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极地动态研究 

（周刊） 

2019年第48期（总第68期） 

（2019年12月17日至12月23日） 

 

 

 

 

国观智库 

  



 

2 

 

 

 

 

 

 

 

 

 

 

 

 

 

 

 

目    录 

 

 ............................................................................................................................................................ 3 

 ............................................................................................................................................................ 6 

（一）极地政治 ................................................................................................................................................. 6 

（二）极地经济 ................................................................................................................................................. 8 

（三）极地科技 ................................................................................................................................................. 9 

（四）极地生态 ............................................................................................................................................... 10 

（五）极地军事 ............................................................................................................................................... 11 

 .......................................................................................................................................................... 13 

 .......................................................................................................................................................... 15 

 

 

 
  

本期关注 

一、《观点：加拿大在北极需要什么》 

二、日本外相希望加强与俄罗斯在北极项目的合作 

三、高盛集团不会为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石油开采提供资金 



 

3 

 

 

2月28日，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冰雪南极中的澳中关系》文章，两位澳籍学者对中国在

南极的政策和行动进行了梳理，对中国在南极的政策立场予以理解，澄清了部分学者对中国的质疑，

并对中国在南极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供公共产品提出了建议。但作者也提出疑问，中国是否满足于南

极条约体系的规定？中国的改进方案是什么？“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什么？作者认为，中国

需要清晰地表达出南极利益。 

事实上，2017年中国发布的《中国的南极事业》白皮书已经清晰阐明了中国在南极的利益，但国

际社会对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描绘南极秩序产生了很多疑问，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与南极条约体系存在的微妙矛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国际问题研究》责任编辑姜胤安认为，当前的南极条约体系

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在南极的利益，中国以南极条约体系推进南极治理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1）

中国作为《南极条约》缔约国，凭借该体系参与南极科考等活动，有理有据，从国际法层面为我国提

供了法律保障；（2）中国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通过该机制参与了南极治理，担负了相应的国际

责任，树立了大国形象的同时维护了自身南极利益。 

弊处主要在于：中国在当下《南极条约》体系内处境较为孤立，除同样被孤立的俄罗斯外，中国

少有能够在南极治理事务中互相合作的“伙伴”，美西方在体系内对中国百般限制乃至诋毁，在南极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有关保护区以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有关特别保护区以及特别管理区的提

案中对我国百般阻挠，使得中国当下在《南极条约》体系内的权利与影响受到严重制约。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国际社会一直都有声音试图改变当下《南极条约》体系的治理模式，

以修正相应缺陷与不足。 

姜胤安称，现今《南极条约》体系的运转方式是大国协调，即由大国协商来决定南极相关事务，

这是因为：第一，大国实力和体量决定了大国间如果不达成一致则南极治理无法实现安定平稳；第二，

受南极自然条件所限，只有大国才有能力为南极事务提供技术及资金支持。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第

一，忽略了广大中小国家的意愿，造成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无法参与南极治理；第二，大国间的矛盾以

及大国实力的不平衡使得体系运转磕磕绊绊；第三，最为重要的，该种运行方式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

持，相关国家不断声索南极主权，试图将南极据为己有，因此愈发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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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了两种试图取代《南极条约》体系的治理模式，代表着两种思想理念： 

其一是以“全人类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理念为代表的将南极治理纳入联

合国框架下的倡议。“全人类共同遗产”理念将南极看作全人类的共同所有，在世界舆论中具有很多

支持者。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在1981年第一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后曾公开以“全人类共同遗产”

为理念主张联合中小国家发起将南极治理纳入联合国的呼吁，为此他在1982年联合国大会提出了相关

倡议，获得了广大中小国家的呼应。然而将南极治理纳入联合国框架下的提议却受到大国反对而最终

搁浅，其原因在于：第一，该方案意味着相关南极主权声索国坚持的声索权被否决，因此相关声索国

国内反对声音极大；第二，联合国框架下，大国利益无法被满足，对于各大国而言，联合国框架下其

权力将与马来西亚等全世界中小国家共享，等同于其权力被“稀释”；第三，联合国体系的运转方式

不同于安理会，联合国大会议程往往拖沓且缺少执行力，很难满足南极治理对强有力的执行力以及资

金和技术的要求。因此，该倡议经过数年努力，最终仍然失败，以马来西亚妥协加入《南极条约》体

系而告终。 

其二是“世界公园”（world park）理念，该理念主张各国政治力量退出南极，还原南极作为不

被人类社会“污染”的净土。该种方案其实质是反对人类将政治纷争引入南极，转而以环境保护与动

物保护为目标，维持南极自然状态。这一理念的簇拥主要是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国际环保 NGO，

