔寨、

老挝、缅甸和越南贩运的受害者的目的地。	

聚焦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区域

根据人口贩运的区域模式，分析人员和各国当局将一些

国家归类为来源地，并将另一些国家归类为目的地。然

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比如，印度不仅是目的地国，

也是过境国。这是一个中介空间，妇女和儿童在这个地

区和全球范围内被贩运。与此同时，孟加拉国和尼泊尔

可纯粹定性为来源地。	

2008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孟加拉国和尼泊尔是人口

贩运流入印度的最大供应国，分别占	2.17%	和	2.6%。	

司法与关怀组织（Justice	and	Care）与印度边境安全	

部队（Indian	Border	Security	Force）合作编写的一	

份报告发现，在过去十年间，有	50	多万	12	至	30岁的孟

加拉国妇女和儿童被非法送往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报告指出，	

2018	年至	2019	年，近	35,000	名尼泊尔人	

	（15,000	名男性、15,000	名女性和	5,000	名儿童）	

被贩运到印度。

打击贩运行为的非政府组织估计，每天约有	50	名妇

女从尼泊尔被贩运到印度。尼泊尔的强迫劳动贩运受害

者往往经由缅甸和斯里兰卡被运送到最终目的地。据美

国国务院称，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从缅甸的若开邦逃往

邻国孟加拉国。在这些难民中，有很多妇女和女孩被卖

到孟加拉国和印度从事性工作。	

贩运者绑架过境的罗兴亚妇女和儿童以及那些已经

在孟加拉国难民营的妇女和儿童，并强迫她们在印度、

印尼和马来西亚结婚。据报告，一些受害者还遭受强迫

劳动或性贩运。	

贩运者将孟加拉国内的罗兴亚女孩运送到吉大港和

达卡，并跨国运送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和印度加尔各答从

事性工作。一些贩运者还通过互联网买卖这些女孩。受

害者被贩运到另一个国家之后，他们就会丧失权利并实

际上成为无国籍人士。有些人起初是移徙工人，但最终

沦落到妓院，主要是因为没有经授权的安全渠道可供移

徙女工就业，更不用提工作报酬了。	

大多数情况下，移徙是在没有合法文件或授权文件

的情况下发生的。9	至	25	岁的无技能女工是面对人口贩

运最脆弱的群体。斯里兰卡律师及人权倡导者拉迪卡·

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撰写的一份

关于贩运妇女问题的联合国报告为贩运人口和移徙之间

可能的交叉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指标。移徙和贩运人口的

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盲、贫困、阶级冲

突、自然灾害以及政治和种族动乱加剧了边缘化群体的

脆弱性，使他们更容易遭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伤害。

跨境法律机制

直到最近，BIMSTEC	各成员国的政府仍未将跨境人口贩

运问题列为优先事项。但本区域大多数国家现在已在国

家一级承诺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的行为。孟加拉国、	

印度和尼泊尔或许是最积极主动地试图通过全国立法来

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但国内法在实施和执行方面面临

问题。尽管有法律规定，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双边应对·双边应对

2015	年签署的孟加拉国-印度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努力防

止人口贩运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侧重于三个方面：扩大

被贩运者的定义、遣返以及建立联合工作队。印度一直

在计划与缅甸和尼泊尔等其他邻国签署类似协议。	

2019	年	11	月，印度联邦内阁批准了与缅甸的一

项关于防止贩运人口的双边合作协议。该协议涵盖受

害者的救援、康复、遣返和重返社会。在泰国，社会

发展和人类安全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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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man	Security）、泰国皇家警察（Royal	Thai	

Police）、移民局（Immigration	Bureau）、总检察	

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和司法	

办公室（Office	of	the	Judiciary）等机构与缅甸警察	

和其他机构合作，通过缅甸-泰国边境附近的苗瓦迪	

	（Myawaddy）接待中心协助和加快遣返缅甸受害者。

·南盟的方法·南盟的方法

2002	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签署了《打击贩运人口公约》

	（Convention	on	Trafficking），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步，

