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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太防务论坛》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每

季度出版的专业军事杂志，旨在为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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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欢迎阅读本期《印太防务论
坛》海洋安全问题特刊。

这是本人就任美国印
太司令部司令以来第一期刊物，我要
强调此类出版物的重要性。正如本刊
刊名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论坛，
它让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人士能够分享
各种关于如何应对本战区所面临部分
挑战的想法。本期“携手维护和平”
特刊中，您会了解到应对这些挑战的

协作方法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观的方法之上。这对于确保印太地区继续保持自由和
开放至关重要。  

对海洋安全的强调突出了印太战区的重要性。印太地区的海洋和海道维持着
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保护所有各方平等、负责任和按照基于规则的秩序共享这
个区域。我们应通过提升互操作性，提高信息共享能力、领域意识以及扩大与盟
国和伙伴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和政府合作，加强区
域安全机制，加强开放和有效的安全架构，使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平等的发言
权，并有一个倾听这些声音的论坛。 

本期刊物开头部分从打击海盗行动的角度探讨印太国家在海事合作方面发挥
的全球领导作用。印太地区的国家社区、民间组织和私营企业携手合作，共同应
对因新冠疫情加剧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威胁。

其他主要文章强调了东南亚国家如何加强对南海持续性胁迫和侵略的抵抗。
这种做法威胁到他们的海洋主权和航行自由。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南亚国
家正在明智地利用外交杠杆来应对针对海洋资源和重要贸易路线提出的过分主
张。两篇文章分析了美国替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备选方案，并评估了中国实现
这一宏伟转变的财政能力。

刊物结束部分关于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的数篇文章表明，印太
国家迫切需要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作出协调一致的国际性和战略性应对。随着
中国远洋捕鱼船队的发展，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考虑到印太战区的广阔面积——
它从日本等邻国海域一直延伸到远至厄瓜多尔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
贩运不仅威胁到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公平，而且与贩运、毒品走私和其他海上犯罪
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关联。 

本人要称赞本期刊物作者就应对地区面临的许多海洋安全挑战提出的新颖、
创新解决办法。希望这些文章能够促进地区内关于海洋安全问题的对话，也欢迎
大家提出意见。欢迎发送邮件至 ipdf@ipdefenseforum.com 联系《论坛》员工，
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印太观点IPDF

联系我们

IPD FORUMFORUM
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Program Manager, 
HQ USINDOPACOM Box 64013

Camp H.M. Smith, HI 96861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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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托雷·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社会学家、	
专栏作家，澳大利亚悉尼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兼职学者。他的研究重点为大中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特
别是中国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他是十多本书的作者。他的文章曾
在《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外交》（Foreign Affairs）

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刊物发表。文章见第 12 页

沙罗什·巴那（SAROSH	BANA）为印度孟买《印度商业》	
	（Business India）杂志执行编辑、德国《海军》（Naval Forces）
双月刊亚太区编辑、澳大利亚《亚太安全杂志》（Asia Pacific 
Security Magazine）印度通讯员。他就国防和安全、国际事务
和政策、环境和保护等广泛议题撰写文章和开展讲座。他创

立了非政府组织“以人为本的水资源利用论坛”（People-Oriented	Water	
Utilisation）。文章见第 34 页

海军中校（退役）约翰·F·布拉德福德（JOHN	F.	BRADFORD）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海洋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这位美国海军退伍军人曾在国家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担任日立外
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Hitachi）国际事

务研究员。他的研究专注于亚洲安全问题，重点是海洋问题及合作事务。	
文章见第 38 页

丹尼尔·R·罗素（DANIEL	R.	RUSSEL）是亚洲社会政策研究
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国际安全和外交副所长。
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事服务职业成员，且最近曾担任
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还曾在白宫担任
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特别助理，帮助制

定了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印太再平衡战略。

布莱克·H·伯杰（BLAKE	H.	BERGER)为亚洲学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高级项目官员。在加入该研
究所之前，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
与全球化中心任研究助理。他的研究和著述侧重于东盟	
	（ASEAN）、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美国-东盟政策。	

巴邦尼斯和罗素二人在这一期合著了一篇文章。文章见第 20 页

	塔比莎·格蕾丝·马洛里（TABITHA	GRACE	MALLORY）博士

是中国海洋研究所（China	Ocean	Institute）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也是华盛顿大学亨利·M·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教授。她专门从事中国外交与环境

政策研究，开展中国及全球海洋治理研究，并就中国的渔业及海洋政策发
表文章。	

	伊恩·拉尔比（IAN	RALBY）是海事法律和安全领域专家及	I.R.	
Consilium	的首席执行官——该机构擅长海洋和资源安全领域，
专注于解决全球各地的问题。他曾在包括厄瓜多尔和南美洲太
平洋沿岸其他地点的	80	多个国家从事海洋安全问题领域的工
作。拉比和马洛里二人在本期期刊合著了一篇文章。文章见第 52 页

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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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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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的分析人士认为，印尼计划将

其海军作战分队总部设在距离雅

加达很遥远的一个小型前哨，这

表明该国致力于应对涉及中国的

不断恶化的海洋主权争端。

印尼海军参谋长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该部队的

雅加达总部将择日（日期尚未公布）迁往纳土纳群岛 

 （Natuna Islands），以便让印尼海军能更迅速地应

对海上事件。

该分队将行使海洋主权，包括印尼在邻近的纳土

纳海的领土主张。中国海警船只和渔船队定期通过纳

土纳海，此举激怒了雅加达的领导人。印尼海军参谋

长柳道•马戈诺（Yudo Margono）表示，作战分队

指挥官可“直接领导当地的战舰”。

雅加达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埃文·

拉克斯曼（Evan Laksmana）表示：“总体而言，他们

的考虑是，如果发生潜在的地区冲突，则必须启动海军

战斗活动及计划。这种情况应当会发生在南海周边。”

该分队有四艘舰艇和一架 CN-235 运输机。拉克

斯曼表示，此次迁址将符合印尼政府加强战略性外围

岛屿（包括纳土纳岛链）防御的 15 年计划。这 272

个纳土纳岛屿距离雅加达约 1100 公里。

近年来，印尼海军增加了武器采购，印尼海事安

全局也宣称要加强巡逻。他们必须共同巡视拥有约

13000 个岛屿的海域，以发现恐怖分子、海盗和非法

移民以及来自中国的船只（有时来自越南）。

包括非军事单位在内的印尼船只已将中国船只从

距离纳土纳岛链 370 公里的专属经济区驱逐出去。

 这些岛屿西北部的纳土纳海部分区域属于中国对

350 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约 90%提出领土主张的范围内。

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就中国对南海地

貌的领土主张提出了异议。该海域渔业资源、能源资源

非常丰富，它从纳土纳群岛延一直伸至香港。

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部队，领先于所有

东南亚国家。其他声索国已实现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现

代化——部分国家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国际

海洋事务教授杰伊·巴通巴卡尔（Jay Batongbacal）

表示：“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已经在对其海军力量进行

现代化改造，因此印尼某种程度上只是在追随之前已

有的趋势。”美国之音新闻

印太各地IPDF

印尼

海军	
分队	
进驻小岛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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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表示，一个专注于太平洋岛国安
全问题的中心将于 2021 年在瓦努阿图启
用。该中心将配备自己的分析师，并分享
关于从海洋风险到人口贩运和虚假信息等
问题的信息。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 
 （Marise Payne）表示，这个获得澳大利
亚支持、位于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的太平
洋融合中心（Pacific Fusion Centre）还
将重点关注非法捕鱼、毒品走私和气候变
化等问题。

来自 14 个太平洋岛屿国家的 21 名分
析师团队于 2019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首都
堪培拉开始接受培训，为该中心的开设
做准备。

佩恩表示：“该中心已成为太平洋各
国政府可靠的信息来源”。她还指出，
这些分析师还就冠状病毒疫情、粮食安
全、边境安全以及打击虚假信息等问题提
出建议。

此举是澳大利亚于 2018 年宣布的“加
强介入太平洋”（Pacific Step Up）战略
的一部分。该战略被视为是为了应对中国
在这个澳大利亚历来为最大援助国的地区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瓦努阿图外交部长马克·阿提表
示：“瓦努阿图期待与澳大利亚合作建立
太平洋融合中心，以补充和加强现有区域
安全架构。”  
路透社

据
《印度教徒报》（The Hindu）报

道，2021	年	1	月斯里兰卡海军缴获

100	公斤晶体冰毒，这标志着该地区

国际毒贩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

之前斯里兰卡和印度沿海缉获的违禁品很多都

是海洛因，但一位印度海关官员表示，现在甲基苯

丙胺（冰毒）可带来更大的利润。“早些时候，印

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沿海曾截获大批通过海路

走私的海洛因，”这位官员向该报表示。“这些货

物来自巴基斯坦的莫克兰海岸。这次缉获的主要是

冰毒，表明现在冰毒可为毒贩带来更多的利润。”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斯里兰卡海军于	2021

年	1	月	4	日与其情报部门及警察麻醉品局（Police	

Narcotics	Bureau）展开了行动。上述机构逮捕了	4

人，没收了	100	公斤冰毒和	80	公斤大麻。他们还扣

押了一艘用于走私毒品的拖网渔船。（附图：2020

年	4	月，斯里兰卡海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附近从一

艘无国旗货运船上截获	605	公斤冰毒和	579	公斤氯

胺酮。）

执法机构怀疑巴基斯坦的先进实验室正在大量生

产高纯度冰毒。据《印度教徒报》报道，这些实验室

使用从阿富汗的麻黄植物中提取的麻黄碱。《论坛》员工

澳大利亚

瓦努阿图	
设立安全中心

甲基苯丙胺	
查扣行动表明

区域贩毒行为	
发生质变

斯里兰卡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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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0	年	10	月	26	日凌晨，散货船	El	Matador号

位于新加坡海峡向东航行的航道，距离印尼巴

淡岛的农萨角（Nongsa	Point）约3.2海里（6

公里）。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这艘船正在穿

过新加坡海峡（这条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航道之

一，也是从阿拉伯海港阿曼萨拉拉赫港到中国渤海港口

曹妃甸港长达数周的旅途中的一部分），当时他们收到

一条岸上发来的警报信息：El	Matador	号旁边发现了一

艘不明船只。

船员很快发现了闯入引擎室的人并发出警报，致使四

名肇事者逃离这艘	200	米长的货船。El	Matador	号转向

巴淡岛附近一处锚地。印尼海军在该艘船继续向东航行

之前登船搜查，船员没有受伤，货物也未受损。	

与此同时，新加坡海军海事保安特遣队和新加坡警察

海岸警卫队等其他当局也接到了警报，并发布了安全导

航广播，向该地区的海员发出警报。

El	Matador	号事件在短短数小时之内体现了一份关于

海洋安全的重要报告的主要调

查结果：印太地区是全球海上

合作的领导者。

	“在许多地区，海盗和海上

武装抢劫被海员们视为最大

的海洋安全威胁，”总部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

非营利组织“一个地球未来”（One	Earth	Future）的

稳定海洋项目（Stable	Seas）发布的	2020	年海洋安全

指数（Maritime	Security	Index）如是指出。“幸运的

是，强大的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公司社区齐心

协力，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准备好做出应对	

印太地区在有效打击海盗行为和其他海上犯罪方面的声

誉是通过以多国伙伴关系、机构间协作和信息共享为基

础的长期办法获得的。由此，专家们认为该地区在应对

2020	年报告的海上犯罪上升方面处于有利位置——据

锚定锚定
		

伙伴关系
印太国家加强	

打击海上犯罪合作
《论坛》员工

船只停泊在新加坡海峡。印
太地区大部分海上贸易都要
经过这条	16	公里宽的海峡，
从而形成海盗和武装抢劫分
子发动袭击的航运要塞。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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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禄海的联合反海盗巡逻中，菲律宾海军中尉谢温·萨鲁巴·多明
戈（Sherwin	Saluba	Domingo）透过美国海军沿海作战舰科罗纳多
号（USS	Coronado	）上的陀螺仪中继器观察前方情况。
卡拉斯·德文·利·埃利斯（DEVEN LEIGH ELLIS）下士/美国海军

信，这种上升至少部分是由于2019年底最先在中国武

汉出现的冠状病毒疫情及由此造成的经济紧缩带来的

波动效应。

	《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

信息共享中心指出，El	Matador	号事件是	2020	年印太地

区发生的	97	起海盗或持械抢劫船舶事件（当中包括两起

未遂事件）之一。那是	2017	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这个多国中心的年度报告发现，2020	年的四起事件

都是海盗行为，全部发生在南海。（虽然每一项都包

括类似罪行，但持械抢劫船舶行为被界定为在一国领

海内发生，而海盗行为则发生在国际海域——通常称

为公海。）总的来说，74%的事件涉及非武装肇事者的

小偷小摸，没有对船上人员造成伤害。

亚太地区拥有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一些海运路线和

最大的港口，所有商业航运交通有一半以上要穿越印太

海域。大部分这些海上商务航运都要穿过长达	105	公

里的新加坡海峡——这是一条狭窄的水道，位于城邦新

加坡和南边的印尼廖内群岛之间。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

管理局（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称，新加坡的港口是东南亚最大的港口，也是全球船舶

加油的第一大港口。任何时候都有	1,000	艘船舶停靠港

口，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离开。

新加坡海峡宽	16	公里，是一个航运要塞，使得较小

的近海船只也能靠近像	El	Matador	号这样的货船。事

印尼

印尼

马来西亚
廖内
群岛

新加坡

巴淡岛

德光
岛

圣约翰
岛

农萨角

泰国湾
泰国

南
海

印度洋
洋

爪哇
海

6	公里新加
坡海峡

新加坡海峡：海盗要塞
新加坡的港口是东南亚最大的港口，也是全球第一大船舶

加油港口。每年都有许多船只穿越长达 105 公里的新加坡

海峡，它们成为海盗和武装抢劫的目标。散装货船 

El Matador 号在距离农萨角约 6 公里处发生的抢劫未遂事

件是该海峡 2020 年发生的 34 起海上犯罪事件之一。



实上，在	2020	年报告的	34	起事件中（与上一年相比增

加了	3	起），大多数都符合类似的模式：少数肇事者，

他们有时带着刀，在黑夜掩护下登上一艘向东航行的散

装货船。只有一起事件涉及船员受伤，被盗物品包括船

舶仓库、发动机备件、废金属和建筑材料。

ReCAAP	信息共享中心执行董事黑木雅文（Masafumi	

Kuroki）在	2021	年	1	月该中心第	12	届海上论坛（12th	

Nautical	Forum）发布上述报告时表示：“然而，如果

机会主义抢劫者发现他们可以犯罪而不受到惩罚，那么

今天盗窃船上存货的行为很容易升级为更严重的事件，

包括与船员的冲突。”来自军事和执法机构、学术机

构、航运公司和行业协会的大约	100	人参加了这次互联

网活动。发言者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新加坡警察海

岸警卫队人员。

	“除了船只保持警惕、及时报告、执法机构加强巡逻

以及沿岸国家之间的合作外，我们还认为逮捕肇事者并

将其绳之以法是阻止事件增多的重要威慑力量，”黑木

表示。

制定路线

2006	年	11	月在新加坡设立的该中心是“促进和加强合

作打击亚洲海盗和持械抢劫船舶行为的第一个区域政府

间协议”倡议的一部分。ReCAAP信息共享中心	14	个创

始成员国分别来自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中心成立	15	周

年之际，又有其他六个国家加入：澳大利亚、丹麦、荷

兰、挪威、英国和美国。该中心的伙伴组织包括亚洲船

东协会（Asi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国际海事

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和国际刑

警组织（Interpol）。

它的工作侧重于三大支柱：信息共享，比如每周最新

情况和特别报告；能力建设，包括讲习班、执行方案和

培训视频；合作安排，比如与伙伴机构的合作安排，以

及包括论坛、海盗和海上抢劫问题会议在内的活动。

稳定海洋项目与全球各国政府、军队和其他组织建立

伙伴关系，以消除助长、资助有组织政治暴力的海上活

动。该组织于	2018	年推出年度海洋安全指数，以描绘

和衡量一系列问题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的应对。这项指数

涵盖非洲、印太和中东	70	多个沿海国家。稳定海洋项目

印太地区经理杰·本森（Jay	Benson）在网络杂志《外

交家》2020	年	2	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海洋空间

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战区和具有日益重要经济潜

画面左侧的印尼海事安全局“KN	Tan	Jung	
Datu”号舰艇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
号”（Stratton）巡逻舰一道在新加坡海峡航
行。新加坡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当地海盗和武装抢劫事件有所增加。
列维·里德（LEVI READ）上士/美国海岸警卫队

印太地区拥有部分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海运路线和最大的港口，	印太地区拥有部分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海运路线和最大的港口，	

全球所有商业航运交通一半以上要穿越印太海域。全球所有商业航运交通一半以上要穿越印太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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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空间而受到关注，对海洋空间挑战的范围和所取得

进展进行实证测量的必要性也同样需要予以关注”。

2020	年的这项指数指出，除了海盗和持械抢劫之

外，印太地区还面临非法海上贩运毒品和贩运野生动植

物产品的挑战。虽然恐怖分子绑架勒索赎金仍然构成威

胁，但通过协作努力（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自

2016	年以来在苏禄海进行的三边海上监控），这种威胁

已大大减少。

本森在《外交官》中写道：“该地区通过协调巡

逻……以及通过	ReCAAP	等实体加强信息共享等举措，

迅速应对了这种形式的海上犯罪。”

取得进展

与印太海域的情况一样，该地区打击海上犯罪的努力涉

及范围广泛，融合了军队和执法人员、政府文职专家、

航运经营者和数据科学家。除	ReCAAP	信息共享中心外，

这些合作举措还包括：

•	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际海事局海盗问题报告

中心（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Piracy	

Reporting	Centre）对世界各地的航线进行全天候监

测。国际海事局是国际商会（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分支机构。国际商会于	1992	年设

立这个中心，作为向地方当局报告海盗和持械抢劫事

件以及就问题地点向船长发出警告的渠道。

•	澳大利亚国防部根据其太平洋海洋安全项目

（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Program），承诺

在	30	年内提供	15	亿美元，用于帮助太平洋岛国捍

卫其主权和安全。该项目至	2023	年将向	13	个国家

提供	21	艘护卫（Guardian）级巡逻艇，并提供培

训、海上协调专业知识和空中监视能力，以遏制这

些国家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上的犯罪行为。

•	全球海上犯罪项目（Global	Maritime	Crime	

Programme）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下属

机构，它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工作，包括通过海上执

法对话，通过访问、登船、搜查和扣押培训以及通过

海域意识技术来查明和打击非法活动。

•	信息融合中心（Information	Fusion	Centre）成立

于	2009	年，是由新加坡海军主办，旨在通过信息共

享和协作加强区域海洋安全。国际联络官与新加坡海

军人员一道派驻该中心。该中心于	2019	年开发的网

络门户网站	IRIS	提供关于海上活动的实时图像，并可

通过移动设备从海上船舶访问。

•	2020	年年中的第	19	届东南亚合作训练（SEACAT）演

习因新冠疫情改为网络研讨会，由来自欧洲、印太和

北美的军方人员共同参加，以通过多边协调加强海洋

安全。2020	年度合作训练演习专注于加强海域意识能

力。会议主旨发言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

透明度倡议（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主任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B.	Poling）表示：“无

论是关心南海政府间直接暴力问题的国家，还是关心

过度捕捞、海盗行为和反恐怖主义问题的其他国家，

这是联系所有这些不同安全利益攸关方的纽带。”

专家们认为，扭转海上犯罪的趋势也需要解决其

根源，其中包括经济和治理因素。“将军事和海军对

策与发展和能力建设联系起来的综合性方法最有可能

打破目前促使沿海居民实施这些犯罪的社会经济条

件，”海洋安全指数指出。“同样，陆上稳定、强大

的国家法治与海盗和持械抢劫的低水平之间存在关

联。在经济强劲、政府强大、执法有效的国家，海盗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黑木向海上论坛与会者表示，动荡的	2020	年和残酷

的疫情、持续性封锁和失业可能是造成海盗和武装抢劫

事件增加的部分原因。“新冠疫情给沿海社区造成的经

济困难可能导致更多人诉诸海上抢劫，”他说道，“由

于船员换班面临困难，船员长期在船上工作，也可能会

给船员造成疲劳，并可能令他们的警惕性下降。”