由于该理念将限制世界各国对南极的科考及开发，因此在政府层面几乎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反对，

但是在民众层面的支持者却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国际南极治理理念的进一步革新。姜

胤安表示，中国提出“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在承认“全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全人类共同遗产”注重关注自然资源转向对资源、环境、气候、人类活动的综合考量，以

人与南极和谐共处取代单方面的人类对于南极的开发与利用；同时也可有力反击“世界公园”等认定

人类是南极的破坏者等反对人类进入南极的理念，从而取得南极事务参与国的支持。 

当下，部分国际学者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的关系有所疑

惑，有学者质疑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遗产”一样是试图将南极治理纳入联合国

议程下。姜胤安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将南极治理纳入联合国体系之下未尝不可：第一，中国在联合

国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远大于与当下在《南极条约》体系内受到的掣肘，联合国框架下中国在南极

治理中将有更多支持者与合作者；第二，中国支持将南极治理纳入联合国框架有利于推广被联合国接

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可以此树立极高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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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方案必将困难重重，一来几乎不可能被南极相关主权声索国所接受，二来随着当下《南

极条约》缔约国的扩大，越来越多国家也开始满足于《南极条约》体系，反对的力量也逐渐由大国渗

入中小国家。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即使倡议没能最终实现，也同样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推广，同样有利于环境保护大国形象的树立，以及同样有利于反击国际环保 NGO 认定中国在环境保

护方面远逊于美西方的这一诋毁，同时也并不影响中国当下继续参与《南极条约》体系下的南极治理，

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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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北极原住民领导人与银行代表会面以阻止北极能源投资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8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国家观察网 

日前，来自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原住民领导人在多伦多与银行家会面，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在重要

的驯鹿栖息地范围内投资能源开发项目。Vuntut Gwich’In 原住民组织委员 Cheryl Charlie 说：

“我们正在鼓励他们不要投资阿拉斯加正在进行的土地租赁项目。” 

（原标题：Indigenous leaders meet with banks to discourage investment in Arctic energy ，网址

链接：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19/12/18/news/indigenous-leaders-meet-banks-discourage-

investment-arctic-energy ） 

2、日本外相希望加强与俄罗斯在北极项目的合作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当地时间12月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日俄贸易和经济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上，日本

外相茂木俊光表示支持加强与俄罗斯在液化天然气生产项目方面的合作：“日本公司参与的北极液化

天然气2号项目，代表了日本的需求和技术以及俄罗斯的潜力是相辅相成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进

一步加强这种合作。”他补充说，两国在医学和智慧城市发展方面也有合作前景。 

茂木俊光于9月被任命为日本新任外相，会议的主要内容涉及促进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以及与俄罗斯就千岛群岛周围的领土争端进行谈判以及签署和平条约。 

（原标题：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ts to Boost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on Arctic LNG 2 

Project，网址链接：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912181077606551-japanese-foreign-minister-

wants-to-boost-cooperation-with-russia-on-arctic-lng-2-project/） 

3、美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北极航运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7日 

文章来源：阿拉斯加公共媒体网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19/12/18/news/indigenous-leaders-meet-banks-discourage-investment-arctic-energy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19/12/18/news/indigenous-leaders-meet-banks-discourage-investment-arctic-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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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被称为“北极航运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法案于当地时间12月11日在美国参议院商务

委员会通过审议，将在参议院进行投票。该法案将建立一个由15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为国会和美

国运输部提供建议。 

法案的提出者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说，随着海冰消退和海上交通的增加，委员会将向阿拉

斯加人和沿海居民提供建议。共同提案的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说，该法案将帮助联

邦政府满足北极运输的需求。沙利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声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北极是新的苏

伊士运河，打算控制这些重要的过境路线。” “随着海冰的进一步消退和运输路线的开放，美国必

须坚决维护自己的主权，并反击那些试图破坏我们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敌对国家。” 

根据该法案，阿拉斯加和华盛顿州的州长可各自提名委员会一名成员，阿拉斯加北极部落成

员，该地区行业代表，以及沿海社区代表将各获得一个委员席位。 

（原标题：Bill would give Alaskans an advisory role in Arctic shipping，网址链接：

https://www.ktoo.org/2019/12/16/bill-would-give-alaskans-an-advisory-role-in-arctic-shipping/） 

4、俄罗斯萨哈共和国领导人指示开发北极定居点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7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据报道，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领导人艾森·尼古拉耶夫（Aisen Nikolayev）向建设、

住房和公用事业部以及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地区发展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2020年期间为北极各定

居点开发社会设施设计标准。根据尼古拉耶夫的指示，北极地区的新社会设施必须具有多功能性，

能够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并拥有先进的工程，技术和节能解决方案。  

（原标题：Head of Yakutia gives instructions to work out a comprehensive pro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ctic settlements，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infrastructure/20191216/893356.html） 