有助于认识到跨境人口贩运和无证移徙相关问题的重	

要性。然而，尽管《公约》被视为区域一级协调打击	

人口贸易干预措施的一个里程碑，但仍有其局限性。	

一方面，它将贩运界定在有限的卖淫范围内。这一定义

需要扩大。

·BIMSTEC	的作用·BIMSTEC	的作用

BIMSTEC	已认定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是该

区域可持续增长和维和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2005

年	12	月在达卡举行的第八次	BIMSTEC	部长级会议在印

度主导下增加了反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优先领域。	

因此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包括四个分组，每个分组

都有一个牵头国家：情报共享（斯里兰卡）、资助恐

怖主义（泰国）、法律和执法问题（印度）以及防止

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缅甸）。目前尚不清楚缅

甸	2021	年	2	月的军事政变会对该国在反贩运工作中的作

用产生怎样的影响。	

2009	年，《BIMSTEC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

织犯罪和非法贩毒合作公约》（BIMSTEC	Convention	

on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Illicit	Drug	

Trafficking）获得通过。该公约共有	15	条，可被视为一

项建立信任的措施，各成员国在遵守本国法律和条例的

前提下，承诺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

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包括其前体化学品）。	

但是，该公约并未提及人口贩运或无证件移徙。	

除不丹外，所有成员国都批准了《公约》。不丹原则

上同意打击这项人口贩运议程。由于不丹已经与印度签

署了一项双边引渡条约，在	BIMSTEC	一级引渡条约的性

质仍不明确。

一名尼泊尔警察检查车
辆，寻找可能成为人口
贩运受害者的妇女和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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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IMSTEC	尚未采取集体措施去制止各成员国范围内的人

口贩运。相对于这些国家的人口而言，刑事司法的应对

水平似乎有限。例如，2016	年南亚国家报告的定罪率低

于人口稠密地区。BIMSTEC	的情况也类似。	

虽然各国政府在海湾地区推出打击贩运举措方面已

经取得了重大的里程碑式成就，但犯罪活动仍未受到制

止。跨越国界是许多案件的日常情况。因此，边境检查

站安全官员的作用至关重要。贩运的风险和可能的对策

可以作为实用信息予以传播，并应面向沿移徙路线的难

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各社区宣传。	

事实上，国际社会在促进打击贩运战略方面的作用

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8

年的报告建议国际社会“加快能力建设与合作的进度，

以制止人口贩运，特别是在冲突局势中以及在我们所有

这种可怕犯罪继续在阴影下运作的社会中。”报告指

出，在岌岌可危的社会经济条件或涉及迫害的情况下，

逃离冲突的人被迫移徙，被迫接受邻国的欺诈性工作机

会或欺诈性婚姻，从而陷入被剥削的境地。此外，报告

指出，“武装冲突往往对生活在周边地区的人民的生计

产生不利影响，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暴力也是如此。

同样，贩运者可能会针对因被迫流离失所、缺乏创收机

会、遭受歧视和家庭分离而特别弱势的群体。”

这项分析为降低	BIMSTEC	地区人口贩运的发生率提

出了以下建议：

·更全面的观点	·更全面的观点	

应当在	BIMSTEC	反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工作的范

围内采取更加集中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解决人口

贩运的所有相互关联的问题。必须更全面地考虑

人口贩运的定义，纳入跨境无证件移徙的各个方面。

					为了开展可能的跨界合作，各成员国必须加强

基础设施和机构的连通性，通过统一规则、条例

和政策，加强反恐和跨国犯罪的措施。

·了解受害者的观点	·了解受害者的观点	

虽然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可能是由罪犯使用人

身暴力和其他胁迫手段实施，但受害者也可能因

虐待和欺骗而陷入这种境地。处理人口贩运问题

的机构应开展合作，查明发生性剥削的往往是复

杂的环境和现实，以回应受害者的身体、心理、

社会和经济需求。

·自由信息交流	·自由信息交流	

由于这种有组织犯罪的跨国性质，成员国之间自

由和公平地交流信息非常重要。在大多数情况

下，受害者数据没有系统地收集。由于孟加拉湾

区大多数国家都是《联合国人口贩运议定书》	

的缔约国，并已制定适当的法律，因此现在应当

把重点放在议定书条款的执行上。本着分担责任

和国际合作的精神，受这些贩运活动影响的邻国

的支持有助于加快打击贩运人口的努力。

·让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	·让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	

被控将罗兴亚移民
贩运到印尼的嫌
疑人被拘留。众多
逃离缅甸的罗兴亚
人成为一个价值数
百万美元的国际人
口贩运网络的受
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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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跨国贩运网络仍然普遍存在，但可以利用