然而，该测试年份的后半部分，印太国家恢复了因防

疫出行限制及隔离而中断的海上演习，带来一些令人欣

喜的缓解。例如，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美国海岸警卫

队教官在马尼拉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成员进行了小船操

作培训。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菲律宾

举办的第一次培训活动。

ReCAAP	信息共享中心和稳定海洋等组织认为，伙伴

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信息共享是印太地区全球领先的海洋

安全工作的核心。2020	年	10	月下旬，新加坡海事及港

务管理局的船舶交通信息系统发布了岸到船警报，让	El	

Matador	号避免陷入进一步的危险。该系统利用先进技

术监测和管理通过海峡的数千艘船舶。

海洋安全指数指出：“为了打击海盗行为和持械抢

劫，各国政府、海军和航运业的信息共享至关重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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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开始试航，	
但预算制约可能会限制中国组建大型航母舰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巡逻 
海洋 
贸易路线 



13IPD FORUMFORUM

2
013	年	9	月，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

问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

联盟，当时的成员国包括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俄罗斯、塔吉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途中，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Nazarbayev	University）停留。

这所大学由哈萨克斯坦强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

夫（Nursultan	Nazarbayev）创立，并以他的名字

命名。在那里，习近平发表了冷战后世界中参加过

这些活动的人都耳熟能详的讲话——强调青年是未

来，人员交往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现在世界需要

合作共赢。除了这些第二世界的陈词滥调，习近平

还增加了一条在中亚演讲时必须恪守的原则：呼吁

复兴古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甚至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称之

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共建美好未来”的演讲题目

中。这也不是第一条新丝绸之路时任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陆军将军大

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和美国中央司令

部的支持下于	2011	年	7	月启动了美国新丝绸之路基

础设施战略。

然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引发了学术界和

媒体的想象，让习近平及其外交部平地起惊

雷。2013	年	10	月，习近平赴印尼雅加达向印尼

议会发表演讲，丝绸之路在这次讲话中处于中心位

置。中国不止有一条丝绸之路，他们有两条：横跨

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通往东南亚、印度洋、

中东和东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陆“带”吸引了全世界的想象力，但海“路”

则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外交、财政和军事资源。事实

上，中欧之间的陆路通道非常不经济，但连接中国

和新加坡、澳洲、波斯湾、苏伊士运河和西欧的海

上通道对于中国这个贸易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即

便欧亚周围的路线永远封闭，美国经济也能承受，

但中国会被勒死。

因此，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已从大陆帝国转变为贸

易国家的同时，他们也应寻求对其进出口流经海洋

的掌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目标是确保其

贸易不受美国的干涉，但聪明的中国理论家知道这

应当是	22	世纪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中国还可能

面临许多其他潜在威胁：印度的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发生冲突，甚至苏伊士运河遭到封锁。中国在南

亚和东非发起的开发项目使他们有更多的理由为整

个地区的潜在军事干预做准备。尽管中国人民解放

军（PLA）海军仍然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海

军，但他们可能会希望干扰美国的行动，特别是通

过潜艇战。

中国当然有将海上丝绸之路军事化的动机，他们

承诺向该地区各国政府提供奢侈的无附加条件的外

国援助，这为他们带来了机会。但是，中国要以什

么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是否真正能够发展必

中国有野心，但他们有钱吗？

萨尔瓦托雷·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	|图片：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2017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一带一路”论坛欢迎宴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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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海军力量，将力量投射到印度洋及其以外地区？也

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负担得起吗？

基于野心和宣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

的。中国有两艘航母，另一艘正在建造中。中国第三艘

航母将采用美国海军先进的祖姆瓦尔特级驱逐舰使用的

电力一体化动力系统推进。第四艘将采用核动力，配备

电磁发射系统、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和轨道枪。中国每艘

航母都将被一个完整的战斗群包围，包括驱逐舰护航、

攻击潜艇和支援舰。至少，这就是他们的野心。

但中国海军的现实并没有那么惊艳。他们拥有一艘

经过改造的前苏联巡洋舰（辽宁号），这基本上是一艘

训练舰，他们有一艘本土复制舰（山东号）	在东海和

南海之间航行，还有一支动力不足的空军飞行队——只

有卸下燃料和军备才能从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飞。中国长

期缺乏空中加油能力，这让中国航母飞机必须在母舰的

狭窄半径范围内行动。未来几代航母和飞机可能会解决

这些问题，但新闻报道表明，中国已经决定将第三代和

第四代航母分别从电动和核动力缩减为蒸汽动力。报道

称第五代和第六航母计划已取消。

尽管中国的军事野心丝毫没有减弱，但其财政资源

日益受到限制。政府预算数字虽存在疑点，但也许只是

指示性数字。在	1980-2015	年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

合并（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趋向于出现赤字，但收入

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每年的支出都能被下一年的税收

收入所掩盖。例如，中国	2015	年	15.2	万亿元（2.34万

亿美元）的支出超过了	2015	年	14	万亿元（2.15	万亿

美元）的收入，但他们	2016	年	16	万亿元（2.46	万亿

美元）的收入也能支撑这种支出。两位数的收入增长意

味着所有预算限制都是柔性的，因为中国领导人知道，

即便明天无法做到，他们也很快就能兑现今天的承诺。

2016	年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支

出继续增加，但财政收入开始回落。中国财政收入年增

长率曾经平均约为20%，最近已跌入单位数低位——如

果认为官方数字真实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新冠疫

情之前。鉴于航母及其飞行队和相关作战群组是最大的

国防支出，中国政府可能会力求节省，这并不奇怪。即

使中国能够解决发展核航母的技术挑战，高昂的建造代

价也会让他们放弃，更不用说装备核航母的成本。

装载贸易货物的中国
卡车排成一队停在巴
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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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印度洋夸张的“珍珠链”也是如此。毋庸

置疑，中国有战略野心要在该地区建立海上、空中和

电子战基地。中国已花费巨资将南海军事化，他们修

建了人工岛屿，并在这些岛屿上建设港口、跑道和雷

达。然而，南海离本土很近，这些基地的土地收购成

本为零（土地创造成本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主权

国家建立海外基地成本可能高得多。

以中国唯一的主要海外军事基地吉布提为例：名义

上，这座东非基地每年耗资约	2000	万美元租赁土地，

加上建造费用。这似乎与美国每年	6300	万美元的租赁

条件相比较为有利，占地面积要大得多。对于美国，合

同条款代表全额费用，因为吉布提等国重视美国基地提

供的隐性安全保障。相反，中国必须付出更多代价去说

服各国允许其军事存在。就吉布提而言，这包括用于建

设港口的	5.9	亿美元、用于铁路的	4.9	亿美元和用于机场

的	4.5	亿美元。

在巴基斯坦也是如此，中国支持的瓜达尔港项目缺

乏任何真正的商业理由。据报道，其投资超过	10	亿美

元，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实际在瓜达尔花费了多少钱。

该港口建成后可能成为中国海军舰艇的加油点或海

军陆战队基地。不管中国给瓜达尔找到什么用法，肯

定都无法成收回成本。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和缅甸

的皎漂港也未得到充分利用，这两个港口的投资均超

过	10	亿美元。总之，这三颗印度洋珍珠在任何一艘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有机会使用之前，给中国造成

了超过	30	亿美元的代价。然而，中国并没有坚定地推

进未来的开发阶段，而是所有这三个项目都要求东道

国做更多的投入。

由于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做

出过分的支出承诺，他们无法再相信未来的增长将

产生履行过去承诺所需的资源。这是中国四十年来

第一次面临严峻的预算限制。在中国允许半导体设

计机构紫光集团（Tsinghua	Unigroup）和汽车制造

商华晨汽车（Brilliance	Auto）等战略性企业债务违

约之际，很显然，国家补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截

了当。中国政府正开始在支出重点问题上做出其他

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习惯的困难选择，军事预算也不

能幸免。

中国所构成挑战的严峻性一直是以他们看似无底的

军事预算及其对快速技术升级的渴望为前提。今天的

人民解放军海军主要是一支小型舰艇部队，由大量相

对简单廉价的驱逐舰、巡防舰和护卫舰组成。就像苏

联曾经拥有一千艘舰艇的强大海军一样，它是一支廉

价的舰队。想要挑战美国海军，甚至仅仅是模仿美国

海军在本国海岸以外投射力量的能力，中国海军将需

要政府做出超乎寻常的长期财政承诺。

孤立地说，这是中国可以承担的承诺。存在许多其

他军事和外交投入的背景下，这也许不在中国优先事

项清单上第一位。只有放弃其他预算优先事项，例如

战斗机开发、反舰弹道导弹、人工智能和空间计划，

中国才能承担控制海上贸易路线的成本。与此同时，

美中科技战争已将耗资巨大的本土半导体发展推到首

要的国防优先事项。更不用提中国银行界有许多迫在

眉睫金融紧急状况。鉴于这种竞争，无论海上丝绸之

路军事化对于中国军事规划者来说多么可取，可能都

需要等待。o

2017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参加中国在吉布提新军事
基地启用典礼。	

2019	年	3	月，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的工程师在阿比让港	
	（Abidjan）的一个集装箱码头施工现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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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权

发声
印太国家谴责中国的
海上侵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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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员工

国在南海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

正在激发东南亚国家捍卫他们

的海洋主权及其他权利和航行

自由。尽管面对一个经济强大

的邻国需要采取谨慎的平衡行

动，但南海周边国家一直在加强海上防

御，发声反对侵略并保卫他们的领海。

2020	年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主席国的越南在	2020	年	12月

的声明中让各成员国国防部长团结在一

起，呼吁该地区“在开展活动时力行自我

克制，避免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

动，并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寻求根据国际

法和平解决争端”。

东盟	10	个成员国以及中美均同意该声

明。该声明未提到南海。但越南更进一

步，他们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各位部长

同意“使用和平手段并遵守国际法解决分

歧，特别是与领土和主权争端有关的问

题，包括南海争端”。

在中国将南海人造地貌军事化、在其

他国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非法捕鱼及向邻

国施压令他们放弃开采自然资源的时代，

这一信息的明确目标是谁显而易见。一位

专家表示，对越南而言，捍卫其自然资

源和领海是一种生存行为。兰德公司高

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向《论坛》表示：“南海对于

越南而言几乎是生存问题。”

然而，越南很难抵抗这个庞大的邻

国。“一方面，中国在南海肯定是越南

的敌人，”格罗斯曼表示。“越南还非

常怀疑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和湄

公河大坝建设及其对越南湄公河下游三

角洲的影响。”

但中国是越南的“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这是越南给予其他国家最高级别

的对待。中国也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格罗斯曼表示：“他们意识到中国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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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这个地区把事情搞大。”“越南需要把握微妙的平

衡。”

格罗斯曼在	2021	年	1	月为网络新闻杂志《外交家》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越南一直悄悄地支持美国的自

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因为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采

取强硬路线，“并暗示华盛顿计划未来多年维持在该地

区的存在”。

代价高昂的干涉
中国干涉越南在南海的石油勘探，这已造成经济损失。

据《外交家》2020	年	7	月报道，迫于中国的压力，越南

取消多个南海项目，并向两家国际石油公司赔偿了总计

10	亿美元。

越南国有能源公司越南国家油气集团（PetroVietnam）

将向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Repsol）和阿联酋穆巴达拉发

展公司（Mubadala）支付上述赔偿。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

计划开发的项目位于越南专属经济区边缘，但位于北京方

面声称的却没有法律依据的九段线范围内。越南决定取消

合同之前，中国在海南岛沿岸集结了	40	艘海军舰艇——那

里距离钻井地点仅两天航程。

但越南并没有放弃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开采资源的

想法。他们将与日本能源公司帝石公司（Inpex）合

作，双方达成了一项海上油田钻探交易。据《南华早

报》2021	年	1	月报道，中国肯定会对此举提出异议。	

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越南石油公司官员向该报表示，

他认为钻探工作将从	2021	年开始。“我们考虑了中国

的反应，但我们没做什么错误

的事情。我们只会在专属经济

区内钻探，”他说道。

罕见的斥责
马来西亚也在大声疾呼，捍

卫其海洋权益。据彭博社报

道，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沙穆

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于	2020	年	8	月向

国会表示，该部于当月宣布马

来西亚已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文

件，澄清其对距离该国海岸线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剩余部

分的权利。

	“马来西亚反对中国关于他们对这些海域拥有历史权

利的主张，”希沙穆丁表示。“马来西亚政府还认为，

根据国际法，中国对南海海洋地貌的主张毫无根据。”

据彭博社报道，这一谴责是马来西亚不寻常的举动——

马来西亚一直避免批评中国，努力将言论导向确保这些

海道保持对贸易开放。

中国已在珊瑚礁、岩层和浅滩上建造军事基地和前

哨，并声称他们对近	80%的南海海域拥有权利。文莱、

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均声称在同一地区拥有

部分领土。2016	年，国际法庭以中国的宽泛主张不符合

国际法为由驳回了他们大部分的主张。	

尽管马来西亚经济仍与中国紧密相连，但他们正在与

国防伙伴合作维护其海洋利益。四个印太国家的军队将

从美国获得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在南海上空开展巡逻

和侦察——马来西亚便是其中之一。马来西亚于	2020

年	5	月收到	6	架扫描鹰无人机，最终将获得共	12	架，印

尼和菲律宾各将获得	8	架。越南将获得	6	架。所有接收

方均表示，他们将使用这些无人机来支持维护南海的海

洋安全。

美国将全额资助该项目，每架无人机的成本约为	140

万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向马来西亚交付剩余的	6	架无

人机，并向其他三个国家交付	22	架。

印尼挺身而出
2021	年	1	月，印尼海事安全局在该国专属经济区拦截了一

艘中国科考船——这只是他们过去几年间与中国船只发生

2020	年	9	月，时任越南总理阮春福向出席东盟会议的外交部长谈到南海紧张局势加剧的问题。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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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冲突当中最新的一次遭遇。据自由亚洲电台（RFA）报

道，向阳红	03	号（Xiang	Yang	Hong	03）的跟踪系统已关

闭，因而印尼政府船只将其护送出印尼专属经济区。

	“如果他们连续航行不进行可疑活动，便不会构成违规

行为。但是在这次航行中，他们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被关闭，此举引起了怀疑，”印尼海事安全局行

动主任苏维托（Suwito）上将向记者说道。“我们问他们

为何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他们的回答是设备坏了。”

印尼曾多次与中方对峙，他们指控中国渔船由中国海

警船只护航，在印尼纳土纳群岛专属经济区内作业。随

着冲突的持续，印尼海事安全局一直在加强防御。据资

源亚洲电台报道，2021	年	1	月初，印尼为	10	艘巡逻艇

购买了	20	门冲锋枪。除了	12.7	毫米口径的火炮外，印尼

海事安全局还得到印尼国防部批准购买了	30	毫米口径冲

锋枪用于船上防御。

志同道合的伙伴
东南亚国家还依靠国际防务合作伙伴来行使其海洋主

权。2020	年	4	月，澳大利亚战舰帕拉马塔号（HMAS	

Parramatta）与美国海军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了演习。

美国海军向南海派遣了三艘军舰，“以支持印太地区的

安全与稳定”。

此次部署是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进行。就在几天前，

中国在南海岛屿上设立了行政机构，并于一个月前在菲

律宾及其他国家声称拥有的领土的人工珊瑚礁上启用了

两个新的研究站。

格罗斯曼表示，在这些争议行动的背景下，该地区各

国欢迎时任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	2020	年	7	月对中国海洋

主张提出的尖锐谴责。	

彭佩奥表示：“世界不允许北京将南海视为其海洋

帝国。”2021	年	1	月下旬，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安东

尼·布林肯与菲律宾外交部长特奥多罗·洛钦谈话时表

达了一贯的立场。“面对中国的压力，布林肯国务卿保

证与东南亚各声索国站在一起，”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

中指出。	

防务分析家格罗斯曼表示，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

的南海国家对这种支持表达了感谢。就越南而言，该

国“可能更确信美国计划支持河内捍卫他们对其专属

经济区内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格罗斯曼在《外

交官》杂志上写道，很重要的是，华盛顿特别强调万

安滩（Vanguard	Bank）是越南专属经济区无可争辩的

一部分。万安滩是	2019	年中越上一次发生重大僵局的

地点。

格罗斯曼向《论坛》表示，越南希望看到美国对南海

的长期参与，并且各国领导人对美国领导人的声明表示

满意。格罗斯曼表示：“尽管越南无法明确表达他们对

彭佩奥声明的狂喜，但显然私下对此感到窃喜。”

他表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需要盟国和伙伴

的共同努力，以保持国际海道开放、确保领海得到保

护。“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希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

也阐明了这一点。美国需要也在南海面临中国激进行为

的同道伙伴。这便是理论经受实践考验的时刻。”	o

印尼纳土纳群岛色拉兰帕港，印尼总统佐科威（图中）在视察印尼海军乌
斯曼·哈伦号（KRI	Usman	Harun）舰艇期间检阅部队。佐科威	2020	年	1
月的视察是在与中国就捕鱼权利问题造成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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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位于波斯湾出口处。有一
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可能会在这个港口

驻扎，那里可容纳大量中国海军舰艇。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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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国将其“一带一路”投资计划

称为经济和发展倡议，但这个投资

计划实际上体现了中共总书记习近

平提出的通过“军事斗争与政治、

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各领域的斗争密切配合”，

营造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的全政府努力。

文职和军事部门整合是中共国防政策战略框架的支

柱。它使中国能够在和平时期从国防资源中获得好处，

并在发生冲突时能从民用基础设施项目中获得助益。

鉴于习近平一直倡导“统一军民战略能力体系”，“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港口公园-城市-模

式、数字丝绸之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其设计具有双重用途

功能，增强了一系列潜在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这也就不足

为奇了。

尽管北京方面对“一带一路”的和平善意发表了双赢

言论，但有意为之的军事和战略功能似乎已明确地扎根

于该计划之中。然而，对美国或区域利益的安全挑战并

不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发动战争并将捍卫的海外沿

海堡垒的珍珠链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美国模式下建设全面海外军事基

地的证据很少，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建立一

个战略优势网络，可显著提高美国军事干预的成本，从

而降低“一带一路”东道国政府向美国提供准入或援助

的意愿。

这一网络将军人嵌入民政部门，利用金融、技术、贸

易和发展工具促进战略和国防目标的实现。它以“一带

尽
中国在缅甸皎漂附近的马德岛（Made	Island）港口码头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捍卫马六甲海峡（关键要塞点）的能力的战略据点，并能够在
印度洋提供宝贵的后勤支援。路透社

一带一路

武器化
中国名义上的商业基础设施投资可促进其向海洋强国过渡 

丹尼尔·R·罗素（DANIEL R. RUSSEL）和布莱克·H·伯杰（BLAKE H. 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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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平台为核心，增强行动、物流、信息网络能力，

直接支持解放军力量投射。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中

共利益和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环境。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杠杆效应给中国带来的获益

主要来自美国。正如一位前美国国防官员所说，它们

是“一套显然旨在……击败美国……力量投射的能力”。

数字化对策

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下的技术出口和北斗卫星网络的广

泛采用是这一整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光纤电缆和

5G	网络等中国技术纳入“一带一路”套餐时，东道国对

中国企业的实际依赖会成倍增加。除了促进具有中国特

色的数字治理外，中国技术的传播（特别是监控和镇压

工具的传播）更青睐独裁政权——那些华盛顿可能会因

为其不民主行为而与之发生冲突的政府。

这不仅会让美国及其企业以及盟国和伙伴国家处于不

利位置，而且还会通过制定下一代技术标准来加强中国

抓住和巩固优势的能力。迄今为止，美国的反制措施，

如	2018	年宣布的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

其预算为	2500	万美元，可谓少得可怜。

这一新兴趋势似乎正朝着印太地区日益以中国为主导

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战略生态系统发展。如果“一带

一路”倡议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能

力的提高本身，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单方面维护核心利益

的基础上投射其主权、规则或不正当影响的能力变得更

加强大。这一力量的行使将对美国领导的开放、以规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如果中国成功地发挥“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的优

势，美国作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保障者的作用将受到削

弱。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生态系统代表着中美区域

力量平衡发生根本性变化。习近平呼吁实现“亚洲人的

亚洲”的公开声明呼应了“势力范围”战略。他承诺建

立“体现亚洲需求的区域安全合作新架构”——意图再

明显不过。

中国建立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多边论坛，表明他

们正在为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安全和经济秩序奠

定基础。反过来，这将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重

大影响。

这个以“一带一路”为支撑的新生态系的最终实现绝

非定局。的确，过去几年来，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和外

交接触减少，这对于美国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然而，

印度 
洋

太平 
洋

俄罗斯
莫斯科

大庆

皎漂港

杜尚别

威尼斯

阿特劳

阿克套

别伊涅乌

雅典

科伦坡港

泰舍特

伊尔库茨克

昆明

西安

福州

纳霍德卡
北京

雅加达

加尔各答

内罗毕

哈萨克斯坦

蒙古

意大利

伊朗

巴基斯坦

中国

印度

埃及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荷兰

缅甸

希腊

斯里
兰卡

印尼

朝
鲜

肯尼亚

鹿特丹

霍尔果斯

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论坛》插图

计划路线
陆地路线

海上路线

管道
原油

天然气

拟建/在建

铁路入口
拟议现有



23IPD FORUMFORUM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可能使其计划脱轨的反制力量。

中共没有提出其他国家似乎渴望接受的全球愿景。中国

的两位数增长稳步放缓，新冠疫情的后遗症让中共可承

受负担的资源减少。

经济活力下降 

如今中国的经济状况与“一带一路”提出的前五年大不

相同，中共为该计划大量资本注入在财政和政治上的可

行性有多大变得不明朗。事实证明，“一带一路”项目

很少有商业盈利能力，而疫情肆虐的全球经济让这一问

题加重。

尽管军民融合不断增加，但在某些情况下，开发商要

么没有遵循计划，要么在港口建设中偷工减料，导致海

上资产可能不符合解放军的标准。部分“一带一路”项

目已停止或废弃，其他项目则将随着东道国的财政紧缩

而陷入困境。

许多“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无法偿还他们对中国的

现有债务，这让中国政府面临或是要在中国经济陷入困

境之际进行代价高昂的债务减免或重组，或是施压要求

偿还债务或要求其他形式的补偿方案（这可能会导致对

其“债务陷阱外交”的批评和地方反弹）之间做出两难

的选择。

虽然中方同意二十国集团关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主要

是非洲国家）暂停偿债的方案，但对“一带一路”债务

没有类似的政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分类，巴

基斯坦是一个高风险借款国，他们已要求减免	300	亿美

元贷款。

孟加拉国、老挝、斯里兰卡等“一带一路”沿线主要

东道国也是如此。中国官员承认债务减免并不简单，但

他们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排除在外。中国进出

口银行已为超过	1800	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的资金估计

达到	1490	亿美元。

其他官员警告称“一带一路”贷款不是对外援助，

并明确表示中方预期将收回本金，并至少将适度收取

利息。

巨大的反弹

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长期以来在东道国引发了对腐败和

土地掠夺、环境损害和工人权利和安全等问题的关切。

中国政府在领土纠纷问题上针对邻国的激进行为在该地

区引起了不信任和怨恨。

重拳出击的战狼外交损害了中国自称的仁义与和平

崛起的大国形象。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剥削行为助长了人

们的怨恨，某些情况下还引发针对中国工人的暴力反

弹。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共会在源自中国的疫情引发的

全球衰退下大力推动现金短缺国家偿还债务，他们不太

可能与伙伴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并且中国的形象和战略

可能会受到损害。

对“一带一路”的批评不仅来自项目东道国和有关

国家，也更频繁地来自中国人民本身。随着中国经济面

临困难，中国民众感受到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冲

击，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对这些亏损的宏大项目

表示不满。

中国学者、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认为，投入到“一

带一路”建设的资源可以更好地在国内使用。中国是否

能够通过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技术、金融和战略

优势生态系统去破坏美国的影响力及其作为安全保障者

的作用，来有效地将一带一路“武器化”——这将取决

于中共的选择，也取决于华盛顿的选择。

美国充当多个行业和地区积极可靠的合作伙伴的能

力似乎是“一带一路”目标国家抵制中国胡萝卜加大

棒战略的必要前提。这还将取决于志同道合的印太国

家（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东盟成员）是否有

能力做出贡献，以及是否有能力针对中国方案提供切

实可行的替代选项。o

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中国试图出口其智慧城市和智慧港
口项目。这些项目的网络摄像头（图片摄于香港）、传感器和定位服
务可用于合法警务，也可用于镇压行动。路透社

本文摘自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2020 年 9 月发布的《一带一路

倡议武器化》（Weaponiz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报告。文章经过编辑以适应《论

坛》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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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少将让·马蒂厄·雷伊（Jean-Mathieu	
Rey）与《论坛》分享他的区域观点

	法国的印太

海洋安全

太平洋的法国专属经济区（EEZ）有多大？太平洋的法国专属经济区（EEZ）有多大？
法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专属经济区。在各个地区专

属经济区中，法属太平洋专属经济区是最大的，分布

在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之间的四个枢纽周围，面积达

680	万平方公里。该区域内包括克利珀顿、法属波利

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和富图纳。

如何控制这个专属经济区？如何控制这个专属经济区？
由于其面积庞大，对这一专属经济区的海上监视和控

制是一项真正的挑战。保护专属经济区包括四项主要

任务：海上安全（搜索和救援、船只交通监测），环

境保护（石油泄漏的应对和准备），海上安保（执

法、反恐）以及打击非法活动（非法、无管制和未报

告的捕捞活动以及人口、麻醉品或武器贩运）。

法国武装部队使用哪些装备？法国武装部队使用哪些装备？
太平洋的法国武装部队配备了多样化的装备，如监视

护卫舰、巡逻舰、公海支援舰以及沿海拖船。我们还

使用猎鹰卫士（Falcon	Guardian）、CASA	和海豚直

升机等飞机。此外，卫星监视可以覆盖广泛的地区。

针对海岸警卫队的任务，我负责协调所有与海事有

关的服务和机构的行动，例如海关、海洋事务部、宪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太平洋国家，法国关注印太地区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太平洋国家，法国关注印太地区的各种问题。法国的印太领土有	160	万居

民，20	万法国公民在印太国家生活。亚太海区（ALPACI）和法属波利尼西亚武装部队的法国联合指挥官让·

马蒂厄·雷伊（Jean-Mathieu Rey）少将接受了《论坛》的采访。雷伊在海上工作了	25	年，地点主要是在印太地

区。他毕业于英国的高级指挥和参谋课程及法国的同等课程，并曾担任从突击队排长、巡逻舰指挥官和护卫舰

指挥官，到夏尔·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参谋长和防空驱逐舰指挥官等各种职务。除了在外交部任职外，他还担

任亚洲和南美洲安全与防务合作顾问。2017-2020	年，他曾担任舰队服役支持（Fleet Service Support）副主任，

负责管理水面舰艇、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的行动准备工作。



兵、国家警察和负责海洋资源保护的波利尼西亚行政

当局。我们于 2011 年设立了海事跨机构中心 

 （Maritime Inter Agency Centre），以改善海上监控状

况。该中心由三个单元组成，分别负责信息融合、捕

鱼监控和搜救。

法国的海上存在是否仅限于本国专属经济区？法国的海上存在是否仅限于本国专属经济区？
不，海洋安全威胁不受国家海洋边界的限制，我相信

必须采取全球化办法来应对太平洋的海事挑战。

法国在这个地区有 7000 至 10000 名国防人员，

是唯一在当地维持永久性军事存在的欧洲国家，这突

出地表明了法国的区域承诺和全球抱负。我们的军事

组织依靠两个区域指挥部：一个是设在阿布扎比的印

度洋海区，称为 ALINDIEN；另一个是我所在的亚太

海区（ALPACI），指挥部设在设在帕皮提 

 （Papeete）。此外，吉布提、勒尼翁和新喀里多尼亚

的三个地方指挥部定期提供资产和前沿支持，同时负

责保护其专属经济区。

通过这个框架，您会发现，我不打算将法国的行

动局限于本国专属经济区内。法国作为核国家和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充分参与应对地区海洋威

胁和预防危机。来自法国大陆的舰艇或飞机可以轻而

易举地增援长期驻扎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例如，法

国航母打击群曾于 2019 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在该地

区开展行动。当时戴高乐号航母在新加坡港口停靠。

并且，法国远程飞机曾于新冠危机期间在太平洋提供

重要支持。其他部署（包括我们的两栖任务团队、驱

逐舰或海上巡逻机）也做好了规划，并且每年将会更

新。即使在应对海事问题时，跨机构办法也是实现行

动效力的根本。

我指挥下的武装部队还负责应对朝鲜的核扩散问

题，共同的海上和空中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多边主义

问题。

该地区面临哪些主要挑战？该地区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捍卫航行自由至关重要。全球海洋安全是以旨在维护航

行自由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为基础。

法国在太平洋各地的海军投入旨在促进和维护这一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海洋法公约》是由 150 多个国家经

过长期谈判达成。1982 年，在牙买加蒙特哥湾，各方

就沿海国家开发海洋资源的权利与领海以外航行自由的

历史性原则之间的最佳折衷方案达成了协议。我认为，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捍卫和促进这项折衷方案。

 海上安全挑战涉及诸多议题，包括海盗行为、非

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气候变化、非法贩

运和难民问题。

加拿大、智利、法国、秘鲁和美国	
的海军在太平洋参加演习。	

史蒂文·罗布尔斯（STEVEN ROBLES）上士/美国海军

	法国的印太

海洋安全



麻醉品贩运问题非常重要，法国是怎么打击这麻醉品贩运问题非常重要，法国是怎么打击这
种行为的？种行为的？
我们打击贩毒的海上战略包括：	

1.	 监督流入和流出，特别是进出我国海域的行动缓

慢的船只、帆船或渔船。

2.	 分析海事数据库，发现微弱的信号。

3.	 与国家伙伴和外国伙伴（特别是美国西部联合机

构间工作队和南部联合机构间工作队）共享海

洋信息。

当综合所有这些信息认为需要予以干预时，我负

责协调所有有关部门（宪兵、海关和检察官）的海上

工作。

由于这一策略，法国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从

由中美洲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船只上缉获了超过	5

吨的可卡因。宪兵和海关单位还检查了许多船只。

许多印太国家担心过度捕捞问题。法国在这方许多印太国家担心过度捕捞问题。法国在这方
面的策略是什么？面的策略是什么？
关于非法捕捞，法国的战略依靠三条主线：	

1.	 通过电子传感器监控反常、可疑的行为。	

2.	 最大限度地利用卫星图像的优势。

3.	 部署空中和海上装备。

因此，外国渔船知道他们在专属经济区内外受到监

视，因而不会冒险在我国海域内非法捕鱼。

2020	年，我们持续监控了外国渔船	1677	艘，卫士

战机曾在专属经济区及周边飞越	304	余艘渔船上空。

我们还与太平洋岛国建立了强有力并且有效的合作

方法。此类措施的例子包括每周分享海洋信息、法国

船只在其他专属经济区巡逻、在海军舰艇上派遣联络

官以及对地方当局进行执法培训。

法国如何与其他印太国家合作？法国如何与其他印太国家合作？
法国通过其重要的外交网络以及定期的军事合作与该

地区的每个国家维持双边关系。

2020	年	12	月，法国海军翡翠号（FS	Emeraude）攻击潜艇与日本海上
自卫队日向号（JS	Hyuga）直升机驱逐舰一道编队航行，同时进行综
合海上安全行动。马库斯·卡斯坦内达（MARKUS CASTANEDA）中士/美国海军

2019	年发布的《法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战略》
中确定了法国在这一充满挑战性地区的战略优
先事项：

•  捍卫和确保法国主权的完整，并保护我国国
民、领土和专属经济区。

•  通过军事和安全合作促进区域环境安全。

•  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在全球战略竞争和充满
挑战的军事环境中维持国际公域的自由和开
放使用。

•  通过综合性和多边行动，协助维持战略稳定
和平衡。

法国：
一个印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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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国已完全融入多个多国组织，如西太平洋

海军研讨会（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

太平洋安全联合负责人会议（Joint	Heads	of	Pacific	

Security）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问题工作组（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Shipping	Working	Group）。法国参

加了最近一次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自	2002	年起，法国还加入了一个四边防务合作组

织。该组织于	1992	年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

倡议下成立，其目的是向岛国提供援助，优化双边军

事及安全合作的结构性合作。该组织还致力于加强太

平洋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以跟上安全方面的进展。

法国参加了许多区域演习，如环太平洋演习。即

使面对严峻的疫情，我们也能够派出一艘法国海军舰

艇参加这次重要演习，这表明我们与美国太平洋舰队

以及印太地区的所有美军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但

环太平洋演习并非是唯一的重要行动。最后，我必须

提到法国每两年轮流在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组

织的马拉拉演习（Marara）和南克罗伊演习（Croix	

du	Sud）。2021	年	4	月和	5	月的马拉拉演习模拟了

针对一个太平洋岛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事

实证明，这是一个可以共同训练和交流现实场景经验

的重要机会。

您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分享吗？您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分享吗？
定期在这一广阔空间部署海军和（或）空军装备有助

于维持与法国伙伴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我们

的两艘护卫舰（一艘驻扎在塔希提岛，另一艘设驻扎

在努美阿）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东太平洋也广为人

知。法国还尽可能定期从法国向太平洋地区部署圣女

贞德（Jeanne	d’Arc）特遣队（自	2013	年以来几乎

每年部署一次）。该特遣队由一艘直升机船坞登陆舰

和一艘护卫舰以及航空母舰打击群或驱逐舰组成。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还要强调，法国有能

力在远离本土大陆基地的地点在短期内部署空军力

量。2018	年	8	月，参与	Mission	Pegase	飞行任务的

四架拉法尔（Rafale）战斗机及其支援机曾在澳大利

亚参加“漆黑行动”（Pitch	Black）演习后访问了多

个亚洲伙伴国家。	o

国防人员 
 （居民）

国防人员 
 （非居民）

法国国民（居民）
> 10,000 3,000 - 10,000 1 - 3,000 *非洲之角/阿曼湾

法国部队 HoA/GoO*

2,100 811

160	万
20	万
6,800

法国领土居民 
法国公民 
法国常驻部队

法国部队太平洋

2,800 6910

法国部队印度洋

1,900 225

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分散的
群岛

马约特岛

克罗泽群岛

科格伦群岛

克利珀顿

阿姆斯特丹和圣保罗群岛

瓦利斯和富图纳
群岛

新喀里多尼亚留尼旺
法属

波利尼西亚

阿布扎比

帕皮提

《
论
坛
》
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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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伟大的湄公河能否	

承受中国的巨型水坝？

渴求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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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员工

那
一年，一场致命的传

染病在跨越海洋之前

蔓延整个大陆。那一

年，石油价格下跌，

香港爆发民主抗议活

动，世界再次低头纪念天安门广场起义中遭

到屠杀的学生及其他示威者。

那是	2014	年，人们对埃博拉疫情、全球经

济增长和永无休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

感到担忧。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些不太引人瞩目的事

件。科学家们宣布在东南亚的大湄公河地区

发现了	139	个新物种，包括一只“摄魂怪”

黄蜂——它的毒刺能将蟑螂变成僵尸，然后

再将其活吞。

在伟大的湄公河沿岸另一个地方，老挝沙

耶武里大坝的建设进入第二个年头。与此同

时，数百公里的下游处，工作人员准备开始

在老挝与柬埔寨边界附近修建另一座水力发

电大坝——东沙洪大坝（Don	Sahong）。	

与此同时，来自柬埔寨、老挝、泰国和

东道国的领导人在越南

胡志明市聚集一堂，出

席四年一度的湄公河委

员会峰会。湄委会成员

国的任务是制定湄公河

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峰

会期间有件事情迫在

眉睫：对电力如饥似

渴的中国在过去十年

间建造了许多巨型水

坝以及另外数十个规划中的水电项目（其中

许多项目将由中国资助和建设）威胁到了湄

公河、湄公河地区及其人民。

网络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曾

刊登一篇关于此次峰会的文章，文中指出：

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变，“2014	年在人

们的记忆中将成为这条东南亚最重要河流及

地区渔业和农业缓慢消亡的悲惨转折点。”

	‘母亲河’	

在湄公河委员会首脑会议召开七年、这个

政府间委员会成立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湄公河未来将流向何方？这条在泰语中被

称为“母亲河”的河流是否仍是一个不可

替代的营养之源、地区的生命之源？面对

人为和自然的挑战，答案是模糊的。

日历从	2019	年转向	2020	年，沙耶武里

大坝和东沙洪大坝先后于数月内开始运行，

世界再次发现自己正在面对大流行病、经济

恐慌和政治抗议。根据湄公河委员会的数

据，湄公河流域的其他	11	个干流水坝也在

运行，所有这些水坝都位于中国湄公河上

游——在那里，湄公河被称为澜沧江。湄委

2019 年 10 月，湄公河
干涸的河床引起环保
人士和村民对老挝最
近启用的沙耶武里大
坝（Xayaburi Dam）
的强烈抗议。这条河流
被称为该地区的生命之
源。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一位渔民在泰国东北
部靠近泰老边境的湄
公河上行船。人们认
为上游大型水力发电
大坝造成了这条世界
第12长的河流水位创
下历史新低。法新社/盖

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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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告称，截至	2020	年中，中国计划在湄公河上游再

建造	11	座干流大坝，其中包括一座正在建造的大坝。除

了沙耶武里和东沙洪以外，还计划沿湄公河下游盆地再

建造	9	个干流水坝，其中	4	个方案正在根据湄委会的通

知、事先协商和同意流程进行审查。这一流程适用于“

可能会对湄公河干流环境、水流和水质造成重大影响的

大规模灌溉和水电开发”。	

根据	2020	年	4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此类项目对这条

长度居全球第	12	位的河流的波纹效应已经很大。这些

研究依赖于近	30	年来收集的每日河流高度数据和卫星数

据。气候咨询机构	Eyes	on	Earth	和全球环境卫星应用机

构（Glob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Applications）的研

究人员开发了一个预测模型，以确定“湄公河上游建造

的大坝如何改变河流的自然流动”。

得到美国国务院支持的题为《监测自然（无障碍）条件

下流经湄公河上游盆地水量》（Monitoring	the	Quantity	

of	Water	Flowing	Through	the	Upper	Mekong	Basin	

Under	Natural	(Unimpeded)	Conditions）的报告发现：		

•	 2019	年，尽管来自湄公河上游的自然流量高于平均

水平，但下游地区水流量还是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

•	 	“下湄公河严重缺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

上湄公河的限制。”

中国沿湄公河上游	11	个巨型水坝的总库容量近	480

亿立方米。“水坝大大扩大了调节河流的机制能力，并

带来了相应的下游影响，需要通过整体解决方案予以应

对，”研究人员指出。

对一些专家来说，Eyes	on	Earth	的报告加深了人们日

益增加的担忧。

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智库高级研究员兼东

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Brian	Eyler）在	2020	年

4	月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撰写的一篇文

章中写道：“这揭示了中国上游水坝堵住了多少水——

即便下游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干旱。”

	(《强大湄公河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the Mighty 

Mekong）一书的作者艾勒（Eyler）同月在该智库网站上

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湄公河下游盆地过去	10	次大旱

中，8	次发生在中国首座水坝建造之后。”

从根本上说，正如史汀生中心文章的标题所言，中

国“关掉了”湄公河的“龙头”，剥夺了下游沿岸国家最

宝贵的资源，并使主权国家面临被抛弃和干旱的风险。

充满生机的河流

湄公河是该地区的生命之源。这条河流长达	4300	多公里，

流经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最终汇入

南海。沿途，湄公河流域面积大于泰国和老挝的总和，同

时提供了数千年来养活该地区人口的丰富鱼类和作物。

湄公河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渔业区，产量占世界淡水

渔获量的	25%，拥有超过	1000	种物种——从濒危的伊

洛瓦底海豚到和灰熊一样重的巨型鲶鱼。世界野生动植

物基金会（WWF）的数据显示，大湄公河地区被称为亚

洲的“饭碗”，为其	3	亿居民中的大约	80%提供生计。

它充满了生物多样性——从	1997	年到	2014	年，研究人

员平均每周在那里发现大约三种新物种。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报告称，随着前所未有的

基础设施开发，包括水电项目，神奇的湄公河——“地

球上最脆弱的地方之一”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国际环境管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0	年为湄公河委员会

编写的报告发现，当时计划沿湄公河及其支流建造的	80

多座大坝（包括干流水电项目），到	2030	年可能会摧

毁该地区的渔业。湄公河河流域的鱼产量可能会比	2000

年的水平下降	40%以上，威胁到数百万人的营养和就

业，并增加了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1995	年	4	月宣告成立湄公河委员会的《湄公河协

定》（Mekong	Agreement）呼吁四个创始成员国“在

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及有关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养