国际合作和国家司法措施找到适当的对策。这

一领域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

和国际组织应持续进行对话。

·解决性别、移徙和劳工问题	·解决性别、移徙和劳工问题	

BIMSTEC	地区贩运妇女和儿童活动的增加与该

地区内非法和无证件移民的增加平行存在。边

界另一侧的经济增长、相对繁荣与和平是拉动

因素。经济不断发展会增加对进口劳动力的需

求。尤其是年轻妇女，之所以对她们有需求，

是因为她们被认为更顺从，不太可能反对不合

格的工作条件。BIMSTEC	应努力将性别、移徙

和劳工问题联系起来。

·打击贩运儿童干预措施	·打击贩运儿童干预措施	

贩运儿童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应采取综合性方

法去减少儿童易受剥削的脆弱性。如果将打击

贩运儿童干预措施纳入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

的项目（特别是在难民营等贩运风险较高的环

境中），这些干预措施就会更

有效。

结论

BIMSTEC	将最终确定其章程和

法律规则。该组织将人口贩运问

题列入其优先议程是一件好事。

难以获得可靠的最新数据。尽管

如此，但现有数据表明，（特别是在孟加拉国、印度

和尼泊尔的毗连区）情况非常严峻，需要各国政府和

BIMSTEC	作为一个集体立即作出适当的应对。	

毕竟，该组织已确认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国际犯罪

的斗争是维护该区域和平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种

优先次序的指定需要	BIMSTEC	各成员国之间更集中地交

流信息，并更全面地看待与人口买卖有关的各种问题。o

这篇文章最初于 2020 年 11 月由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发布。文章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 
的排版。如要查看原始报告，请访问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strongthening-
anti-human-trafficking-mechanisms-in-the-bay-of-bengal-region/。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沙
克蒂·萨穆哈（Shakti	
Samuha）安全屋的居民
参加非正式教育课程。
沙克蒂·萨穆哈是一个
由贩运受害者发起的组
织，通过法律咨询、职
业培训、住所和治疗来
组织和赋能幸存者。



把 

人权	
纳入维和行动

娜美·迪·拉扎（NAMIE DI RAZZA）和杰克·谢尔曼（JAKE SHERMAN）/国际和平研究所（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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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促进做好重要领域的准备工作以加强行动

为
为了推进旨在改善联合国和平行动表现和问责制的改

革，联合国秘书处以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将加强部署

到实地人员的行动准备状态。这需要确保维和人员具

备根据联合国的原则、价值观、标准和政策执行任务

所必要的知识、专门技能、培训、装备和心态。

军警人员的行动准备状态对于有效执行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授权的任务至关重要。因此，联合国维和

行动部（DPO）和外勤支援部（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在 2015 年制定了《行动准备状态保证和

表现改进政策》（Operational Readiness Assurance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olicy）以及相关

准则。自制定这项政策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权

作为整体表现一部分的重要作用。例如，作为维和

行动倡议《共同承诺宣言》（Declaration of Shared 

Commitments）的一部分，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 

处重申，维和行动对保护平民和保护人权作出了 

重要贡献。

他们还认识到需要“支持部署前人员和能力的准备

工作，以便有效履行职责，及支持现有的人权筛选政

策”。各会员国还承诺“将确保未来人员符合联合国

关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服务的标准”。

我们力求界定维和人员人权准备状态的概念，其目

的是充实行动准备状态，使和平行动更加有效及符合

相应目的。在联合国和平行动方面，人权准备状态是

指部队/警察派遣国提供的人员在多大程度上做好准备

并愿意与特派团的人权部门合作，积极主动地将人权

纳入规划和行动（包括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

这种准备状态建立在联合国现有政策框架、标准和

倡议的基础上，包括相关人员在和平行动中服务时遵

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人权法律规定的义务，并包括

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和联合国政

策在工作中促进和推动维护人权的义务，以及联合国

为帮助他们履行这一义务而提供的支持。

部队/警察派遣国和联合国确保维和人员的人权就

绪状态，他们应当通过将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纳入军
尼泊尔维和人员在蒙古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道进行车队作战演练。
巴林达·奥尼尔·德雷塞尔（BALINDA O’NEAL DRESEL）上士/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

在一次由尼泊尔陆军主导的全球和平行动训练演习中，	
尼泊尔士兵与多国士兵并肩列队。艾普罗·戴维斯（APRIL DAVIS）上士/美国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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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人员的组成、行动配置和评估中去支持和评估这种

就绪状态。这包括将这项法律纳入指导部队组建和部

署前进程的政策、标准作业程序和机制，特别是在培

训和设备要求以及认证、筛选和甄选流程方面。

人权准备工作还要求在法律和实践中建立问责机

制，以确保军警人员遵守其人权义务。我们分析人权

准备状态的机会和差距，探索提高维和人员人权准备

状态的方法（包括他们尊重和促进维护人权的准备状

态、能力、能力和承诺），并将其纳入实地工作。

全面的人权就绪框架将包括将人权考虑因素纳入军

警人员部署前、部署期间和部署后的行动配置和工作

方式的机制。我们启动制定这一框架的流程，重点是

通过部队组建、部署前评估和培训，准备和部署军警

人员所需的步骤。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人权
不论特派团是否承担明确的人权任务，人权始终是联