护和管理方面以建设性和互利的方式开展合作”。

据该委员会称，40	年前当研究人员仍要坐在大象背

上探索这条“未开发的”河流时，就开始了保护湄公河

的合作努力，“而且有迹象表明，人们有兴趣利用它的

经济潜力”。于是成立了获得联合国认可的湄公河委员

会，“负责针对水资源的筹资、管理和维护”。最终，

该机构成为湄公河委员会。

在其成立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湄公河委员会建立了

一系列网络，以衡量和照顾湄公河的健康，所开展的工作从

干旱监测和洪水预报到沉积物收集和渔业管理指导。湄公河

委员会还指出，其协商进程有助于成员国和区域行为者之间

的合作和规划，以减轻水电项目对生态和环境的损害。

此外，湄公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安·皮奇·哈达

（An	Pich	Hatda）在该组织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写

道，2019	年，湄公河委员会与湄公河上游对话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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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缅甸达成了“新合作水平”。

特别是鉴于	Eyes	on	Earth	的研究，史汀生中

心的艾勒是那些认为湄公河委员会对于解决中国

上游水坝造成的湄公河下游水资源分配不公至关

重要的人之一。

他写道：“通过湄公河委员会……去实现这些

目标是未来最好的道路。”

水资源武器化

中国的专制政权愿意在解决（更不要说确保）供水

问题上走多远？这个问题可能对湄公河下游各州造

成生死攸关的后果。毕竟，中国的巨型大坝是一个

不可否认的现实。混凝土巨型堤坝将在湄公河上投

下了几十年的阴影——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

艾勒写道：“虽然中国水坝的存在不可改变，

但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改变这些水坝的运作方式。”

然而，观察家表示，中国利用其水力发电项目

不仅为其	14	亿人口储水和发电，而且还作为一

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为自己的目的扩大区域影响

力。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水资源武器化。

	“尽管人们对该国令人恐惧的新军事硬件给予了

很大关注，但其武库中一个强大的组成部分——水

坝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尤金·	K	·周（Eugene	

K.	Chow）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	2017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每年，从中国流出的水估计占湄公河总流量的

16%，而干旱时期可能高达70%。

周写道：“通过控制该地区生命之源的流动，

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这导致了对其滥用行为

的指控。”

湄公河委员会对中国发动水资源战争前景的反

应并不总是被认为是满怀愤怒的。相反，有时，

湄公河委员会似乎像一个男人在自己家里四处踱

步，以免吸引住在楼上的巨人的愤怒。

举个例子：他们对	Eyes	on	Earth	研究的反应

很温和。

该委员会在	2020	年	4	月的一份评注中表示，

研究人员没有充分“考虑到降雨和径流的复杂

性”，他们的调查结果“与湄公河委员会的实地

观察结果不一致”。

大坝碾压		‘母亲河’

2020 年大坝状况

运行中

已规划/评估中

已规划

在建

中国

印度

越南缅甸

泰国

老挝

北部湾

马塔班湾

泰国湾

柬埔寨

宫果桥
苗尾

大华桥

托巴

里底
乌弄龙
郭尼安

古学

如美
班达

约龙

临沧
侧格

古水

黄登

大朝山

糯扎渡

橄榄坝 勐松

琅勃拉邦

沙耶武里

巴宗

白莱

萨纳坎

班库

拉素

东沙洪

上丁

松博

白崩

景洪

小湾 漫湾

资料来源：湄公河委员会

截至	2020	年中期，沿湄公河干流流域有	33	个水电项目
正在运行或计划开展，其中	22	个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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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委员会援引该研究使用卫星数据的“不确定

性”，表示其自身的初步分析“表明，2019	年湄公河

流域干旱主要是由于雨季降雨不足，季风降雨延迟到

达和较早离开，以及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异常高温和蒸

发量加大”。		

湄公河委员会承认，中国的大坝改变了河流进入湄

公河下游地区的水流，但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既带来

机遇，也带来挑战”。

他们建议与中国加强合作。

湄公河委员会总结道：“为了提高大坝运行的透

明度并展示诚意合作，中国应该考虑提供更多的数

据。”

与湄公河委员会一样，中国也怪罪老天。2020	年

2	月，中国外长王毅表示，虽然中国也受到降水短缺

的“影响”，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增加了澜沧河

的排水量，并帮助湄公河国家减轻干旱的影响”。

据中国外交部声明，王毅表示：“中国还将考虑与

湄公河国家分享全年的水文信息。”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中国另一个空洞的承诺。

何去何从

湄公河委员会对这项研究精心设计的回应可能体现了

该地区观察家强调的更广泛的政治现实：中国的金钱

可能掩盖了抱怨。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于	2020	年	4	月报告

称，2010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在缅甸、柬埔寨、老

挝、泰国和越南的投资和建设项目总额超过750亿美元。

据史汀生中心报告，截至	2020	年，中国在能源领域

参与了湄公河地区	18%的现有、规划或在建项目的开发。

周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

写道：“中国凭借其地理位置控制西藏高原，成为亚

老挝湄公河下游的东沙洪大坝于 2020 年初开始运行。
邻近的柬埔寨从这个水力发电项目进口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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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水资源之王，而下游国家几乎无法改变这位君主的

心血来潮。”

其他因素阻碍了对抗中国使河流下游窒息的能

力。2018	年	6	月，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防和安全智库皇

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拒绝成为湄公河委员会成

员，“已实际上使该组织瘫痪”。

此外，常驻曼谷的东南亚问题分析师、评论家布里耶

什·克姆拉尼（Brijesh	Khemlani）写道，边界分歧和种

族摩擦“继续阻碍着下游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会

蔓延到地区舞台，并使湄公河合作的努力复杂化”。

他呼吁加强多边实体——包括湄公河委员会和由美

国牵头的“下湄公河倡议”（LMI），作为对抗中国

的堡垒，并播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

	“湄公河地区的中国扩张主义必须受到打击，”克

姆拉尼警告称，“因为不做改变势必带来灾难。”

下湄公河倡议是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

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2019	年是倡议提出十周

年纪念。其目标是围绕六大支柱（环境与水资源、健

康、农业、互联互通、教育和能源安全），为五个湄公

河伙伴国家提供“公平、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

该倡议得到了下湄公河友邦的支持，该联盟包括澳

大利亚、欧盟、日本、新西兰、韩国、亚洲开发银行

和世界银行。

在	2019	年	8	月庆祝下湄公河倡议成立第一个十年的活

动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彭佩奥（Mike	Pompeo）指出了这

项伙伴关系的成就，但也强调了“令人不安的趋势”。

他向来自下湄公河国家的部长们表示：“我们看到

大量的上游水坝建设集中控制下游水流。”“这条河

流水位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个问题与中国决

定拦截上游水源有关。中国还计划对河床进行爆破和

疏浚……我们看到有人推动制定由北京指导的新河流

治理规则，从而削弱湄公河委员会。”

彭佩奥宣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湄公河及该地区的新

项目，包括：

•	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UMPP），以发展

可持续的区域电网和优质基础设施——美国的

初始资金为	2,950	万美元。

•	1400	万美元用于资助湄公河国家打击跨国犯

罪和贩运活动，包括遏制包括缅甸、老挝和泰

国部分地区在内的金三角地区的冰毒贸易。	

•	还有一个旨在更好地利用卫星图像评估湄公河

沿岸的洪水和干旱模式的韩美合作项目。		

•	下湄公河倡议水资源数据共享平台和公众影响

计划。

•	一个旨在加强跨境河流治理的印太地区会议，包

括“对湄公河采取透明、基于规则的方法”。

彭佩奥表示：“我们将继续帮助保护你们的主权和

安全，帮助你们在经济上实现繁荣，同时保护你们丰

富的文化和环境。”

需求飙升

繁荣会带来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能源渴望，为开发水力

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动力提供了燃料。几千年来，人

类一直在用水来获得能量——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的数据显示，如今水

力发电约占全世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	70%。

下湄公河倡议在公布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项目

时指出，预计湄公河国家的电力需求每年增长约	6%。

美日两国的这项努力将支持“印太地区能源供应不受约

束的流动，而这对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2020	年	3	月，在全世界关注冠状病毒疫情之际，

湄公河出现了一些好消息：柬埔寨宣布干流水坝开发

暂停十年，搁置其头两个水电项目计划。两个月前，

根据柬埔寨与邻国老挝签署的	30	年能源协议，该国电

网已开始从新建的东沙洪大坝进口电力。

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020	年

1	月报道，尽管如此，新的水坝仍不断沿着湄公河干流

和支流涌现出来，已规划的大坝超过	370	个。当中许多

将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由中国企业建造。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在	2020	年	6	月的年度报告中警

告了开发的风险，并报告称“下湄公河流域的严重干

旱由于农作物的损害、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对人民

生计的不利影响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中国阻挡了可能缓解该地区干旱的水资源，情

况更是如此。

2022	年	4	月，中国四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在老挝

齐聚一堂，出席湄公河委员会下一届四年一次的峰

会。届时最重要的问题与现在一样，肯定是：伟大的

湄公河的未来流向何方？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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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积极寻求通过收买印度的近邻孟加

拉国、缅甸、马尔代夫、尼泊尔、巴

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以及通过威胁印

度最亲密的盟友不丹去获得影响力。

中国似乎还正确地计算了印度的反

应——他们料到尽管印度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面对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	2020	年中期肆无忌惮地试图

侵占拉达克东部分隔两国的近	1000	平方公里实际控制

线（LAC）西段，印度会表现出巨大的克制。

此次入侵中国派出了大约	6	万士兵，这是中国对印度

的侵犯，也是两国自	1962	年在同一地区进行长达一个月

的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紧张局势阶段。这场冲突之后，中国

夺取了阿克塞钦。这是一个面积	38000	平方公里的高海

拔沙漠，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不丹。印度声称阿克塞钦是

其联邦属地拉达克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该国拥有位于实

际控制线东部面积为	83,743平方公里的印度东北部阿鲁

纳恰尔邦的主权。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实际控制线的长度

和位置存在争议。该实际控制线分为三段。事实上，中国

工人随后在解放军部队的支持下进入阿鲁纳恰尔邦，沿着

阿鲁纳恰尔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在上苏班西里地区的察

里楚河（Tsari	Chu	River）岸边建造了一个村庄。印度外

交部确认了这一举动，并表示他们已知悉“沿实际控制线

地区”的建设。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试图支持其对

该地区提出的领土主张，作为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建立

平民定居点战略的一部分。北京本身也驳斥了一切批评，

坚持认为这种侵蚀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们“从未承

认”阿鲁纳恰尔邦。

即便拉达克东部的僵局仍在继续，中国还是再次出

击，这次是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邦锡金——锡金与阿鲁

那恰尔邦中间隔着不丹。2021	年	1	月	20	日，中国军队

在锡金纳库拉（Naku	La）与印军发生冲突，印军称此

事件为“轻微对峙”。最近一次此类事件于	2020	年5	月

发生在同一地区。

2020	年即将结束时，印度希望中国至少保持拉达克

东部的现状。他们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在平均海拔	3000

米的荒凉、空气稀薄的边境地区驻扎下来。在严寒的冬

季，那里的气温可能骤降到零下45摄氏度以下，考验身

心耐力的极限。

因此，新德里感到欣慰的是，双方于	2021	年	2	月举行

的第九轮军事会谈达成了一项关于从拉达克东部的班公湖

北岸和南岸脱离接触的协议。2	月	11	日，国防部长拉杰纳

特•辛格（Rajnath	Singh）向印度议会表示，“为了确保

中

打破中国的

枷锁
印度期待通过新的伙伴及成熟的防务协议 

去对抗中国的侵略
沙罗什·巴那（SAROSH 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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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线地区沿线摩擦点脱离接触，我们认为，目前

近距离接触的双方部队应撤出2020	年进行的前沿部署地

点，并返回被接受的永久基地。”

虽然班公湖的脱离接触进展令人满意，但其他地区

如德卜桑平原（Depsang	Plains）、戈格拉高地	

	（Gogra	Heights）和温泉（Hot	Springs）的僵局却需

要时间来解决。

令人振奋的是，双方同意保持对话和谈判势头，继

续努力确保前线部队克制，稳定和控制中印边界西段

实际控制线地区局势，共同维护和平。

为了帮助遏制中国的侵略，同时又不煽动战争，印

度可能希望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对

话（Quad）等新兴关系。各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

达成的防务协议也可能有助于推进印度的安全努力。

北京方面利用新冠疫情给印度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

力，及对印军注意力的分散。与此同时，中国很少因

为他们对灾难性疫情的应对方式受到全球指责而感到

困惑。此次疫情被广泛认为起源于中国武汉。中国打

算利用其经济和军事活力来推动其外交政策议程。

边境紧张局势
自	1950	年中国入侵西藏并于次年吞并印度边境以来，中

国一直是笼罩着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危险的阴影。

尽管双方分别于	1993	年、1996	年和	2013	年达成了三

项维持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协议，但北京一直

对划界问题提出异议。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北京已通

过多次进入拉达克，逐步占据了640	平方公里的土地。

随后，他们于	2020	年大力向拉达克东部地区推进。

中国的亲密盟国巴基斯坦也与印度存在边界争

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邻国在	1947	年分治之

时、1965	年、1971	年和	1999	年曾四次交战。1971

年的战争也由东巴基斯坦沦陷产生了孟加拉国。

印度与孟加拉国接壤边境长达	4097	公里，与巴基

斯坦接壤	3323	公里，与尼泊尔接壤	1751	公里，与缅

甸接壤	1643	公里，与不丹接壤	699	公里，并与阿富

汗接壤	106	公里。

中国正有意识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他们

在孟加拉国、缅甸、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等国发展港口链，基本上是将印度缠绕在一

条动荡的环内。外国军事专家称该计划为“珍珠链”

战略。中国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建造了瓜达尔港。该

港口通过投资	460	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

连接中国边远的新疆西部地区喀什。中巴两国都称之

为“巴中友谊的伟大纪念碑”。

印度与中国实际控制线沿线争议边界

140 2800 千米 420 千米

不丹尼泊尔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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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性贷款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OBOR）的旗舰项

目。一带一路是跨越	70	个国家投资	1	万亿美元的一系列

基础设施项目。作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北京方面为财务

上不可持续的项目发放了掠夺性贷款，而此举只是为了控

制他们所启动的基础设施，作为对拖欠还款的补偿。

尽管北京方面坚称一带一路计划是一项商业倡议，但

海军基地似乎是中国从不声张的议程中重要一环。瓜达

尔将为中国提供一条通往印度西海岸阿拉伯海以及印度

洋、波斯湾以及阿曼湾和亚丁湾的海上通道。印度反对

中巴经济走廊，因为该项目穿越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

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对该地区的控制权

提出争议）。根据该协议，巴基斯坦有义务在	20	年内

通过偿还债务和利息向中国支付	400	亿美元。

北京方面也通过提供军备来加大“一带一路”的

诱惑。2017	年，伊斯兰堡宣布从中国购买4艘改装的

041	型元级攻击潜艇，并进行技术转让在港口城市卡

拉奇再组装4艘潜艇，交易金额估计为	50	亿美元。前

四艘潜艇将在	2023	年前交付，其余潜艇将在	2028	年

前交付，以形成巴基斯坦近海核二次打击三位一体的

核心。同样在	2017	年，孟加拉国购买了两艘中国制造

的	035G	型明级潜艇，价值	2.04	亿美元。

双重用途
中国制造的坦克、护卫舰和战斗机也装备了孟加拉国的

军队，该国军事人员定期在中国接受培训。2016年，

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达卡期间，两国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并且孟加拉国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此后，价值	71	亿美元的	9	个项目的工作不断取得进

展——这是孟加拉国	27	个中国资助的“一带一路”基

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北京方面还宣布对	97%的孟加

拉国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政策。中国承诺向孟加拉国

提供约	300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超过印度的发展援助

捐款达	100	亿美元。

孟加拉国还与中国缔结了一项价值	10	亿美元的水资源

管理协议。此前，他们未能与印度就该国第四长河——

来自印度的提斯塔河（Teesta）达成水资源共享协议。中

国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达	180	亿美

元。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贸易徘徊在	95	亿美元左右。

尽管	2014	年中国在孟加拉国索纳迪亚（Sonadia）

建设港口的交易失败，但中国在缅甸找到了一个替代地

点，以加强其在印度东海岸孟加拉湾的存在。习近平

在	2020	年	1	月访问缅甸期间敲定了关于丘比尤经济特区深

海港口项目（Kyaukpyu	Special	Economic	Zone	Deep-Sea	

Port	Project）的交易，项目第一阶段将耗资13	亿美元。

该港口位于若开邦西部，北临孟加拉国，毗邻孟加

拉湾。在海湾对面，印度正在维沙卡帕特南	

	（Visakhapatnam）的东部海军司令部（Eastern	Naval	

Command）附近开发瓦尔沙（Varsha）核潜艇基地

项目。如果发生冲突，丘比尤港口可以改造成为军事

设施。由于缅甸担心债务陷阱，该项目最初	70	亿美

元的成本被削减下来。其他正在开展的中国援助的

主要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新仰光市和中缅边境经济合

作区项目。人们中国怀疑在印度外岛安达曼-尼科巴

群岛（Andaman	and	Nicoba）附近可可群岛（Coco	

Islands）的一处基地驻扎着一支海军情报部队。

斯里兰卡与中国达成超过	11	亿美元的交易，以开发

其南部汉班托塔海港——2017	年当斯里兰卡难以偿还

该项目的贷款时，北京通过一项	99	年的租约获得了对

该战略港口的控制权。中国可能使用该港口，也可能

使用瓜达尔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地，以加强

其在这个沿岸地区的力量。

中国还在从汉班托塔扩展到南亚最深的集装箱码头

科伦坡港。在斯里兰卡最大的一笔外国直接投资中，

隶属于国企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

公司正在填海填出来的	660	英亩土地上建造价值	14

亿美元的科伦坡国际金融城（Colomb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ity）。他们希望这个“城中城”能够与新

加坡和迪拜匹敌的主要金融中心，并推动这个岛国的

2020	年	10	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右侧）与日本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在东京参加一次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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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海上贸易。中国还将投资	10	亿美元在该地点建

造三栋	60	层高的大楼。

关于马尔代夫的岛屿领土，印度担心，费杜·菲诺

胡岛（Feydhoo	Finolhu）可能从	38,000	平方米扩大

到	100,000	平方米。2016	年，一家中国公司以	400	万美

元的	50	年租约租下了费杜·菲诺胡岛。他们可能会在那里

建立一个中国军事基地，可能用于停靠核潜艇以及一个监

听哨所去跟踪印度海军在印度洋这一战略区域的动向。马

尔代夫距离印度最南端的卡尼亚库马里（Kanyakumari）

仅	623	公里。类似地，中国还在南海建造了人工岛并将

其军事化——南沙群岛有7个人工岛，西沙群岛有	20	个

人造岛，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宣称拥有“主权国

家的自然权利”。马尔代夫的年财政收入约为17亿美

元，其国内生产总值为40	亿美元——但中国让他们欠下

了	15	亿美元的沉重债务负担。

	“一揽子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国已向不丹渗透。最终在	2020	年	11	月，

解放军入侵了这个内陆佛教王国，他们在洞朗	

	（Doklam）建造了卫星图像显示为线状排列住宅的建

筑。这块位于两国与印度存在争议的三国交界处高地

是	2017	年中印	73	天紧张对峙的地点。随后的图像显

示，新定居点旁边修建了弹药库。

此次入侵之前，中国宣布了与不丹边界争端的“一

揽子解决方案”——回到他们	1996	年提出的方案，中

国向不丹让出北部争议地区，以换取西部争议地区，

包括洞朗以及跨越萨克滕森（Sakteng）林保护区的不

丹东部边界。不丹是印度在该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但

1949	年和	2007	年的《印度-不丹友好条约》（India-

Bhutan	Friendship	Treaties）并没有明确的防御条款。

洞朗是中国在该地区霸权的关键——西藏的春丕河

谷（Chumbi	Valley）位于洞朗以北，印度的西里古

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位于该地区以南，而这两

个地方都是战略性山区要塞点。中国大胆向前推进之

后，便可以切断这条长	60	公里的走廊——西里古里走

廊也被称为“鸡颈”，是一条	22	公里宽的狭长地带，

连接印度大陆及其与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和中国西

藏自治区接壤的八个遥远的东北各邦。

反制中国
印度认识到中国的影响力策略后已加紧亲善访问，他

们于	2020	年	11	月向邻国派遣了三名高级官员。印度

外交部长苏杰生在访问巴林和阿联酋后前往塞舌尔。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与斯

里兰卡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印度外交秘书哈什·施林

格拉（Harsh	Shringla）在访问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之

后访问了尼泊尔。

时间可能并不站在印度一边，但他们必须继续对抗

中国企图对邻国施加影响的企图。越来越多的分析人

士认为，除了为邻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替代方案以取代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诱惑外，印度还应该仰仗“四