合国和平行动的核心职能。大多数和平行动，包括所

有多层面的维和行动，其任务包括：通过监测和调查

促进及保护人权；分析和报告；国家机构——包括国

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的能力建设；预警；保护平民；	

支持各国政府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许多和平行动的任务还包括保护平民，这一目标有

赖于其军事、警察和文职部门，包括人权部门作出综

合努力。这些行动也可能有明确的人权保护任务。

在和平行动的背景下，保护平民（POC）是指保

护平民免受人身暴力威胁。因此，它与旨在保障生命

权和人身安全的人权工作密切相关，并与人权法规定

的保护人民生命权不受威胁和虐待的积极义务密切相

关。保护平民的工作分为三个层次：对话和接触、提

供人身保护和建立受保护的环境。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而开展的人权活动可包括调

查和监测虐待行为，提高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IHL）

的认识，以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所有这些都有助

于预防和应对针对平民的人身暴力威胁。联合国关于

保护平民的政策立足于国际法，并称保护平民任务	

	“表明国际社会决心防止最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及相关标准的行为（必须按

照这些法律框架的文字和精神予以执行）”。

人权干事与军警人员之间的密切协调使特派团能

够利用不同类型的专业技能及其各自的工具和比较优

势，最大限度地发挥特派团对保护平民的影响。除了

一名印度维和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动
荡不安的北基伍省布纳加纳郊区的一个
联合国机动行动基地站岗。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针对特定特派团的保护平民和人权任务外，所有联合

国和平行动和所有联合国人员都有法律义务遵守人权

标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并在执行任务时维

护联合国的人权原则。

联合国的《顶石原则》（Capstone Doctrine） 

确定，“国际人权法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规范框架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并申明“联合国维和人员（无论

是军事人员、警察还是文职人员）都应该……理解其

任务的执行与人权的交叉点”。联合国的政策文件也

一贯重申和阐述了人权在和平行动中的中心地位。

2011 年联合国政策规定将人权纳入所有和平行

动，包括特别政治任务和维和行动。该政策要求没有

具体人权任务的特派团维护和推进人权标准，并避免

执行任务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它界定了特派团各部

门和环节通过其职能促进人权的作用。

部队组建中的人权准备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关于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

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联合国文职和军事人

员的行为必须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派遣国的人权

记录和表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鉴于

此，人权被视为从人员筛选到选择的部队组建过程的

一部分。已作出许多努力去确保部署的维和人员不侵

犯人权。然而，目前的制度主要侧重于通过正式的政

策和程序甄别肇事者，而不是倾向于已显示准备好去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候选人。

部队组建过程还包括对派遣国的访问，例如评估和

咨询访问、（可选的）行动咨询访问和部署前访问。

这些访问是为了确保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个别军事

部队的行动准备就绪。在组建部队之前进行评估和咨

询访问，重点是确认某个国家在培训和部队维持能力

方面是否准备好为和平行动作出贡献。除了士兵的能

力外，行为和纪律——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也可以

成为这种评估的一部分。

由联合国军事厅部队组建处（U.N. Office of 

Military Affairs Force Generation Service）领导、 

2021 年 4 月，斯里兰卡军人前往马里执
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之前在毕业阅兵式上
走正步。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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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综合培训处和行动支援部特遣队所属装备小组	