方对话”（Quad）。“四方对话”国家可共同创建一

个基础设施基金，为印度邻国提供财政上可持续的替

代方案，以取代中国造成沉重负债的项目。

此外，四方国家还可以加强海域意识，通过共

享物流和发展国防技术去投射力量，打击中国在该

地区的势力。防御协议的成熟将有助于加强四方国

家的能力。例如，2020	年	10	月，印度和美国签署

了一项共享敏感的卫星数据（通常用于导弹和无人

机）的协议。该协议是印美之间旨在对抗中国在印

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扩张主义的一系列协议中最新一

项协议。

一个具有经济和军事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大四方，至

少将迫使中国对其继续在印度洋地区的激进行为及其

对印度及印度邻国边界的侵蚀的时候三思而后行。	o

印度正在修建一条将穿过其拉达克地区印度河（Indus）与赞斯卡河	
	（Zanskar）交汇处的高速公路。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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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为海洋安全 
伙伴关系带来新的机遇

海军中校（退役）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F. BRADFORD）/美国海军

纽带
日本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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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海事战略从根本上专注于与其盟国

美国合作，以确保对该国安全至关重要

的印太海道安全无虞。日本海上自卫队	

	（JMSDF）和日本海上保安厅（JCG）这两个海

上保安部门的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日本近海，并

寻求阻止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同时

实现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良好治理。日本还向亚丁

湾（	Gulf	of	Aden）和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等海道沿线部署部队——他们在这些海

道上的航运受到重大和直接的威胁。对该战略同

样至关重要的是，日本针对穿越东南亚及其附近

的相对较安全但仍然脆弱的海道开展的活动。这

包括封闭的海洋，如南海、爪哇海和孟加拉湾，

以及关键的要塞点，如龙目海峡、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海峡和巽他海峡。

这一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日本的经济实

力——50	多年来，日本一直大力投资于本地区沿

海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安全能力提升。过去	20

年间，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参与提升沿海国的海上执

法能力。过去十年间，日本防卫省通过与区域海军

启动新的能力建设项目参与其中，海上自卫队也越

来越多地在地区海域开展军事行动。

随着日本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机构现在投资于东

南亚海事安全，该地区正在强化自身，成为日本海洋

战略的新纽带。日本在东南亚开展海洋安全活动的范

围、战略意图和未来可能的发展，都值得仔细探究。

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JS	Izumo）直升机
航母（右二）、“和曙号”（JS	Akebono）驱逐
舰和“村雨号”（JS	Murasame）驱逐舰以及菲
律宾海军“南纳卯号”（Davao	del	Sur）船坞登
陆舰在菲律宾苏禄海参加演习。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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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海洋战略

日本的既定海上安全战略可大致分为两个地理区段，一

个是日本本国海域，另一个是印度洋-太平洋海道。在

近海，日本面临着来自北方、西方和南方的重大安全压

力。侵略性的当代军事态势、领土争端和战争遗留问题

造成了安全关切，并限制了日本与其邻国俄罗斯、中国

和朝鲜之间的合作。

在海洋领域，日本与中国的竞争最为紧张。日本

与中国两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不断地相互质疑主

权、试探反应，并寻求对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实行控

制。这种局势需要大量的舰队资源，而东海其余部

分则有一条漫长的前线需要巡逻和监控。来自朝鲜的

弹道导弹威胁和支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的行

动也让日本舰队疲于奔命。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飞

行行动，日本航空自卫队（Japan	Air	Self-Defense	

Force）经常要向接近日本海域的上空派出战机。鉴于

这种日益严峻的局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

护日本在海洋和领空的权利和履行其国家责任占据了

日本的大部分安全资源。		

日本确保其关键海道的安全和安保的战略取决于三个

要素：利用其与美国的联盟，在最重要的存在威胁地点

部署部队，以及加强与海上路线上日益强大的伙伴之间

的关系。

近年来，日本的海洋战略已纳入国家行动，将日本

的外交政策重点放在延伸至欧洲和非洲的印太地区。

前首相安倍晋三于	2006	年首次就职后不久，时任日

本外交大臣麻生太郎宣布了自由与繁荣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这一外交政策补充了日本

现有的优先事项，这些优先事项包括管理与近邻的关

系和加强美国联盟，并进一步强调促进民主和提高与

从北欧、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这条弧线上伙伴

国家合作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弧线在地理上

与日本的主要贸易路线相一致。由于与美国的联盟，

另外的跨太平洋贸易路线已经安全。安倍在	2007	年

向印度议会发表题为“两大洋交汇点”（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讲时，成为第一位重点强调印

太地缘政治理念的全球领袖。接下来的两任日本首相

（均来自自民党）继续推动这一优先事项。日本自民

党	2009-2012	年执政期间，鸠山由纪夫首相、菅直

人首相和野田佳彦首相使用了不同的说法，但坚持

这种对南亚和东南亚沿海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针。安倍

于	2012	年上台后，立即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民主安

全钻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

文章。文章开头为：“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航行自

由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不可分割。日本

作为亚洲最古老的航海民主国家之一，应该与澳大利

亚、印度和美国一道，在维护两个地区的共同利益方

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南亚显然是这颗钻石的核心地带，现在是于	2016

年宣布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的纽带。

日本加强东南亚海上安全和安保的民间活动

日本本国海域与中东周围危险海域之间的海上通道长达

5,000	多海里（9,260	公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海

道经过沿海国家，能够提供确保商业自由流动的安全所

必要的治理。然而，沿海国家在海上能力方面差异很

大，海上通道远非高枕无忧，日本商界和政府领导人担

心破坏性事件可能很快引发危机。日本所面临的危害包

括与交通繁忙的要塞点相关的航行挑战、极端天气和石

油泄漏等环境挑战、海盗行为、恐怖主义和战争风险。

过去五十年来，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应对这些挑战，支

持沿海国能力建设项目，以此作为其海事安全战略的核

心内容。

1997	年亚洲货币危机之后，地区海盗比率的上升

推动了日本能力建设工作的扩大，将海上执法也包括

在内。1999	年	12	月，小渊惠三首相在东盟+	3	首脑

会议上启动了这一扩大行动，当时他提议建立一个

区域海岸警卫机构，加强政府对航运公司的支持，并

改善区域协调，以此开展打击海盗行为的国际合作行

动。	

不久后日本便开始提供设备和培训，并迫切要求联

合巡逻。在日本一系列实况调查团访问该地区和东京

主办了几次大型会议后，日本的雄心有所收缩，但扩

大参与东南亚海上执法的工作却迅速展开。2000	年，

日本海上保安厅开始为支持区域海岸警卫队（从新成

立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开始）的官员设立常驻海外岗

位，2001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开始与区域海岸警卫队	

	（从菲律宾和泰国开始）一道开展演习。2006	年，日

本的外交努力最终达成了《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

船合作协定》（ReC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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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支持东南亚海事安全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向区域

海事执法机构转让巡逻艇。当中包括经改装的渔船、

退役的日本巡逻艇和新船舶。这些船只由日本私人基

金会提供，由政府协助贷款，并作为直接援助。早期

的例子是	2000	年代中期向印尼和菲律宾的转让。由于

这些船只进行了武装，这种转让受日本武器出口三项

原则制约，接收伙伴只能将其用于执法行动，包括反

海盗和反恐。2011	年和	2014	年放宽后的三项原则简

化了政策流程。近年来，日本扩大了提供巡逻艇的方

案。迄今为止，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帕劳、菲

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的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执法机构

已收到日本的巡逻艇。

日本自卫队在东南亚的行动

海上自卫队最早的船舶部署具体旨在影响东南亚海上

安全局势，并与多边努力和框架保持一致。2004	年	12

月，日本自卫队（JSDF）的舰艇和飞机加入了应对印

度洋海啸的国际部队。2005	年，海上自卫队参加了由

新加坡共和国海军主办的首届西太平洋海军专题讨论

会（WPNS）海上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军官参加了海

啸救援讲习班和泰美“金色眼镜蛇”（Cobra	Gold）

军事演习的高级参谋环节。此后，西太平洋海军专题

讨论会、东盟区域论坛和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多

边组织主办的海上演习变得更加频繁，海上自卫队也

一直参与演习，他们经常派出大规模的特遣队。这些

多国海上演习虽然从国防外交的角度来看意义重大，

但往往相当简单，其目的更多的是建立信任，而不是

加强行动能力。其中许多会议重点讨论救灾问题，而

非更传统的安全问题。

日本	2010	年《防卫计划指针》成为第一项指出日本

自卫队将开始与外国军队一道开展能力建设任务的重大

政策文件。根据这项政策开展的第一次行动是	2010	年

部作为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运动的一部派出一艘海上

自卫队舰艇在柬埔寨和越南开展能力建设活动。自那时

两国海岸警卫队在越南岘港附近的海岸进
行联合训练期间，越南海岸警卫队警官观
看一架直升机从日本海上保安厅“越后
号”（Echigo）舰艇上起飞。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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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海上自卫队舰艇每年都参加太平洋伙伴关系活

动，只有	2011	年他们在地震和海啸之后支持国内救

灾行动时才缺席。2012	年，日本在东南亚开展的第

一次双边能力建设活动是与越南海军一道举行的水下

医学研讨会。第二项双边活动是	2013	年	2	月在雅加

达的印尼海军海上行动中心举办的以海洋学为重点的

研讨会。此后，日本与其他八个伙伴国家开展了类似

的双边能力建设活动。在这	10	个伙伴中，除蒙古外，

所有国家都是南海或孟加拉湾沿海国家。	

2013	年	12	月，日本第一项国家安全战略解释了这

些活动背后的战略意图：“日本将向沿海国以及海上

通道国家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以加强其海上执法能

力，并加强与和日本有相同战略利益的海上通道伙伴

的合作。”	

在过去十年间，自卫队也扩大了他们在南海的行

动。与前面提到的多边演习和能力建设活动不同，这些

活动似乎更侧重于为围绕该海域开展高端海上行动制

定备选方案。由于日本不公布其船舶和潜艇的位置，

因此不清楚这些部署是何时开始的。	

包括退役日本海军上将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自卫队也准备对抗南海潜在的中国弹道导弹潜艇

堡垒。这种担忧有助于解释海上自卫队为何强调与菲

律宾和越南建立伙伴关系——这两个国家跨越南海北

部，在海南岛重要的中国潜艇基地两侧。

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的关系是其东南亚伙伴

关系中最好的。海上自卫队军官于	2012	年开始观察

菲律宾-美国年度“肩并肩”（Balikatan）演习，后

来更是增加了参与。2016	年，日本“亲潮级”	

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波号” 
 （JS Takanami）驱逐舰从横须贺
海军基地（Yokosuka Naval Base） 
出发时人们挥手致意。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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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yashio）训练潜艇与两艘海上自卫队驱逐舰一道访

问菲律宾苏比克湾，舰上船员与菲律宾同行一道参加

了旨在建立信任的活动。这是海上自卫队潜艇15年来

首次停靠菲律宾港口。从那以后，自卫队潜艇便经常

光顾苏比克湾。

菲律宾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日本国

防装备的国家。2014	年的政策改革允许东京批准向合

作伙伴军方出口国防物资，2017	年，两架使用过的海

上自卫队	TC-90	训练机被交付给菲律宾武装部队——它

们被作为	C-90	海上巡逻机使用。2018	年又转让了三

架	TC-90。	

日本还优先发展与越南的国防关系。海上自卫队在

该地区的首次能力建设活动是在	2010	年派遣“国东

号”（JS	Kunisaki）两栖运输船坞舰在太平洋伙伴关

系的名义下前往越南归仁。虽然访问侧重于医疗活动

和文化交流，但也包括动用两栖船登陆越南海滩。次

年，越南主办了自卫队在东南亚的首次不作为美国活

动或多边活动的一部分举行的能力建设活动。自那以

后，这种关系有所增加，但尚未达到包括双边防务演

习或行动在内的水平。	

每年向东南亚和印度洋部署“出云号”（JS	Izumo）

等大型直升机航母长达数月，囊括了日本自卫队在

该地区活动的各种性质。2016	年，在第一次此类

部署期间，“伊势号”（JS	Ise）护卫舰是印尼主办

的“科莫多”（Komodo）多国演习中最大的船舶。

随后，该舰与来自西太平洋海军专题讨论会参与国

海军的一批军舰干部一起前往南海进行训练，同时

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三边通

行演习。在对马尼拉进行友好访问后，伊势号是参

与	2016	年	5	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海上安全/反恐

实地演习的最大型船舶。该演习始于文莱，并在新

加坡结束。第二年，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艇出云号

也在东南亚进行了类似的部署，其中包括：在停靠

南海期间为东盟海军军官举办海上安全培训项目，

在访问马尼拉期间接待了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

杜特尔特，在斯里兰卡停靠，以及与澳大利亚、加

拿大和美国的舰艇一道完成为期两天的演习，包括

跨甲板交流和实弹射击活动。2018	年（加贺号）

和	2019	年（出云号）的类似部署融合了在南海的单

方面行动、与美国及其他海军一道举行的演习、对

多边海上安全项目的支持以及与区域合作伙伴的双

边关系建设。

日本未来参与东南亚海洋安全的轨迹

海上自卫队在东南亚海域主力舰部署的混合性质反映

了他们在该地区多层面的海事目标。日本将扩大在该

区域数十年的能力建设举措，将军事层面纳入其中。

这些活动旨在加强与日本印度洋-太平洋海道沿线越来

越强大的沿海国家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这些海军活

动是日本支持海上能力发展的长期政策的简单进展。

然而，这一扩张反映了日本国内政策制约因素的放

松，以及东南亚伙伴在接纳日本军队方面的更大舒适

性。鉴于日本对南海的严重依赖及其对中国在该地区

推行主权主张的活动与其在东海针对日本的行动密切

相关的担忧，中国日益增强的能力和日益强硬的海上

行为加速了这一轨迹。

日本促进关键的东南亚海道持续安全和安保的总体战

略目标	50	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然而，日本已逐步扩

大其直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的范围，并动员各机构协助

这一努力。在过去十年左右，这些机构包括防卫省和海

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现在定期向南海部署，并有与美

国和其他区域外海军在这处争议海域进行高端作战演习

的记录。他们为该地区的多边演习作出了重大贡献，并

一直在与区域海军合作开展双边能力建设活动。预计这

些活动将继续扩大，主要限制因素是舰艇及其他舰队资

源的可用性。

迄今为止，日本在东南亚的双边参与几乎完全局限于

亲善活动和侧重于建设区域伙伴警务能力的小型项目。

但预计日本将更多地参与协助区域国家提升军事防御能

力。向菲律宾提供新防空雷达的协议在这方面开创了一

个先例。中国的持续性海上侵略将是一个重要的驱动

力，但日本将关注其他海上威胁，并越来越多地超越对

美国的依赖，寻求将防务关系多样化。

随着日本防卫省、海上自卫队与其他日本机构共同直

接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该地区显然已成为日本海上战

略的新纽带。东南亚国家必须认识到，随着日本的自我

限制的放松，他们在期望与日本建立国防关系的性质和

范围方面将面临更重要的抉择。	o

国际海事安全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最初于 2020 年 9 月发表了这

篇文章。文章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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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栽润（JAEYOON PARK）博士和李正三（JUNGSAM LEE）博士等

揭露	
黑船队

韩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士兵打击在韩国江华岛	
	（Ganghwa	Island）非法捕鱼的中国船只。美联社

非
法、无管制和未报告

的（IUU）捕捞活动

威胁到资源的可持续

性和公平。这种活动

的一个主要挑战是，

大多数渔船不公布位置，而且在公共监

测系统中是“黑”的存在。结合四种卫

星技术，我们发现“黑船队”	

	（Dark	Fleet）在朝鲜、日本和俄罗斯之

间的海域大量非法捕鱼。我们发现	2017

年有	900	多艘、2018	年有	700	多艘来自

中国的船只在朝鲜海域非法捕鱼，他们

捕捞的太平洋褶柔鱼（日本飞鱿）大约

相当于日韩两国总捕捞量——超过	16.4

万公吨、价值超过	4.4	亿美元。此外，我

们发现	3,000	艘朝鲜小型船只在俄罗斯海

域捕鱼，其中大部分是非法的。这些结

果能够为针对跨境渔业的独立监督提供

依据，并预示着对渔业进行卫星监测的

新纪元的到来。

卫星图像揭露非法捕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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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为保护全球海

洋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该倡议的目的是减少非法、未

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这些活动造成了数十亿美

元的损失，威胁到鱼类种群和海洋生态系统，并威胁到

合法渔民和社区的生计及粮食安全。但是，非法、未报

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往往是由“黑船”实施。这些船

只不出现在公共监测系统中，因此难以

防范。	

虽然许多黑船向国家授权的船舶监测

系统报告它们的位置，但这些数据往往有

严格的保密，限制了第三方监督或跨境管

理的使用。揭露黑船的活动可以填补这一

信息空白，提高透明度和问责能力。	

暗船队和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

捕捞活动所带来的这些挑战体现在被朝

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包围的海域

中——那里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边界

争议造成了共享数据和管理的真空。在这些观测不良的

海域，同样的日本飞鱿鱼成为包括中国远洋船队在内的

几个船队的目标。尽管中国船队自	2004	年以来一直在

朝鲜海域捕鱼，但其捕鱼活动和捕获量只是断断续续地

发布，自	2016	年以来一直没有公布。	

由于缺乏信息共享，因而无法准确评估韩国和日本

海域自	2003	年以来渔获量分别下降了	80%和	82%的渔

业。这种无法评估鱿鱼存量的情况关系到鱿鱼在该地区

的极端重要性。日本飞鱿是韩国产值最大的海鲜之一，

是日本消费的五大海鲜之一，而且直至朝鲜最近受到制

裁之前，还是该国第三大出口产品。	

2017	年，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决议制裁朝鲜，从	2017	年	9	月起限制该国的外国捕鱼

活动。相关决议禁止从朝鲜采购海产食品，禁止未经联

合国批准的朝鲜与其他国家合资经营，禁止朝鲜出售或

转让捕鱼权。	

由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的制裁具有约束

力，并通过中国国内法律和政策予以实施，自	2017	年

9	月以来中国船只违反这些制裁的任何行为都将违反国

际公法和中国国内法律。尽管如此，韩国海岸警卫队仍

观察到数百艘船只进入朝鲜海域。韩国东海渔业管理处	

	（East	Sea	Fisheries	Management	Service）对这些船只

的随机检查表明，这些船只来自中国。中国国内文件也

证实了中国继续在朝鲜海域捕鱼的证据。	

为了揭示黑船队在世界海洋最具争议的地区之一的

活动，研究人员将当地的专门知识与四种卫星技术结合

起来。单独一项技术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如果结合在一

起，则可以提供关于捕捞活动的丰富信息。船舶自动识

别系统（AIS）能提供详细的移动和身份信息，但只有少

数船只使用该系统。卫星合成孔径雷达（SAR）能够识

别所有大型金属船只并穿透云层，但缺

乏对海洋的经常性全球覆盖。可见红外

成像辐射计套件（VIIRS）传感器具有全

球性每日重新访问次数，可在明亮的光

线下发现船只，但受到云层的限制。	

最后，高分辨率光学图像为船只的活

动和类型提供了最佳的视觉确认，但也

受到云层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足够高

的分辨率和足够频繁的重新访问次数来

监测跨越专属经济区的捕鱼船队。虽然

这四种技术之前曾用于估计捕鱼和确认

个别船只，但尚未加以综合使用去公开揭示整个船队在

这种规模上的活动和估计渔获量。

成果	

为了监测这些船只的活动，我们从地球成像公司	Planet

的卫星星座——PlanetScope	获得了	22	天的	3	米分辨率

光学图像，覆盖了	2017	年和	2018	年朝鲜提出主张的

专属经济区的大部分区域。然后我们训练了一个卷积神

经网络来识别此图像中的双拖网渔船——这些渔船会

显示出独特的捕捞模式，并且是该区域占比最大的外国

渔船。（双拖网船是拖住一张网的两艘船当中一艘。）

通过神经网络确定船队的位置后，我们委托	Planet	的

0.72	米分辨率的	SkySat	卫星对这些船舶进行成像，并

进一步验证它们是否为双拖网渔船。我们还利用	SAR	图

像来核实船队的位置和船只大小。根据这些数据，我们

估计	2017	年至少有	796	对不同的拖网渔船在朝鲜海域

作业，2018	年至少有	588	对不同的拖网渔船在朝鲜海

域作业。这些船只中只有一小部分使用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但这些船只的信号表明，这些船只是从中国港口出

发，并在中国海域内捕鱼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它们的中国来源，我们将	140	艘这