代表的军事部队的	PDV	旨在核实该国的能力并评估	

其派遣能力。最近，增强型	PDV	包括军事技能验证，	

包括保护平民的军事技能。

为了指导这些评估，军事厅根据修订后的《联合国

步兵营手册》（U.N.	Infantry	Battalion	Manual）评估

了与步兵部队的保护平民有关的任务、条件和标准。值

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并没有参与关于建立部队/警察派遣国行动

准备框架的讨论。

虽然提到了人权是军事部队作战准备的参数之一，

但没有人权专家系统地参加这些咨询和部署前访问。访

问往往侧重于培训和设备要求，相当于勾选框，正式认

可部队/警察派遣国为遵守联合国政策规定的行动准备

状态标准而建立的程序。因此，除了在部署前培训期间

验证是否存在有关人权的基本培训模块之外，它们不一

定旨在评估人权准备情况。如果特派团中表现评价显示

某一部队在维和特派团部署期间在人权方面存在差距，

则理论上可以将其包括在下一次部署前访问中，并与派

遣国进行讨论。然而，在实践中，在这些评估过程中，

人权准备状况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重要问题，仍有待

观察。

正如联合国官员所承认的那样，人权仍然是一个敏

感问题，除了外交照会和自我证明要求中出现的标准

语言之外，在如何使部队/警察派遣国参与这方面工作

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引。部队组建事务部门也强烈认

为，对部队派遣国的要求（包括实质性培训和提供许多

文件）已经十分繁琐。因此，对再建立一个人权准备框

架的意愿就很有限。此外，在部队指挥官和区指挥官对

部队的评估中，保护平民的考虑因素只是在最近才得以

扩大。

部署前培训：国家责任
会员国负责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军警人员进行部

署前培训。为协助部队/警察派遣国，和平行动部综合

培训处利用联合国系统（包括人权高专办）的实质性

专门知识，编制并定期更新标准化培训材料。综合培

训处还支持会员国以两种方式提供培训：通过提高国

家培训能力的流动培训小组，以及通过为向本国军警

人员提供部署前培训的部队/警察派遣国教官提供教官

培训课程。

在包括人权内容的模块中，人权高专办的专家经常

在人权高专办的能力范围内参与这两种类型的培训。	

联合国的核心部署前培训材料为所有军警人员理解联合

国的维和原则、指引和政策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这些材

料包括一般性、专门性和适合特定特派团的内容。	

它们还包括关于联合国维和法律框架的模块，例如国际

人权法（IHRL）和国际人道主义法（IHL）介绍，联合

国维和人员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义务以及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中的人权（包括妇女和儿童权利）和保护平民有关的

授权任务。

部署前培训和任务中培训的交付差距
在目前的维和培训制度中，关注重点大多仍是规范框

架，而不是如何在特派团中从行动上支持人权。军警人

员对人权的认识往往仅限于介绍人权规范和法律框架。

很少有机会通过提供关于军事人员如何将人权纳入其规

划和行动以及如何与特派团中的人权同事合作的培训来

扩大这种认识。如果没有这种培训，一些军事人员就有

可能把所有人权问题视为人权部门的责任，从而削弱他

们自己对人权的责任感。

这意味着维和所依据的规范框架与特派团开展的与

人权有关的授权任务之间以及保护平民与人权之间存在

脱节。联合国的一些培训和人权工作人员承认，现有

的培训做法和方法不够充分，军警人员对国际人权法和

国际人道主义法如何转化为行动考虑事项只有粗略的

了解。

目前的培训没有为工作人员提供有关适用法律、	

规范和政策的充分知识，也没有为军警人员如何与其人

权同事合作提供指导。简而言之，它未能将人权知识转

化为日常实践。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指出

的那样，“在现有培训计划中增加几个小时的国际人道

主义法和/或国际人权法培训而不修改其内容没有丝毫

效果。”

相反，这些专家认为，要理解维和背景下的人权，

要更广泛地理解保护平民，就需要将其纳入会员国向其

所有军人和警察——特别是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提供的更

广泛的培训。在向维和人员介绍人权原则和法律概念的

过程中进行部署前培训为时已晚，因为大多数重点仍然

是确保掌握基本的士兵技能。红十字委员会指出，	

	“历史反思和社会心理学表明，基本训练的目的	

	（脱敏、打破士兵被灌输的不愿杀戮思想、部队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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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从指挥链）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的许多目标背

道而驰。”

国际人权法培训方面也有类似的观点。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培训需要有意义地纳入普通军事和

警察学校课程，而这对于许多主要的部队/警察派遣国

来说并不是标准做法。这可以帮助军警人员通过反复

接触和练习形成正确的反射。

在各特派团中维护人权
保护和促进人权自	1991	年列入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

任务规定以来，已成为维和特派团的基本职能。虽然

人权部门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维护人权是整个

特派团的责任——不仅包括文职人权干事，还包括军

事和警察部门。

联合国将面临维和行动表现日益受到重视的时刻。

联合国军警人员的人权准备状态是这种表现以及联合

国的信誉和声誉及其预防承诺的关键决定因素。为了

使维和工作专业化，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确保军警

人员了解并掌握履行人权责任的技能，并让人权部门

能够开展工作。

人权需成为部队组建和准备过程的系统组成部分。

这也将使维和行动对于公众更加可问责，对于联合国

的伙伴更加可信。人权准备状态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框

架，用以评估与部队/警察派遣国人权标准有关的现有

行动要求。与行动准备状态一样，这是部队/警察派遣

国和联合国秘书处的集体努力——两者都参与了和平

行动的所有相关部门。

为了加强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军事和警察部队的

人权准备状态，部队/警察派遣国和联合国必须采取切

实的行动。这将使各部队做好准备去维护人权标准，

并将人权考虑因素更好地纳入他们的工作当中。	

由此还将确保军警部门能够履行这一承诺。o

娜美·迪·拉扎（NAMIE DI RAZZA）博士于 2016 年 10 月加入国际和平研究所（IPI）。

此前她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平民保护方面的工作。杰克·谢尔曼（JAKE SHERMAN）

是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项目总监及布赖恩·厄克特和平行动中心（Brian Urquhart Center 

for Peace Operations）主任。报告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如需阅读国际和平

研究所于2020年4月发布的完整报告，请访问 https://www.ipinst.org/2020/04/integrating-

human-rights-into-operational-readiness-of-un-peacekeepers

在孟加拉国举行的一次维和演习 
期间，菲律宾士兵准备进入一个假

想的联合国食品分发点。 
乔恩·戴尔（JON DYER）军士长/美国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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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之声IPDF

2
021	年	3	月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并没有直接

命名中国，但北京方面似乎对这一事件深感

不安——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甚至是在会

前就揣测四方成员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

美国将炒作“中国威胁论”。显然，中国认为四方

国家呼吁建立的“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不受胁迫

约束”的自由、开放、包容和健康的印太地区对其

以中国为中心的印太地区的梦想构成重大挑战。中

国关于这个四国组织尚未形成凝聚力的愿望可能需

要重新审视：四方领导人出席了	2021	年	9	月在白

宫召开的峰会，并同意通过三个重点工作组推进重

要议程。

良性议程，但传递出明确信号

四方国家的努力表明他们一致认为，需要建立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以促

进安全与繁荣和应对印太及其他地区面临的威胁。

但引起全球注意的议程是呼吁对新冠疫情采取集体

应对措施，协同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以印度为疫苗

制造枢纽，并由其他国家提供协助，到	2022	年推

出	10	亿只疫苗。另外两个工作组重点关注新兴关

键技术和气候变化。

这一议程似乎是良性的，但北京方面并没有忽

略四方国家首次峰会与航行和飞越自由等问题的关

联，也没有忽略有关中国对四方成员国的“激进行

为”和“胁迫”的关切。此次峰会期间，没有人

直接点名中国，但中国知道他们否认常设仲裁法

院	2016	年关于驳回其在南海的庞大海洋主张的裁

决，并继续胁迫印太国家——这些便是挑战基于规

则的秩序。中方回应称四方国家会议为“选择性多

边主义”、“新冠政治”——这表明中方对出现全

球疫苗接种合作的替代性选项感到沮丧（中国原本

希望单方面从中牟取暴利）。

四方国家要应对的共同挑战包括网络空间、	

反恐、优质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	

灾（HADR），其中一些挑战中国涉嫌参与其中，

如网络攻击和世界卫生组织缺乏透明度。	

四方国家宣称支持法治、航行和飞越自由、	

民主价值观和领土完整，这让北京方面更加感到沮

丧。中国已经开始通过《环球时报》进行宣传，	

称印度是金砖国家（简称BRICS，包括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和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等组织的	

	“负面资产”，并称他们不理解中国的善意。

问题和分歧

中国希望世界相信，聚到一起的四个民主政体存在

着很大的分歧。但随着形势的演变，四方国家似乎

（退役）S·B·阿斯塔纳（S	B	ASTHANA）少将/印度陆军

首届四方国家领导人峰会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

中国为何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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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克服其中的一些分歧。印度对印太地区内不同定

义和重点区域的可接受性要高得多，印度对西印度

洋的重点关注涉及非洲和海湾国家以及印太地区的

其他区域，而这仍然是所有四方成员国的关注重点。	

印度和美国签署的基础协议，如《通讯兼容性和

安全协议》（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greement）和《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Bas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以及联合海军演习，提高了印度与在北约军事	

2021	年	3	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领导人的虚拟峰会上，
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上图右二）在东京发表讲话——这四个国
家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国家。

2021	年	3	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悉尼参加与（左起）	
印度、美国和日本领导人的虚拟峰会。美联社