些船只的	AIS	检测结果与行星图像进行了匹配。这些船

只的	AIS	信号证实了韩国海岸警卫队的判断——它们来

自中国。	

一颗	Planet	SkySat	卫星捕捉
到一艘中国照明船的图像。

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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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	55-60	米长的中国照明船在朝鲜海域附近航行。科技进步

被认为朝鲜海域第二常见的中国渔船是	55	至	60	米

长的大型“照明船”——它们使用明亮的光线来引诱

目标物种。我们通过夜间使用	VIIRS	制作的低分辨率、

高灵敏度的光学图像来识别这些船只。虽然该地区多

个船队使用灯光，但已知中国船舶是迄今为止最明亮

的，它们装有多达	700	颗白炽灯泡，可产生逾	1000	勒

克斯的照度，相当于一些足球场的照明。这种明亮度

使我们能够区分这些船只和该地区的其他船队，我们

通过	Planet	的高分辨率	SkySat	对这些明亮船只聚集的

区域进行成像。	

VIIRS	使我们能够估计	2017	年至少有	108	艘中国照

明船在朝鲜海域作业，2018	年有	130	艘。我们还检测

到低强度照明船，这些船只被确认为朝鲜小型船队。该

船队由	10	至	20	米的木艇组成，只有	5	至	20	个灯泡。我

们还通过朝鲜清津（Chongjin）港的	SAR	和	Planet	图像

验证了船舶类型。我们估计，2018	年期间，大约	3000

艘朝鲜船只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内捕鱼。	

这些卫星的数据也使我们能够量化不同时间船舶活

动的变化。对于朝鲜小型船舶，我们估计，在四年期

间，捕鱼天数逐年增加，从	2015	年的	39,000	天增加

到	2018	年的	222,000	天。对于来自中国的船舶，我们

估计	2017	年为	91,400	个捕鱼日（82,600	个为双拖网渔

船，8,800	个为照明船），2018	年为	67,300	个捕鱼日	

	（60,700	个为双拖网渔船，6,600	个为照明船）。2017

年和	2018	年，根据韩国海岸警卫队统计的每月进入或

离开朝鲜海域的中国船只数量，这些数字分别占捕鱼天

数的	70%和	91%。	

如果我们保守地假设来自中国的双拖船和照明船的

单位捕获量（CPUE）与附近海域较小的船舶的捕获量

相似，那么	2017	年中国的估计总捕获量可能相当于约

101,300	公吨的鱿鱼（价值	2.75	亿美元），2018	年为

62,800	公吨的鱿鱼（价值	1.71	亿美元）。这些捕捞量

与日本和韩国所有周边海域的合计捕捞量相近。	

讨论	

之前未受监测的船只数量如此之多，对种群管理构成重

大挑战。主要由于主权冲突和海洋边界争端造成的政治

僵局阻碍了区域联合渔业管理，而现有的以政府为基础

的努力因缺乏共享的船只监测数据、管理安排和全面的

鱼类种群评估而缺乏成效。例如，为了防止过度捕捞，

韩国规定了鱿鱼的允许捕捞总量，限制了鱿鱼捕鱼船的

照明能力，禁止双拖网捕捞，并只允许少于	40	艘的小型

拖网渔船开展捕捞作业。	

然而，针对同一种群开展捕捞的中国船队使用更明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显示一艘来
自中国山东省的双
拖网渔船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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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照明功率、双拖网和更多的船只。鉴于自	2003	年

以来韩国和日本的鱿鱼捕鱼船	CPUE	下降以及鱿鱼幼虫

密度急剧下降，通过这项研究揭示的大量船只尤其令

人担忧。	

除了对可持续性的关切外，还有对渔业治理和区域

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船只来自中国，根据韩国

当局的检查，它们被认为是由中国利益集团所拥有和经

营。但是，由于这些船只常常不携带适当的证件，它们

很可能是所谓的“三无船只”，在中国官方机构许可之

外开展作业，没有注册、没有旗帜，也没有营业执照。	

如果这些船只未经中国和朝鲜政府批准，则是非

法捕鱼。中国法规要求在外国海域捕鱼需获得部级批

准，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授予沿海国管理其海域

海洋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或者，如果他们在得到任

何一方或双方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展作业，则这些国

家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政府一再驳斥后一种情景，并确认其对当前制裁的

支持。无论情况如何，每种情况都会导致违反国际法

或是国内法。	

有鉴于此，我们的分析在制裁开始后的	2017	年发

现了	900	多艘不同的非法船只，2018	年发现了	700	多

艘，这是已知最大规模的单一远洋船队非法捕鱼案件。	

这种外国船队的存在也给朝鲜小规模渔民带来了严重

后果。有证据表明，来自这些大型拖网渔船的竞争迫使

这些小型木船将大量精力转移到相邻的俄罗斯海域。这

种应对外国船队的转变在其他地方已有记录，也符合该

地区的当地渔业生态。	

在今年的最后三个月，日本飞鱿将穿过俄罗斯专属

经济区向南迁移，让朝鲜人有机会在外国船队将其捞

殆尽之前有机会捕鱼。然而，朝鲜在俄罗斯海域捕鱼

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非法的。自	2014	年以来获得俄罗

斯政府批准的朝鲜船只不到	100	艘，2017	年没有任何

船只获得批准。相比之下，我们估计	2018	年期间大约

有	3000	艘船只在这些海域捕鱼。朝鲜的小型手工船只

装备严重不足，无法进行到达俄罗斯渔场所需的长途航

行。其结果是，2014	年至	2018	年间有	505	艘朝鲜船

只在日本海岸上被冲上岸。	

这些事件经常涉及饥饿和死亡，并且据当地媒体报

道，朝鲜东海岸的许多渔村现在已被称为“寡妇村”。

这里记录到的非法捕捞模式可能对鱼类和渔民造成严重

损害。	

我们希望这种分析预示着对渔业进行卫星监测的新

纪元的到来。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可以利用多种卫星

来源进行有针对性的监视。然而，只有在最近数据可用

性、可获取性和计算能力有所增加的情况下，这些技术

才能在足够大的空间和时间规模上运用，并由小规模的

独立研究小组进行，以便能够对渔业进行透明的监测。

虽然这项研究的某些方面是该区域特有的（例如，双拖

网渔船的普遍性），但大多数技术很容易借鉴，例如将

船舶自动识别信息与可免费获得的全球卫星图像或雷达

的船只探测信息相匹配。	

对于尚未能免费获得的卫星数据来源，例如商业卫星

雷达或高分辨率光学图像，每张图像的成本也在迅速下

降。结合这些卫星技术可以揭示黑船队的活动，填补跨

境渔业管理方面的一个重大空白。	

此外，这些技术在具备当地专门知识的情况下，能够

确定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的潜在热点。全

球渔业长期以来一直以保密和隐蔽的文化为主导，而综

合观察海上捕捞活动则是朝着可持续与协作性渔业管理

迈出的重要一步。	o

中国渔船在韩国江华岛周边的国际海域航行。美联社

编者按：新冠疫情似乎对进入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的朝鲜船只数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称，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在日本沿海漂流的据信来自朝鲜的船
只数量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90%。本报告的研究是在新冠疫情之前进行，因此反映疫情前
的行为。 

报告作者有：华盛顿特区全球渔业观察组织的朴栽润（Jaeyoon Park）博士；韩国釜山韩
国海洋研究所的李正三（Jungsam Lee）博士；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澳大利亚国家海洋资
源和安全中心的凯瑟琳·塞托（Katherine Seto）博士和昆汀·哈尼克（Quentin Hanich）
博士；同样来自全球渔业观察组织的蒂莫西·霍赫伯格（Timothy Hochberg）博士、布
赖恩·A·王（Brian A. Wong）博士、内森·A·米勒（Nathan A. Miller）博士、布赖
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博士、保罗·伍兹（Paul Woods）博士和大卫·A·克洛德
斯玛（David A. Kroodsma）博士；日本横滨日本渔业研究和教育机构的高崎健二（Kenji 
Takasaki）博士、久保田博（Hiroshi Kubota）博士和尾关义兴（Yoshioki Oozeki）博士；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星球实验室的塞哈尔·多希（Sejal Doshi）博士和玛雅·米德齐克 
 （Maya Midzik）博士。 

本文最初发表在 2020 年 7 月的《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文章经过编辑
以适应《论坛》的排版，并从Park et al. Sci.Adv.2020; 6: eabb1197.转载/（或根据适用情
况翻译） © 作者部分权利保留；独家被许可人 AAAS。根据 CC BY-NC 4.0 牌照发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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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捕鱼业年产值达	2,770	亿美元，这是一

个全球性产业，是许多国家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海洋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蛋白

质食物来源。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对海鲜

的需求随之增加。同时，捕鱼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恶劣气候

的影响加上消费量的增加是一个危险的组合。由于合法捕鱼

和非法捕鱼造成的压力，这种危险加大。国际捕鱼船队通

过其非法的掠夺行为，对世界各海洋国家的环境健康、经济

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非法、无管制

和未报告的（IUU）捕捞活动与人口贩运、毒品走私和无数

其他海上犯罪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个问题具有全球

性、网络性和战略性，解决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

动的威胁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协调一致的应对。

	

三种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

联合国数据显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主

要有三种。第一种发生在某个国专属经济区内或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管辖的海域内，违反国家或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法律开展捕捞活动。第二种涉及误报或不报告属于国

内或区域渔管组织条例监管范围内的渔获量。第三种涉

及无国籍船只或不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而在相应区

域内捕鱼，从而违反管理规定，或不考虑渔业资源管

理、不受国家或国际法规的监管开展捕捞活动。

虽然这一概念和术语并不特别具有威胁性，但这些

做法日益给全世界的海洋带来生态、经济和安全挑战。

在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2018	年一篇题为《下

更大的网：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的安全影

响》（Casting	a	Wider	Net: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的报

告中，作者指出了与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

相关的六种安全威胁，包括环境损害、经济影响、粮食

安全、地缘政治动荡、跨国犯罪和海盗行为。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彼此独立的强化反馈回路。同时，

它们相互关联，加速了围绕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

捞活动的问题和挑战。

世界渔业状况

随着全球各地的渔业资源枯竭，远洋捕鱼船队和个体渔

民对渔业资源造成的压力也在加大。联合国在	2018	年

一篇题为《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的报告中指出，全球

33%的鱼类种群受到过度捕捞，59.9%的鱼类种群处于

最大持续捕捞水平。这种压力的增加可能造成稀缺性，

抬高价格，从而刺激更多的非法捕鱼和掠夺行为。过度

捕捞和某些捕捞方法造成的环境压力加大，导致南海和

非洲东西海岸沿岸的渔场生态崩溃。由于自然资源遭到

破坏，各国面临丧失曾经可再生的经济资源、丧失从海

洋获取的食物的双重影响。

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个问题非同小可。联合国的数据

显示，多个发展中国家居民高达	50%的蛋白质是从海产

食品中获得。随着鱼类种群的枯竭，个人、家庭和社区

将面临更大的基本生存压力。当人们面临忍饥挨饿或从

事非法活动以支持家人或村庄的成本效益分析时，大多

数人会尽其所能去养活他们的社区。因此，环境生境和

自然资源的丧失可能给人类造成经济和粮食安全问题，

这进而会助长海上犯罪和海盗行为。

过度捕捞导致海盗行为

2006	年至	2012	年在索马里沿海发生的海盗危机就是渔

民变成罪犯的典型例子。1991	年，索马里在独裁者穆罕

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被推翻之

后，国家陷入混乱。失去中央政权后，这个非洲之角周

围出现大片无政府管理的空间。来自中国（还有可能来

自其他国家）的远洋捕鱼船队意识到索马里政府执法缺

失，于是纷纷进入该国专属经济区，导致其鱼类种群崩

溃。这种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很快致使当

地渔民失业。由于他们很少有机会以其他方式谋生，也

很容易获得军用武器，海盗行为在非洲之角附近海域成

为蓬勃发展的产业。	

印尼官员拘留被控在印尼纳土纳群岛附近非法捕捞的越南渔民。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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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通过多国海军特遣部队的大量努力和广泛使

用精良装备的乘船者，索马里海盗的挑战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了遏制。美国海军情报局（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称，2016	年到	2020	年的袭击事件从

2007	年高峰期的	237	起减少到	11	起。		

从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开始的一连串事

件演变成海盗行为，加剧了这项仍然持续存在的地缘政

治挑战。这应当视为是对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

活动危险性的一种警告。

海军情报局指出，东南亚和几内亚湾仍然存在海盗热

点，自	2016	年以来，这两个地区分别发生了	417	起和

544	起海盗袭击事件。小型船只攻击规模较大、行动较

慢的船只，进行武装抢劫或绑架勒索的传统模式仍然存

在。尚不清楚最近的袭击是否是由失业渔民发动。对小

型船只驾轻就熟，包括在海上针对选定的目标（常常是

在远洋地区）操作这些船只的熟练程度表明他们具备专

业海上人员才能掌握的能力水平。

公海上其他犯罪因素

武装抢劫和海盗行为仍是重大安全问题。但对全球海洋

社区而言，这些数字在统计学上显得微不足道。也许更

令人关切的是与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船只有关

的一般犯罪行为，例如奴役和贩毒。2016	年，美联社

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太地区商业捕鱼船队奴役状况的文

章。在一起案件中，美联社详细描述了一名男子在海

上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被无薪关押	22	年后遣返缅甸的悲

剧。除了强迫劳动外，渔船还被用来在世界各地贩运人

口。一份题为《国际移徙	2020	大事记》（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Highlights）的联合国报告发现，2016

至	2018	年间，估计有	653,000	名“非正常”移民通过

海路抵达欧洲。（该报告指出，非正常移徙者是指“在

原籍国、过境国或目的地国的监管法律、条例或国际协

定允许的范围之外发生的人员流动”。）虽然报告没有

具体说明所使用的船只类型，但渔船在从非洲到欧洲的

人员流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是贩毒组织与商业渔船之间

的联系。在整个东太平洋，许多被执法机构拦截的船只

是贩运毒品的渔船或为需要燃料补给的“快速”走私船

提供支持的渔船。2011	年题为《渔业中的跨国有组织

犯罪》（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the	Fishing	

Industry）的联合国报告指出：“使用渔船在很大程度

上被视为是经由海路向墨西哥和美国非法贩运可卡因作

案手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美国国务院最近一份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该报告提

到了渔船跨海域运送毒品的情况。这些船只的使用以合

法商业为幌子掩盖非法活动。

2019	年	7	月，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尼卡号（MV	Nika）渔船因非法
捕鱼在巴淡岛受到印尼官员扣押。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曼谷一个先进的监控中心实时监
控渔船。这是印太地区七个监
控中心之一。这些中心负责执
行旨在遏制非法、无管制和未报
告的捕捞活动的《港口国措施
协定》（Port	State	Measures	
Agreement）。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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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投射

国际社会最近面临的一项重大安全挑战是使用渔船作为国

家力量投射的工具。中国是使用这一策略最主要的国家。

15	世纪，中国曾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他们有大型商

船穿行于印太地区，从事国际贸易和探索活动。中国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放弃了这些海上探索。1947	年中

国发布了第一份显示其官方南海领土主张的地图。2000	年

代末，中国开始通过一系列填海和人造珊瑚礁建设活动，

更加强力地推行他们在该地区的海洋权利主张。

中国于	2012	年实际控制了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黄

岩岛之后，菲律宾政府将该案提交到了常设仲裁法院。

法院认为，中国广泛从事非法捕捞活动、破坏海洋生境

的建设项目，而且总体而言，中国“未对菲律宾就其专

属经济区内渔业享有的主权权利显示出应用的尊重”。

中国拒绝接受、拒绝遵守该法院的调查结果。

这一调查总结了中国在该地区采用的多种方法。尽管中

国违反了国际海事法律的规定，但他们仍进一步利用海警船

只武装护送本国渔船队进入邻国专属经济区。中国还利用国

家控制的强化渔船对该地区的船只进行撞击、攻击和骚扰。

这曾多次导致生命损失和海员被遗弃在海上漂流，

违背了“永远不要让海员陷入困境”这一永恒的海员原

则。最近，中国向厄瓜多尔和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海域

派出了	340	艘渔船组成的大型船队——这是他们每年为

全球公海捕捞而进行的远征的一部分。此举引发国际社

会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的关注。

应对威胁

大多数海事安全从业人员都会说，他们需要更多的资

源——人员、船只、飞机、枪支、培训等。当然，这是取

得成功的重要手段，因为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需要更多工

具来打击海上犯罪。在没有更多的资源的情况下，国际社

会为应对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所造成威胁可

以做的一件事是——登上渔船。海上保安部队，无论是军

队还是警察，都需要登上停靠港口及在海上的渔船。执法

部门应利用各种国内和国际法律权威和管辖权检查船只、

船员的证件和食物、货物、报告的渔获量和渔具，并与船

员面谈，以确定他们的安全和健康状况。

当局必须设法确定渔船的捕捞地点和捕捞的鱼类，以

及打算何时何地返回港口。执法机构必须利用一切机会

与这些渔民接触，管理这些船只在世界各地公海和沿海

海域航行期间的活动。

此外，各国执法机构之间的工作协调将使针对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的国际执法更有效力。让海事

安全专业人员建立联系将使他们能够创建共享数据库。这

还使执法机构能够在各国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犯罪网络

无所遁形。执法机构的这种能力正在变得更加普及。

许多沿海国家正在建立国家海事协调中心——这一举

措通常得到美国海事安全倡议（U.S.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的协助。美国海事安全倡议是一个旨在加强

区域应对一系列海事挑战的能力的网络。随着这些海上

融合中心的发展，将它们连接起来将成为提高其全球效

力的下一个步骤。此外，发达国家必须支持没有资源对

本国专属经济区进行监管的发展中国家。

一些非法活动将是以寻求容易捕捞的鱼类的单艘船只

轻微入侵的形式进行，而其他的专属经济区入侵则将由国

家政府提供资金和指导，往往是在武装民兵或政府船只的

支持下进行。因此，所有海洋国家都有责任针对远洋捕鱼

国最终窥探其专属经济区制定战略、行动和战术对策。		

展望未来，全球海事社区将看到相关行为者利用非法、

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作为扩大犯罪组织和民族国家扩

张的工具。这些行为者的行动类似，而且往往相互交织。简

而言之，他们寻求获取任何不合法的盈利机会和资源。

从表面上看，基本的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

活动执法策略听起来很容易执行——其实不然。执法机

关的资源制约和各种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往往会使渔业

执法成为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任务。然而，总的来说，非

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环境犯

罪。这是一项全球性战略挑战，必须通过协作性、国际

性、战略性的对策予以应对。企业、船只、船东和运营

方（有时获得政府支持）在职能上充当跨国犯罪组织，

对世界海洋的生态健康、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和总体海

事安全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事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的船只和国

家，无论是在港口还是在公海上，其行动都不应受到鼓

励。公海上的这些犯罪行为将持续存在，直至对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船只的国家、船东和运营方而言代

价高于获利为止。	o

本·克劳尔中校是美国印太司令部西部机构间联合特遣队行动参谋长助理。韦德·特沃
德是一位曾从军 30 年的退役美国海军上尉，现任职亚太安全研究中心（Daniel K. Inouy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教授。他擅长海事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和军
事行动领域。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为作者本人的观点，与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美国国防部、
美国海岸警卫队或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或立场无关。

本文的部分内容最初发表在《回顾、洞察、展望：思考印太地区的安全》（Hindsight, 
Insight, Foresight: Thinking about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一书中，经过亚历山大·L·
伍文（Alexander L. Vuving）编辑后，于 2020 年 9 月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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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
的演变
近距离观察	
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中国渔船
塔比莎·格蕾丝·马洛里（TABITHA GRACE MALLORY）博士和伊恩·拉尔比（IAN RALBY）博士 | 路透社图片