联盟框架内运作的其他四方成员之间的互操	

作性。

印度是唯一与中国共有陆地边界的四方成

员——几十年来这条边界一直是紧张局势的根

源。中国让中印关系在紧张与和谐之间波动，	

尽最大努力给四方国家制造忧虑。在洞朗和拉达

克的边境军事僵局之后，印度人非常清楚中国不

可信任，这使印度的立场相对明确。四方国家每

个成员与中国的经济纠缠使得必须建立弹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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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数字和技术生态系统，并尽量减少对中

国的依赖。

四方成员已就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在该区域的中心地位达成了共识。	

但鉴于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将其列入四方审议

的问题将面临争议。一般来说，一些东盟成员

国偶尔会对中国的侵略提出微弱的反对（菲律

宾、越南），他们期望世界强国去遏制中国的

冒险主义，因为他们发现单凭自己很难抵挡强

大的中国。这使中国更加大胆地继续逐步侵占

南海和该地区。中国一贯试图通过双边渠道与

有关国家打交道，利用自身实力获得优势。中

国继续致力于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

国的单独接触中通过双边让步削弱四方机制。

四方国家的演变会继续吗？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在	2004	年印度洋发生

毁灭性海啸之后以海啸救援核心集团	

	（Tsunami	Core	Group）的形式出现。	

该集团执行了可靠的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	

	（HADR）应对措施。马拉巴尔系列多边海

军演习让四方国家在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

援和救灾及其他海上任务方面有了互操作性

的感觉。四方国家表示，他们致力于建立一

个“让人员、货物、资本和知识自由流动”

的公开、透明的网络。	

四方对话尚未承认他们在遏制亚太地区的

中国冒险主义行动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也未

承认他们可以作为联合军事力量开展行动。

2021年3月，印度
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在新德里接种新
冠疫苗。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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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四方国家选择采取外交措辞，	

称他们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中国在南海、东海以及在拉达克存在争

议的印中边界的逐步侵占战略不仅对直接

受到重叠专属经济区或未确定边界影响的

国家而言是一个严重关切，而且也对世界

其他地区而言也是如此。尽管中国不恰当

地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要求在这些岛礁周围拥有	200	海里的专属

经济区，但他们继续将海洋地貌和环礁改

造成军事基地，并期望其他国家将其视为

岛屿	，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将南海变成	

	“中国湖”。	

中国的侵犯威胁到沿全球海上交通线的

航行和飞越自由，并可能导致在南海建立防

空识别区等限制。任何国家限制航行和飞越

自由或违反法治的此类行动都必须在四方国

家的支持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受到质疑。

需要在基于规则的法律框架上实施自由

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除美国外，所有

四方成员都批准了《海洋法公约》。因此，

美国也需要这样做，才能占领道德制高点。

中国有理由相信，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

会使用武力拆除他们在南海的基础设施。	

中国也在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其海军能力。	

在此背景下，四方国家必须在马拉巴尔演习

之外加强自身能力，并通过海上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互操作性以及提升控制中国非常

敏感的要塞点的能力去提高杀伤力。四方对

话不是军事同盟，因此需要一个正式的架构

和一个秘书处来推进这一进程。

四方的未来之路

新冠疫苗将在印度制造，由日本和美国提供

资金，并由澳大利亚提供后勤支持。四方国

家计划在未来使医疗、科学、金融、制造

业、关键新兴技术和发展能力协同增效，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创新技术的

共享和应对气候挑战的能力建设也将符合人

类的利益。如果得到执行，这些措施必将使

四方对话成为一个有效力的组织。

中国继续采取这种措施的同时，四方

对话成员国也必须继续在印太地区开展

航行自由行动和军事演习。如果战略局

势恶化，则可能需要设立一个所谓的联合

国海上军事观察员小组（U.N.	Maritime	

Military	Observers	Group），以防止意外

引发冲突——在一个作战舰舰艇高度密集

执行自由航行行动的地区，这种可能性是

存在的。

尽管四方对话首脑会议没有发出扩大的

信号，但该这种需要有将志同道合的民主国

家纳入其中的灵活性。由于亚太地区正在成

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和制造业枢纽，许多国家

都渴望加入四方对话。其他海军的支持，如

法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的支持，

将对破坏和平者形成威慑。四方对话当前的

形式可能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冒险主义，	

但它肯定有可能成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中国的反应表明，四方国家虽然没有直接	

点名，但无疑已经引起中国的注意。o

印度拉达克，一支印
度陆军车队穿越与中
国接壤的山口。印度
是唯一一个与中国接
壤的四方安全对话成
员国。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印度陆军退役少将 S·B·阿斯塔纳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印度联合