2020	年	7	月下旬大量新闻报道指出，厄瓜多尔加拉

帕戈斯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支大型中国渔船队。

在该船队于	10	月中旬最终前往更南方捕捞之前，船只数

量最多达到	350	多艘。然而，中国远洋捕鱼船队在该地

区已存在多年。2017	年	8	月，悬挂中国国旗的福远渔冷

999	号冷藏渔船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被扣押，船上载有大

约	3000	吨的稀有、近乎灭绝或濒危物种（包括	600	只

鲨鱼）。此次事件让人们对中国船队非法、无管制和未

报告的（IUU）捕捞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大。

我们的分析使用来自预测性海事情报平台	Windward

的数据和洞察，评估这种捕捞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

变，以及谁是这种日益密集的捕捞活动背后的支持者。

这种捕捞活动是中国全球渔业战略的结果。这种战略

包括向渔业提供大量补贴。我们研究了中国可能从事非

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的程度，并认为尽管中

国政府已采取行动限制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

动，但仍存在多种挑战。虽然这些船队似乎大多是合法

作业，但有些行为表明存在例外情况。此外，尽管中国

的一些捕捞活动似乎在技术上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

定，但却属于未报告和无管制类别，而且这种作业的可

持续性值得认真思考。

新的关注，但不是新的问题

Windward	数据有助于可视化中国船队在不同时期的活动，

揭示出中国渔船在加拉帕戈斯	370	公里专属经济区周边海

域存在的加大已持续多年。2015	年，加拉帕戈斯群岛和

群岛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几乎没有中国捕鱼活动。然而，

从	2016	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2016	年	8	月

有	191	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在大加拉帕戈斯群岛地区捕

鱼——与	2015	年同一个月仅在该地区发现一艘中国船只形

成了鲜明对比。此后，随着捕捞季节的波动，中国船只数量

有所增加。2017	年有三个月超过	200	艘中国渔船在该地区

捕鱼，顶峰数量为	7	月份的	263	艘。2018	年连续四个月	

	（5	月至	8	月）有	200多艘中国渔船在该地区捕鱼，12	月

有	193	艘。当年的高峰是	6	月份的	286	艘。2019	年

有五个月超过	200	艘，6	月和	7	月分别有	197	艘

和	130	艘。2019	年的高峰是	9	月，有	298	艘（图	1）。

如今，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极端，2020	年有四个月

2020 年 8 月 7 日，在与加拉帕戈斯群岛太
平洋专属经济区接壤的一条国际走廊上发
现一支主要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队后，从
厄瓜多尔海军飞机上看到一艘渔船。



图	1：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9	月加拉帕戈斯附
近的中国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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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只数量超过	200	艘，其中两个月更是超过	300

艘。2020	年	7	月，有	342	艘中国船只在该地区捕

鱼，8	月有	344	艘、9	月有	295	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活动的大幅增加，了解推动中国

渔业发展的政策非常重要。

了解中国的全球捕捞战略	

由于	Windward	的数据汇总能力，我们得以审视这支庞

大船队背后的一些细节。2020	年	7	月至	8	月，该地区共

有	364	艘中国船只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传输信

号。根据《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afety	of	Life	at	Sea	

Convention），在国际海域作业的总排水量	300	吨以上的船

只必须配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并保持其开启状态。因此，

可能会有超过	364	艘船只——有些船只尽管可能存在，但处

于“黑暗”状态（即未在	AIS	系统上显示），因此船舶自动

识别系统无法发现它们。对这	364	艘船只的研究揭示了关于

其所有权和原籍省份的重要信息。尽管有几艘船的所有权不

详，但这个船队在纸面上是由	55	家公司拥有。其中一些公

司的地址相同，这表明实际船东可能少于	55	家。

加拉帕戈斯群岛沿海的船只是中国远洋渔业船队的一

部分。该船队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或称为《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界定的“公海”）开展作业，及根

据双边渔业准入协定在东道国专属经济区内作业。2019

年中国官方报告了	2701	艘远洋渔业船舶，2017	年报告

了	159	家远洋渔业企业。

加拉帕戈斯周围的船队是中国渔业政策显著变化造成

的结果。从	1985	年中国的远洋渔业行业启动至	2010	年

代中期，中国的战略是扩大船队和增加渔获量。然而，在

中国的第	13	个渔业五年计划（最近的一个）中，该战略

从侧重扩张转向升级和巩固渔业。中国的目标是更好地控

制整个供应链，从渔获、运输和登陆到加工和分销，并最

终到零售市场。在发生这一转变的同时，随着中国船舶技

术的升级，他们能更好地处理和存储渔获，其目标变成更

多地将远洋渔业渔获运往国内市场销售。中国一直在为这

种海产食品的分销建设国内港口基础设施。2018	年，中

国将	65%的渔获量运回国内，高于2009	年	49%的比例。

与此同时，由于东道国更加关注外国船队在其海域

进行不可持续的捕捞活动以及成本的增加，中国不再依

赖在他国经济区内捕捞，转向公海捕捞。虽然一些公海

区域是由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负责监督，但没有全球范围

的公海捕捞活动综合监管机构。随着公海区域越来越多

地受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东拼西凑的管制，渔捞配额可

能会分配给在该区域有历史性捕捞存在的船队。中国政

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于	2010	年发布的一份工作组报告指

出，利用海洋时间较长的国家在决定资源分配方式方面

拥有更大的权力，从而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占有可

带来权利和利益”。根据这些趋势，2017	年中国远洋渔

业船队占据了	66%的公海渔获量，而	2010	年为	43%。

中国对这一战略的投资体现在这些船舶所在的省

份。2020	年	7	月和	8	月在加拉帕戈斯周边作业的	364	艘

船舶中，92	艘无法与特定船东明确地联系起来。剩余的

272	艘船只中有	188	艘来自浙江省。由于同一家公司拥有

的中国船只往往具有不同编号的统一名称，因此没有公司

名称的	50	艘船只也可能来自浙江——因为它们的名称相

似。因此，三分之二（238	艘）的中国渔船可能是来自浙

江。其余的船只有	46	艘来自山东省，加上	19	艘更较为可

能是来自山东省的船只，共计	65	艘，占	18%（图2）。

83%的船只来自浙江和山东，这绝非巧合。他们是至

少一个远洋渔业补贴项目的最大受益者——	2018	年到

2019	年，他们分别从中国中央政府获得了约	21	亿元人民

币（3.246	亿美元）。第三大受补贴省份福建省，其渔船数

量居第三位。同期，福建获得政府补贴	11.81	亿元	

	（1.825	亿美元）。这三个省也是中国官方远洋捕捞总渔获

量最大的省份——2018	年达	225.7	万吨（图	2和图	3）。

由于中国希望越来越多地将全球渔获运回国内，这三

个省也是三个专门用于远洋捕捞渔获靠岸的新建或计划建



来源：塔比莎·格蕾丝·马洛里（Tabitha Grace Mallory）博士和伊恩·
拉尔比（Ian Ralby）博士

图3：船舶所来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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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各省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渔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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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港口的所在地。浙江在中国远洋捕捞渔获量中所占份额

最大，2018	年达到	24%。因此，2015	年浙江舟山提议建

设第一个国家远洋渔业港口。由政府资助支持的舟山国家

远洋渔业基地向国内市场推广远洋渔业海产食品，配备支

持	1300	艘渔船停靠的港口基础设施、年产	100	万吨的加工

和储存设施，以及一个造船中心。鱿鱼是在该港口靠岸的

主要物种，由中国远洋鱿鱼交易中心为其交易提供便利。

中国远洋渔获量第三大的省份山东省（2018	年占比

20%）是第二个远洋渔业港口——沙窝岛国家远洋渔业

基地的所在地。该基地于	2016	年获准在荣城市建造。

在类似设施的支持下，沙窝岛基地将能够停靠	1000	艘

渔船，并能处理	60	万吨鱼类的交易，包括鱿鱼和金枪

鱼。福建是中国第一批远洋渔业船只的所在地，也是中

国第二大远洋渔获量省份（2018	年占比	21%	）。他们

将在福州市建造第三个远洋渔业港口——福州（连江）

国家远洋渔业基地。该基地于	2019	年获批建造。

中国远洋渔业政策模式的变化也体现在交易和渔获量数

据中。中国从阿根廷和秘鲁进口的鱿鱼有所减少（图	4），

而自身的捕获量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决定通过本国

远洋渔业船队捕捞鱿鱼。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浙江的鱿鱼捕

获量从	2009	年的	69,000	吨增至	2018	年的	356,000	吨，而

同期山东的鱿鱼捕获量从	21,000	吨增至	102,000	吨。

在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内开展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

捕捞活动？	

2020	年	7	月和	8	月捕捞活动（即便只是部分）的可视化



阿根廷 秘鲁

2012	年 10,322 95,513

2013	年 24,600 71,598

2014	年 23,262 82,210

2015	年 7,095 52,839

2016	年 2,321 9,721

来源：塔比莎·格蕾丝·马洛里（Tabitha Grace Mallory）博士和伊
恩·拉尔比（Ian Ralby）博士

图	4：2012-2016	年中国从阿根廷和秘鲁进口
的鱿鱼数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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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几个方面的益处。基于	Windward	对船舶自动识别

系统数据的算法分析，以下图像上的每个点代表在此期

间捕鱼的中国船只（图	5）。

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内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点，但

其边缘几乎完全能够用点勾勒出来。这与厄瓜多尔总统

列宁·莫雷诺（Lenin	Moreno）在推特上发表的声明一

致，他说厄瓜多尔的重点是保护专属经济区。

中国船队不得在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内捕鱼，而且就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所表明的情况而言，中国船队似乎

只出现在公海，而没有出现在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内。

这与他们过去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以	2017	年	7	月

和	8	月的活动可视化为例，当时中国船只曾在加拉帕戈

斯专属经济区内捕鱼（图	6）。	

2017	年	8	月	12	日，福远渔冷	999	号渔船抵达厄瓜

多尔专属经济区，这种非法捕鱼活动达到高潮。三天

后，该船被扣押，船长和船员最终被判处四年徒刑并罚

款	610	万美元。运营方可能认为，与渔船不同，该冷藏

货船不可能被发现，更不可能因为其参与非法捕鱼而被

扣押。然而，如报告所述，尽管这些渔船船员从未因其

非法活动而受到逮捕和起诉，但这艘货船曾在海上从黑

渔船转运非法渔获物。（图	7）。

从	AIS	活动和中国的政策反应来看，这一事件让中国

舰队变得更加谨慎。到	2017	年底，中国创建了非法、

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黑名单，取消对从事非法、

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渔船的补贴作为惩罚，创建

了远洋渔业培训及合规中心，并将船队规模限制在	3000

艘。2020	年	2	月，中国农业和农村事务部修订了远洋渔

业法规，正式禁止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并呼

吁船只在禁区周边留下缓冲区。虽然该法规没有具体规

定缓冲区的大小，但关于远洋渔业安全的后续通知将其

确定为1.85公里。

图	5：2020	年	7	月和	8	月中国船队
的捕捞活动。

图	6：2017	年	7	月和	8	月中国船队
的捕捞活动。

中国捕鱼作业

加拉帕戈斯群岛周边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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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鱼？

虽然中国船队似乎并未在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内进行

非法捕捞，但这些船只必须遵守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关于

公海捕捞的规定。该区域的金枪鱼捕捞由中国参加的区

域渔管组织——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负责

管理。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为金枪鱼鱼种规定了年度

配额，并保存了已登记渔船和运输船以及从事非法、无

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的渔船名单。中国在美洲热带

金枪鱼委员会注册的延绳钓金枪鱼渔船有	415	艘。2020

年	7	月和	8	月在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外捕鱼的	364	艘

船只中，只有一艘曾在美洲金枪鱼委注册。

大多数中国渔船位于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SPRFMO）的管辖区。该组织负责管理除金枪鱼以外的

公海物种，如长须鲨，并且现在也包括鱿鱼。在加拉帕

戈斯专属经济区外捕鱼的	363	艘船只当中，只有	16	艘曾

在南太平洋渔管组织注册。作为	2012	年成立的新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之一，该组织物种覆盖面仍在不断扩大。中

国在	2001	年和	2002	年进行探索性竹荚鱼捕鱼任务后，

于	2003	年开始动用	15	艘船只捕捞这种鱼类。中国的竹

荚鱼捕获量从	2005	年的	1.4	万吨增至	2018	年的	6.1229

万吨，其中山东省占	65%，其次是浙江省占	24%。

针对公海鱿鱼的首次大规模监管始于	2020	年。南太平洋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颁布了管制美洲大鱿鱼捕捞的措施，该措

施于	2021	年生效。在此之前，中国的鱿鱼捕捞与其说是非

法的，不如说是未报告的。中国可能已建立最大规模的捕捞

存在，并利用了监管缺失的机会。也是在	2020	年，中国政

府发起了首次公海鱿鱼禁渔活动，禁渔区包括与加拉帕戈斯

群岛毗邻的地区。这表明中国认识到该国船队的捕捞水平是

不可持续的，以至于会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利益。

毕竟，在南太平洋渔管组织注册的	1,135	艘船舶中，

有	700	艘（62％）悬挂中国国旗。紧随其后的两支最大船

队规模是	127	艘和	99	艘，分别悬挂巴拿马、秘鲁旗帜。

剩下的挑战

虽然中国船队似乎避免了在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的非

法捕捞活动，并且基本上会在相应区域渔管组织注册，

但仍存在令人担忧的地方。船只可以关闭船舶识别系统

应答器，从而无法追踪。人们还对中国船只悬挂其他国

家国旗以及转运渔获物的问题表示关切。相似的船舶名

称和所报告船舶参数的变化让执法挑战加大。最后，即

使这种捕捞活动是合法的，也不一定是可持续的。

中国舰队可能已经做了三件事情之一，以避免违法或

看起来违法：

1.	 停留在专属经济区外部。

2.	 只派黑船进入专属经济区。

3.	 使用悬挂非中国国旗的船只从专属经济区内获取

渔获，并在公海转运。

通过将如此多的船只集中在专属经济区之外，并开

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种方法可能会分散对加拉帕戈

斯海域黑船入侵的注意力，或者将与其他船只的转运在

明显的视线范围内隐藏。2020	年	7	月和	8	月的捕鱼活动

图片显示，有	554	艘船只从事捕鱼作业（不只是中国船

只），其中许多在专属经济区内（图	8）。

对数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其中	363	艘船只曾从事

捕鱼作业并曾与另一艘船只会合，显示在进行转运或加

油（即向船只供应燃料的过程）。毫不奇怪，大多数船

只会合都是中国对中国或厄瓜多尔对厄瓜多尔的船只会

合。排除这些会合，进一步排除客船，仅有20	艘船值得

关注。其中绝大多数是悬挂中国国旗和巴拿马国旗的船

只，大多数是用于运输鱼类的冷藏货船。

图	7	：福远渔冷	999	号	2017	年
8	月	12	日抵达厄瓜多尔专属经济
区，三天后船员被捕，其航线的
路径随之结束。 福远渔冷 999 号

福远渔冷 999 号被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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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厄瓜多尔

冷藏货船

冷藏货船的行为表明，中国船队可能已经从福

远渔冷	999	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例如，河泰

号（He	Tai，音译）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其地

址与运营福远渔冷号的公司相同。该地址与其

他拥有并运营中国船队当中部分悬挂中国国旗

的船只的公司位于同一区域。河泰号悬挂巴拿

马悬挂旗帜，并且从未进入过加拉帕戈斯专属

经济区。然而，它曾与在该地区捕鱼的	364	艘

中国船只中的	25	艘会合，其中与两艘船曾两次

会合（图	9）。虽然这种换旗不一定是非法行

为，但人们普遍认为，换旗是谋求降低捕鱼作

业标准的一种方式。中国宣布了管制公海渔获

转运的新措施，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是

否包括转运至悬挂其他国家国旗的船只。

其他例子表明黑船存在的问题，它们的

船只吃水数据也发生了变化。例如，2020

年	7	月和	8	月曾与中国渔船队会合	42	次的悬

挂香港区旗的“明航5号”（Ming	Hang	5，

音译）。这种行为模式表明可能存在可疑活

动。7	月	13	日，明航	5	号曾与六艘中国船只会

合，并三次调整吃水深度——从	0.0	改为	6.8，

后又改回	6.8，这显示他们企图掩盖船舶真实吃

水深度的策略以及因捕鱼或转运而对船舶进行

的调整。此外，在六次会合之后，它偏离了方

向。仔细看一下这些会合便会发现，港泰	8	号

（Gang	Tai	8，音译）在与明航	5	号会合之前的

四天未出现在	AIS	系统上，之前一天明州	622

号（Ming	Zhou	622，音译）有	10	个小时未出

现在	AIS系统上。类似地，7	月	30	日明航	5	号

吃水深度在	0.0	至6.8	之间调整了	5	次，并曾与

福远渔	7875	号（Fu	Yuan	Yu	7875，音译）

会合	14	小时，而福远渔	7875	号在之前一天曾

有	13	小时未出现在	AIS	系统上（图	10）。福远

渔	7875	与福远渔	7862	号船东相同，而福远

渔	7862	号是	2017	年	8	月福远渔	999	号被扣押

之前与其会合的最后一艘船舶。

如图	10	所示，明航	5	号在	7	月	10	日

至	11	日期间穿越了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	

就在	7	月	10	日上午进入专属经济区

之前，该船将其注册长度从	172	米改

图	8：2020	年	7	月和	8	月
的捕鱼活动。

图	9：2020	年	7	月和	8月，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冷藏船河
泰号在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
区以外地区与多艘中国渔船
会合的航行路线。

图	10：2020	年	7	月和	8	月悬挂香港旗帜的明航5号和悬挂中国旗帜
的福远渔	7875	号的路径。这表明他们在	7	月	30	日进行了	14	小时的会
合。注意	7	月	10	日至	11	日明航	5	号穿越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

福远渔冷 999 号

福远渔冷 999 号被扣押

捕鱼活动

加拉帕戈斯群岛周边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

明航 5 号

福远渔 7875 号

河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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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0	米。那天晚上，它将其吃水深度从不适用改

为	6.8，长度改回	172	米。两小时后，吃水深度从	6.8	变

为	0.0，长度改为	150	米。不到一小时后，就在午夜时

分过后，吃水深度改	为6.8，长度改为172	米。该船在

离开专属经济区之前曾如此反复操作数次。明航	5	号令

人困惑的行为模式，以及其他不稳定的吃水深度变化，

表明有人试图混淆它的活动和意图目的。从它由同一船

东拥有的姊妹船可以看出有趣的比较。明航	7	号曾	54	次

与中国船只会合，然后承载	119%的货运量（按吨位计

算）驶向中国。换句话说，尽管它没有在任何港口停

靠，但已超载，这有力地表明了存在渔获转运。

这种情况与其他一些冷藏船的状况相一致。永航	3号

（Yong	Hang	3，音译）吃水深度曾在	6.5	和	0.0	之间多次

改变，无法确定其与中国船只的	19	次会合如何影响其实

际吃水深度。沈菊号（Shen	Ju，音译）自	2020年	4	月以

来一直停留在该地区，吃水深度在	7.8	到	0.0	之间不断切

换，无法确定其与中国船队进行的	55	次会合的影响。顺

泽冷	6	号（Shun	Ze	Leng	6，音译）于	2020	年	3	月	29	日

变更所有权时才开始使用该名称。此后，它从未在港口

停靠，但确实曾与中国船队进行了	50	次会合，并增加了

半米吃水，然后以总承载能力的	83%返回中国。永祥	9	号

（Yong	Xiang	9，音译）自	2020	年	4	月以来一直没有停

靠港口，它在返回中国之前曾与该船队会合	18	次。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船只系统性地试图在公海转运

渔获，并将其运回中国。他们采取混淆策略可能是因为

存在对声誉受损的担忧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

油轮

20	艘冷藏船中有6艘是油轮。其中一艘船身份不明，

显示它可能是非法运营，尽管它只与中国船队中的船

只进行过两次会合，且均是与吕荣远	939	号（Lu	Rong	

Yuan	Yu	939，音译）。B.	Pacific	号只进行了一次会

合，它是B.	Atlantic	号的姊妹油轮。B.	Atlantic	号因

在几内亚湾加油而闻名。有意思的是，那次是与福远

渔	7875	号和	7862	号的姊妹船福远渔	7876	号会合。

海松	26	号（Hai	Soon	26音译）参与了	8	次会合，但

直到	2020	年	8	月下旬才进入该地区，并于	9	月上旬离

开，这表明它可能在利用船只高度集中的机会进行加

油。相反，其余三艘油轮——海星号（	Hai	Xing，音

译）（39	次会合）、海公油303	号（Hai	Gong	You	

303，音译）（69	次会合）和Ocean	

Splendid	号（89	次会合）似乎都在该

地区不仅为中国船队服务，也为似乎与

渔船一起转运的顺泽冷	6	号（Shun	Ze	

Leng	6，音译）等冷藏船服务。虽然这

种加油不是非法的，但它表明了这种行

动的范围，因为在海上维持中国船队的

运转需要各种服务船只，包括油轮。

孪生船只

另一个令人质疑的做法是不同船只使用

相同名称，让船只之间能够相互指责会

使阻截变得更加困难。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悬挂英国国旗的舟渔	921	号（Zhou	

Yu	921，音译），不要与悬挂中国国

旗的舟渔	921	号（Zhou	Yu	921，音译）混淆，后者属

于中国船队。英国那艘船长	33	米，中国船长	51	米。虽

然无法核实这艘英国船只的船东，但有充分理由怀疑与

其悬挂中国国旗的同名船只有密切关系，因为这两艘船

在	2020	年	7	月和	8	月曾会合	19	次。

在其他三个案例中，不同的船只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国际

海事组织（IMO）编号。长安	168	号（Chang	An	168，音

译）和长泰	812	号（Chang	Tai	812，音译）与另一艘船

具有相同的名称和	IMO	编号，但后者的两艘船具有不同的

移动海上服务标识（MMSI）编号。在该地区捕鱼的三艘

船使用同一名称——金海	779	号（Jin	Hai	779，音译），

每艘船也使用相同的	IMO	编号和	MMSI	编号。多艘船只使

用相同的名称和识别码是非法的。此外，有两艘船名称相

2020	年	8	月	7	日，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专属经济区附近发现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队
后，一名厄瓜多尔海军军官检查渔船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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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嘉德	12	号（Jia	De	12）和嘉达号（Jia	Da	12），

但只有前者出现在南太平洋渔管组织的登记船只名单上。

结论和政策建议

这项分析审视了加拉帕戈斯周围的中国船队，以更好地

了解其长期宏观行为、行业驱动因素和船队最近的一些

策略，并确定是否曾发生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

动。大多数情况下，可探测到的船只可能不是非法的，中

国船队显然在注意遵守国内和国际法律。正如中国政策最

近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其中一些合规性可能是真实的。

中国关心国际声誉，其海洋环境保护知识在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将导致一些

可能出现的非法捕捞和绝对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活动，需

要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有证据表明，行踪不明的船只

活动和多国壳游戏正在掩盖加拉帕戈斯周边厄瓜多尔专

属经济区内的非法捕鱼活动。如果厄瓜多尔不仅能够更

密切地监测中国船队的活动，而且能够监测拥有相关船

只的公司和为其服务的船只的活动，便可描绘出更全面

的状况。

加拉帕戈斯专属经济区以外公海上的捕捞活动不受管

制，从环境角度看，总的捕捞活动似乎是不可持续和不

负责任的。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每年提供的巨额补贴，这

支船队很可能无法运作。2018	年，中国提供的渔业补

贴占全球渔业补贴总额的	21%，占全球有害补贴总额的

27%。中国政府实力雄厚的钱袋子导致其全球捕鱼船队

规模超过任何其他船队。

虽然这项分析侧重于	2020	年	7	月和	8	月加拉帕戈斯

周边的捕鱼高峰月份，但这一现象并没有结束——大多

数船只会向南移动，截至	2020	年	10	月中旬，它们集中

在秘鲁专属经济区中部和南部以外的公海（图	11）。

应对公海捕鱼必须采取全球性举措。对公海渔业

的科学认识不如对沿海渔业的认识那么发达，因此采

取预防性办法很重要。不可持续的捕捞活动不仅威

胁到长期粮食安全及行业经济生存能力，还可能会令

到已经受气候变化威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在

国家层面，可扩大美国海产食品进口监测项目（U.S.	