服务机构（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的首席讲师。他是一名战

略与安全分析家，并且是一位卓越的步兵将领，拥有 40 年的国家和国际军

事活动经验，包括联合国的军事活动。本文最初于 2021 年 3 月由Financial 

Express Online发布。文章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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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IPDF

中
国《海上交通安全法》（MTSL）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生效，要求所有进入中国领海

的外国船只通知中国海事主管部门、携带

所需许可证，并接受中国的指挥和监督。

此前，中国政府于	2021	年	2	月通过了一项

法律，授权中国海警（CCG）对侵犯中国

主权的外国船只使用武力。这两部法律都对国际秩序有着严重的

影响。此外，他们还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给予各国无需沿海国政府许可的通行权的规定。

三十年来，中国对争议海域的法律制定工作已发展到目前的扩

展阶段。1992	年《领海及毗连区法》也因违反《海洋法公约》	

中界定衡量领海及其他海区的基线的规定而引起各国的愤怒。	

中国采用直线基线方法，连接远离中国海岸的几个岛屿之间的基

点，并扩大了由此产生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侵犯了国际法允许

其他国家使用这些海域的权利。

中国国内立法超越了国际法允许的范围，为通过胁迫手段推

进中国的领土目标创造了机会——以牺牲地区各国领土和主权为

代价。《海警法》第	12	条允许中国海警保护中国的主权、海洋权

益、人工岛和在中国提出领土主张海域内的设施和建设。根据该

法第	20	条，中国海警还可以拆除在其管辖的海洋、岛屿和珊瑚礁

上建造的外国建筑、结构、浮动装置。

	《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在引航区航行和停泊时必须提供信息

的外国船只类别，让中国共产党（CCP）能够进一步控制其海域内

各项活动。这意味着中共可以在有争议的地区，甚至在其他声索

方的专属经济区划定引航区。

	《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海警法》不仅仅

是孤立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它们有助于

通过利用中国自己的司法程序来支持贯彻中

国的领土主张。

中国的做法依赖定义模糊的法律术语来根

据需要去解释法规。《海警法》第	74	条将	

	“中国管辖海域”定义为包括“其他海域”，这一术语可能是指有

争议海域以及	1992	年	《领海法》中中国提出存在争议的领土主张

的海域。与此同时，新的海事法律在新立法执行的严厉程度、广

泛程度、是否会执行以及在何种地理区域上执行方面含糊不清。	

在地区层面，中国希望重塑几十年来的秩序，其国内立	

法是其塑造海事规则和规范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	

	《海警法》对在东海和南海与中国发生争端的国家构成了迫在眉

睫的威胁。这部法律强化了中国希望为海上对抗提供法律依据

的论点。

在实践中，北京越来越多地采取进攻态势。随着中共经济和军

事力量不断增长，他们可对其控制区域施行国内法，而不论这些

区域在法律上是否属于其管辖范围。2020	年，中国军费支出达到

2520	亿美元，中国已将其海军舰队和伪装的民兵船只打造成巨无

霸，超过了地区各国海军和执法机构。在此背景下，迫使较小国

家的船只遵守这部法律对北京来说似乎并非难事，这在区域各国

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中引起了警惕。

阮成忠博士是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西贡国际研究中心（SCIS）主任。 

黎玉庆银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最初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网站上发布。文章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

制定海洋法律及重塑秩序
中国在东海、南海的侵略行动

阮成忠（NGUYEN	THANH	TRUNG）博士和黎玉庆银	
	（LE	NGOC	KHANH	NGAN）博士

2021	年	8	月，	
日本和美国的	
海岸警卫队舰艇	
航行经过东海。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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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

2021 年 3 月，泰国皇家海军人员在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的朱拉蓬（Chulaporn） 
营地进行训练演练时引导一艘登陆艇。

末篇IPDF

摄影：美联社

引导



68 IPD FORUMFORUM

	《印太防务论坛》面向印太地区军
事与安全专业人士免费提供。

请提供：
▶	姓名
▶	职业
▶	职务或级别	
▶	邮寄地址	
▶	电邮地址

如需免费订阅杂志：	
www.ipdefenseforum.com/subscribe

收件人：IPD	FORUM	Program	Manager	
	 	HQ	USINDOPACOM,	Box	64013	
	 	Camp	H.M.	Smith,	HI	
	 	96861-4013	USA

焦点真相、
在线

杂志免费订阅

每天	
更新	

		内容！

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WHATSAPP	上关注我们：	
@IPDEFENSEFORUM	以及
LINE:	@330WUYNT

下载

				我们的应用！

部分平台在某些地点可能无法使用。

www.ipdefensefor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