Seafood	Import	Monitoring	Program），将鱿鱼纳入

其中——因为鱿鱼是中国船队的主要目标种类。在区

域层面，代表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集

体渔业利益和管理的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omision	

Permanente	del	Pacifico	Sur）等组织可在公海管理和

保护方面开展合作。在国际层面，我们必须支持联合

国就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达

成协议的努力。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结果也

至关重要。中国声称他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寻

求补贴规定豁免。

然而，发展决不能损害整个地球，世界各地不可

持续的捕捞做法对全球鱼类种群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并大大损害了海洋健康。我们维持人类生命的能力取

决于维持生存所需资源的能力。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法

律、政治或环境方面的辩论，但从根本上讲，它事关

全人类的福祉。o

本文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在国际海事安全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网站上首次发表。Windward 提供了图 1 和图 5-11 的数据和可视化。本文进行了编辑以适应 
 《论坛》的排版。 

图	11：
2020	年	10	月中国船队在秘鲁
专属经济区外的捕捞活动。

中国捕鱼作业

秘鲁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



60 IPD FORUMFORUM

太地区拥有	1.63	亿多平方公里

的海洋，并且在语言、文化和地

理上高度多样化。每年仅通过南

海海域的货物价值就超过	3	万亿

美元，该地区被认为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区

之一。然而，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

为了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竞争，该地区所有国

家以及全球各地其他国家都要依赖自由和开放的

印太以及有保障的贸易流动。	

美国一直与印太地区保持着牢固的经济和政

治联系，并在整个地区维持着牢固的关系和海上

存在。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合作，通过共

同价值观和遵守国际规范和法律去帮助维护安

全，这促进了印太国家的快速增长和繁荣。美国

维持其前沿部署存在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是通过其

海军的能力。	

超过	75	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与地区伙伴和

盟友并肩部署，提供了一系列支持，包括人道主

义援助和救灾、培训、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以

及海上安全。美国海军与地区伙伴密切合作，加

强海事能力和海域意识，应对他们领海和专属经

济区的潜在威胁。	

当今的竞争环境中，由于对南海有限资源的

需求增加，非法海上入侵也随之增加。新的地缘

政治现实、不断扩大的行动领域和新兴的技术能

力正在挑战现状，并破坏整个印太地区已建立的

合作关系和共同的价值观。	

美国及其地区伙伴关于南海的立场很简单：

支持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基础的自由和开放的印

太地区——这种秩序维护所有国家的主权权利（

不论其大小、力量或军事能力如何），让每个国

家都能够根据国际法追求自己的国家目标。	

对抗非法领土主张
中国在治理、贸易、人权、主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提倡截然不同的目标，与这一愿景和合作方

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CCP）是	21	世

纪安全面临的最大长期威胁——不仅是在印太地

区，全球范围内均是如此。印太地区最大的挑战

之一是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包括他们与存在相

互冲突的岛屿领土主张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南海坐拥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北京非

维护

和平
安宁的力量

与

美国海军在自由和开放的 

印太愿景中处于核心位置

约翰·盖（JOHN GAY）上尉/美国太平洋舰队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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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宣称他们拥有这些未开发资源的所有权利。

中共似乎正寻求用中国国家力量支配的符合其

目标的新规范和行为来取代基于规则的既定国

际秩序。

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利用其国有企业疏浚

和填海造地超过	1295	公顷的土地（几乎是所有

其他声索国加起来的	19	倍），并摧毁了原始珊

瑚礁，开发南海的人工地貌。尽管中国承诺不会

将这些前哨用于军事目的，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

岛的许多前哨基地已被加固并军事化，当中包括

机场、港口、战斗机、地对空导弹、雷达罩及其

他设施和能力。	

2016	年，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裁定，中国声

称对其任意划定的南海“九段线”内的资源拥有

历史权利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法庭还对

中国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大规模填海和建造人

造地貌对海洋环境和珊瑚礁造成损害表示关切。

中国公然无视环境问题，违反其维护、保护脆

弱生态系统以及枯竭、受威胁或濒危物种生境

的义务。	

中国在驳回该法庭关于其非法和有害环境做

法的裁决时表示，该国对战略珊瑚礁和环礁的领

土主张赋予北京对南海争议海域的完全控制权。

但这是未获得国际法承认的主张。	

迄今为止，中国仍继续在争议海域积极巡

逻，通过支持非法捕鱼经营者、建立由拖网渔船

队组成的秘密海上民兵支援人民解放军等手段，

强制推行其非法主张。数百艘中国民兵船只在菲

律宾提出主权声索的西菲律宾海和南海附近出

没。这些民兵与中国海警协调，骚扰东南亚较小

国家的渔船和军舰以及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

这些国家公开拒绝接受北京方面对南海提出的宽

泛主张。	

除了对东盟（ASEAN）国家合法经济活动的

侵犯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还与其他国家的

海军舰艇展开对抗。自	2016	年以来，美国海军

在亚太地区空中和海上与解放军部队至少曾发生

20	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遭遇。在一次遭遇中，

一艘中国驱逐舰驶到距离美国一艘战舰	40	米以

内，迫使它转向以避免碰撞。	

2020 年马拉巴尔演习期间，美国海军史特雷
特号制导导弹驱逐舰（USS Sterett）、澳
大利亚皇家海军巴拉瑞特号护卫舰（HMAS 
Ballarat）和印度海军超日王号航空母舰 
 （INS Vikramaditya）在北阿拉伯海编队航
行。一等水兵德雷斯·威尔逊（DRACE WILSON）/美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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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一艘中国军舰在存在争议的西沙群

岛撞击越南渔船并致使其沉没——这是不到一年

时间内发生第二起此类事件。2020	年	4	月，一

艘中国海军舰艇将其火炮射击指挥仪瞄准在争议

海域巡逻的菲律宾海军舰艇。此举在正常军事操

作中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没有一个东盟成员国

能免于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加大的激进行为，中共

的非法执法行动给合法海员制造了危险的环境。

全球贸易保障者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直接威胁，再加上其“狼战”

外交、不愿就南海问题进行谈判以及在印度洋和

南太平洋地区的强硬态度——这一切都与自由开

放的印太地区背道而驰。北京使用胁迫、影响力

行动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威胁去欺凌各国，以

满足中共的利益。这损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威

胁地区稳定，加剧了紧张局势，削弱了对中国的

正面看法。		

美国海军主导世界海洋，这使其成为不可或

缺的外交政策工具和全球自由贸易的保障者。

美国海军的前沿部署存在以及与盟国和伙伴的

密切关系为合作创造了机会，并增加了印太地

区的联合行动、演习和训练。这些机会包括维

持海上合作部署、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信息

共享和持续的航行自由。通过这些活动，美国

海军加强了地区海上安全和待命状态，提高了

反应能力，并为加强威慑和建立更安全的环境

奠定了基础。	

这一愿景的核心是日美安全联盟。美国对

日本承诺的深度得到驻扎在那里的近	5.5	万名

美国军事人员的支持，并能够将最有能力、

最先进的美国军事资产前沿部署到日本。日

本海上自卫队参加美国的多项双边和多边演

习，提高了两国海军的准备就绪状态和互操作

性。2020	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参加了马拉巴

尔演习（Malabar）和环太平洋演习（Rim	of	

the	Pacific	）。这些演习提供独特的训练机

会，旨在促进和维持对持久地区稳定至关重要

的合作关系。

驻韩美国海军司令在海军事务上与大韩民国

合作，以提高韩国和本地区的行动效力、加强集

体安全努力。驻韩美国海军与韩国海军密切合

作，并协调美国海军参与多次重大联合演习。	

东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新

2020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布干
维尔号（FS	Bougainville）上一
名法国海军士兵在观察地平线。此
次演习有来自10个国家的5300多
名人员参加。法国海军 



63IPD FORUMFORUM

西兰和英国与美国及日韩一道提出了类似的自由

和开放的印太愿景。	

2017	年，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

成的战略集团“四方对话”重新组建。这四个国

家都拥有基于加强亚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

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愿景。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是该地区的重要伙伴。

与马来西亚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在打击贩运人

口、反恐怖主义和反海盗等领域提供了重要协

助。新加坡支持美国海军建立维护和再补给中

心，为1,500	多家美国公司提供地区基地，并

继续在气候变化、反恐、反扩散、地区海上安

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一系列优先事项

上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新加坡希望美国

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其在本地区的存在，并欢迎

美国继续保持安全存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	2020	年	11	月第八届东盟-美国首脑会议上

表示。

和平、繁荣的伙伴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以及在北

极、地中海、阿拉伯湾和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

持续开展行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海军有美国

海军这样的全球影响。令其脱颖而出的是美国海

军的	10	艘航空母舰、31	艘两栖舰、54	艘核攻

击潜艇、14	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和4艘俄亥

俄级导弹潜艇。美国海军的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

是水面战斗多面手，既能够支持航空母舰打击群

和两栖部队，又能够独立作战，并能够开展多种

任务，包括空中、水面和海底作战以及海面火

力支援。	

利用覆盖地球近四分之三表面的海洋，一

支强大的海军可以做陆军无法做到的事情。

它能极为顺畅地抵达全球热点地区，它能

巡逻重要的海道，并能调动前往遥远的海岸

和人口中心。除了作战能力和执行安全任务

外，海军还能够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提供

独特的能力。	

1991	年至	2018	年，美国印太指挥部	

	（USINDOPACOM）共在印太地区执行了	27	次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任务。在	2004	年印度洋

苏门答腊-安达曼海底大地震和海啸造成	14	个

国家27000	多人死亡之后，多国协调应对提

供了快速的援助，并为今后的合作应对奠定了

基础。事实证明，通过这种行动建立的善意非

常有效。美国海军因此建立了太平洋伙伴关系

（Pacific	Partnership），每年在人道主义援

助和救灾应对措施的基础上开展多国、跨机构

部署。	

该伙伴关系由美国太平洋舰队（PACFLT）共

同领导，旨在提高军队、政府机构和人道主义组

织在救灾行动中的互操作性，同时在印太地区提

供人道主义、医疗、牙科和工程援助。自	2006

年以来，太平洋伙伴关系加强了参与国之间的

关系和安全联系，并为加强地区复原力提供了宝

贵支持。	

美国海军谋求维护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维护航行自由，保持

商业畅通无阻的流动，并反对任何国家使用胁

迫或武力解决争端的企图。美国海军并非孤军

奋战。盟国和伙伴国家的互操作性、信息共享

及加强总体协调的集体能力得到改善，确保了

持续自由和开放、所有国家都能繁荣昌盛的印

太地区。		

尽管美国海军及其盟友和伙伴增加了在南海

的安全行动去阻止中国的持续开发和非法主张，

但中方并没有与其邻国合作。这会继续加剧该地

区的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冲突。

近日，美国国防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代表与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联合参谋部和解放

军南方战区司令部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危机沟通

工作组会议。其目标是在两国之间建立相互了

解，以防止和管理潜在的危机并减少对部队的

风险。

此次会议是预防冲突良好的第一步，但中国

必须重新评估其南海政策，承认国际法，并与邻

国创造合作环境，继续保持印太地区对所有各方

的自由、开放、和平和繁荣。	o

约翰·盖上尉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共事务官员。他于 1988 年加入美国海军，并
于 1998 年被选中服役。盖曾在太平洋和中东、岸上和海上执行一系列行动任务。
他毕业于美国空军大学（Air War College），拥有商业和战略研究高级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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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IPDF

菲律宾
加强 
海洋安
全工作

斯科特·爱德华兹（SCOTT EDWARDS）博士

菲
律宾面临各种安全问题，
包括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
的绑架，价值	400	亿美元
以上的货物流通地区的海

盗行为，毒品、武器和人口贩运，香烟、
酒精和燃料走私以及不仅破坏海洋生境而
且损害国家经济的非法捕鱼。
但在政策层面上，菲律宾政府和海军继续

关注传统的地缘政治领域——主要关注与中国
在南海重叠的领土主张。这可能会转移对菲律
宾海域广泛发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注意力。
海上威胁的多样性让执法工作复杂化。

菲律宾海军、海岸警卫队、国家警察海事

浦项级护卫舰“克拉多叶号”（BRP Conrado Yap） 
在马尼拉停靠时，菲律宾海军士兵的亲人们挥舞着国旗。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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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和国家海岸观察中心（NCWC）是负责促进海事安全
工作的机构网络的核心。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能力缺
失，主要理解为缺少有形资产。海上安全预算仍由海军主
导，想要游说获得更多资源往往很困难。因此，海岸警卫
队和海军人员建议，需开展教育和宣传，提高对海上安全
问题范围的认识。迄今已通过国家海岸观察中心领导的海
洋和群岛民族意识月运动开展了这项工作。
所有参与机构都认识到，更好的合作可通过汇集资源

来帮助缩小能力差距。但是，仍然存在着协调方面的挑
战和关于角色重叠的困惑。菲律宾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于
1998	年分离，双方经常发现彼此在争夺资源。这可能导
致缺乏透明度，有时还会导致各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近，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在协调方面出现了令人

鼓舞的变化，各机构对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感到乐

观。有两项事态发展比较突出。
首先，NCWC	于	2015	年作为海事安全协调的联络点实

施。虽然	NCWC	缺乏指挥潜力（比如与泰国海上执法协调
中心相比）	，但他们可通过充当菲律宾领海的协调中心
和知识来源去加强机构间协调。NCWC	运营着一个不断扩
大的海岸观察系统，这是菲律宾海域意识的核心。
第二，起草了一份机构间议定书，进一步促进合作。

这被认为是在菲律宾海事安全政策中确定机构责任方面迈
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它还没达到制定全面的国家海事战略
的水准。

海事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已成为菲律宾的一个重
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牵头采取了一些举措，包括由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海上犯罪项目共同主办的苏
禄和塞雷贝斯海海上犯罪问题联络小组。该小组汇集了整
个区域的海上安全行为体。此外，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与
印尼海上安全局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印尼、马来西亚
和菲律宾之间的三边合作协议（包括在苏禄和塞雷贝斯海
的协调巡逻和信息共享）正在成熟，虽然各国之间的主权
争端仍在继续。
由于采取了这些举措，尽管预期在资产方面存在能力

差距，但人们越来越乐观地（但仍持谨慎态度）认为菲
律宾如果继续加强国内和国际协调，将能够更好地实现
海事安全。
菲律宾国家警察海事小组、NCWC、菲律宾海军和

海岸警卫队人员认为，最重要的步骤是制定战略，明确
菲律宾海事安全的问题和优先事项，并界定各海事机构
在这方面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提出超越地缘政治的更广
泛的海事安全问题。它还可以通过展示共同感兴趣的节
点、确定责任领域和为今后的行动提供更明确的基础来
缓解协调障碍。

斯科特·爱德华兹博士是 SafeSeas 的研究助理。SafeSeas 是一个研究海事安全、海洋

治理和海上犯罪问题的研究人员网络。他在对菲律宾进行研究访问后撰写了这篇文章。

他在当地访问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为安全从业人员。这篇文章最初于 2019 年 10 月由

SafeSeas 发布。文章进行了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

南海南沙群岛附近，一艘菲律宾
海岸警卫队船只在菲美两国海岸
警卫队进行搜救演习时从一艘
中国海警船只旁边驶过。法新社/盖

蒂图片社



66 IPD FORUM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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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	
样品数量
超出预期

日本研究人员惊喜发现

日
本太空探测器从距离地球 3 亿公里的一

颗小行星上收集到的尘埃样品比预期要

更好。一位研究人员表示，打开太空舱

那一刻，他惊讶到无法言语。

在隼鸟 2 号（Hayabusa2）探测器朝

着龙宫（Ryugu）小行星进行为期六年的太空漫游之后，这

些样本于 2020 年 12 月初抵达日本，但研究人员直到一周后

才知道它们里面是否有任何东西。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泽田宏孝（Hirotaka 

Sawada）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收集到 100 毫克或更多样品，

这个目标肯定实现了。”他说自己第一次瞥见样本时惊讶到无法

言语。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认为接下来我可能会尖叫，

我不太记得了。”“这超过了我的预期，这种量真的不错。”

小行星被认为是在太阳系的黎明阶段形成。科学家们表

示，这些样品可能含有或将对地球上生命有帮助的有机物。

以一种猎鹰命名的隼鸟 2 号在围绕龙宫小行星飞行几个月后

登陆，然后使用小型爆炸物炸出

一个坑，并收集了由此产生的

碎片。它在放下太空舱后返回

太空。

12 月 6 日，这个太空舱在澳

大利亚内陆地区坠入地球，并被

运往日本。它旅程的最后阶段是

乘卡车前往东京郊外的日本宇宙

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研究中心。在

那里，一群激动的研究人员迎接

了它的到来。

在取出并准备好样品后，包

括称取样品以确定取样量后，

研究人员将开始进行更深入的

分析，这一过程将需要一定的

时间。

 “我们非常高兴，”名古屋大

学教授、研究团队负责人渡边精

一郎（Sei-ichiro Watanabe）

说道。“我们应该能够从中了解

到很多东西。” 路透社

2020	年	12	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项目经理	Yuichi	Tsuda	出席
关于小行星探测器的新闻简报会。路透社

2020	年	12	月，一位日本宇宙航空
研究开发机构人员在澳大利亚伍默
拉试验场从他们的空间探测器回收
一个太空舱。		美联社



半岛	
卫士

2021 年 3 月 17 日，韩国首尔，韩国仪仗队人员参加该国国防部长徐旭为
欢迎美国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举办的仪式。两位领导人在会晤期间
承诺将继续加强美韩防务关系。 

末篇IPDF

摄影：丽莎·费迪南多（LISA FERDINANDO）/美国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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