5、澳大利亚“极地法律研讨会”关注日本北极政策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0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当地时间12月3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与南极研究所举办了“极地法律研讨会”，今

年的主题演讲“在新形势下实施的日本北极政策”探讨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扩大的影响。从2015

年起，日本政府一直在资助北极可持续发展挑战(ArCS)项目，以在塑造北极治理方面发挥作用。由

于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即将结束，北极理事会也将逐步改变，研讨会探讨了日本应如何重新评估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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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全面实施其政策，并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后阶段(2020-2025年)及以后加强其在北极理事会的

参与。 

（原标题：The Expanding Role of Arctic Council Observer States: Implementing Japanese Arctic 

Policy in this New Context，网址链接：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 

（二）极地经济 

1、俄高官呼吁制定北极能源项目优惠政策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0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日前，在俄罗斯北极委员会(Russian Arctic Commission)会议上，俄罗斯政府各部、各机构和

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聚集在北极城市摩尔曼斯克，讨论如何促进俄罗斯北极自然资源开采。据估计，

拟议中的税收优惠将在未来15年内为俄罗斯北极地区带来多达15万亿卢布(2160亿欧元)的新投资。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平衡的优惠制度”北极委员会主席兼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强调并解释

说，该国关于北极的新法律将提供五类项目，这些项目将享受大幅减税。其中包括海上石油项目、

液化天然气生产、石化工业和矿物开采。根据特鲁特涅夫的说法，俄罗斯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针对自

然资源开发商的新的税收优惠制度。这些优惠措施包括在新油田开发的前15年里，将海上石油生产

的税率降低到5%，以及对大陆架勘探的税收减免50%。此外，在新项目的前12年期间，液化天然气和

石化产品的生产税率为零，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新陆上石油项目也将获得0%的生产税率。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事务部长亚历山大·科兹洛夫(Aleksandr Kozlov)解释称，希望利用这些优

惠政策的公司必须在北极地区注册，并在新项目和新产业上投资至少1000万卢布。据这位部长表

示，新的立法还允许各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允许免税进口设备以及免税出口加工产品。 

（原标题：Putin’s new Arctic law paves way for biggest ever industrialization in icy north，

网址链接：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putins-new-arctic-law-

paves-way-biggest-ever-industrialization-worlds） 

2、俄罗斯浮动核电站开始为北极小镇供电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今日俄罗斯》 

日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Rosatom)宣布，世界上第一座浮动核电站(FNPP)罗蒙诺索夫院士

号(Akademik Lomonosov)于当地时间12月19日开始向北极楚科塔(Chukotka)的一个偏远小镇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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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tom称：“我们在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佩维克是该地区的新能源之都，是发展楚科塔

西部和北海航线关键链的据点，明年的任务是完成 FNPP 的工业运行调试。” 

（原标题：Russia’s pioneering floating nuclear power plant begins delivering electricity to 

remote Arctic region，网址链接：https://www.rt.com/business/476314-akademik-lomonosov-power-

plant-arctic/） 

3、高盛集团不会为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石油开采提供资金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广播公司 

据报道，高盛集团成为美国第一家宣布不为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化石燃料开发提供资金的大型

银行。高盛投资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包括但不限于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高盛在解释其决定时表示:“北极圈的石油开发容易受到对海冰和永久冻土层产生影响，以及对

濒危物种的关键自然栖息地的潜在影响。”北极原住民组织“Gwich'in 指导委员会”的执行董事

Bernadette Demientieff 说:“高盛真正理解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这让我非常感激。” 

（原标题：Goldman Sachs will not finance oil drilling in Arctic Wildlife Refuge，网址链接：

https://www.seattlepi.com/local/politics/article/Goldman-Sachs-will-not-finance-oil-drilling-in-

14917108.php） 

4、挪威 Equinor 石油公司放弃为北极原油建造码头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当地时间12月13日，挪威 Equinor 石油公司表示，由于成本过高，原定在挪威北部海岸建造再

装货码头的计划被取消，按照原计划该码头将处理来自北极油田开发项目 Johan Castberg的原油。 

Equinor与合作伙伴 Var Energi和 Petoro 研究了芬兰马克县维德内斯(Veidnes)建造一个石油

转运站的方案，定于2022年投入使用，用于重新装载约翰·卡斯堡(Johan Castberg)油田原油。然

而，合作伙伴得出的结论是，建造石油站的成本将远远高于从约翰·卡斯堡直接向市场出口石油。 

（原标题：Equinor drops plan for oil transfer terminal near North Cape，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eqinor-drops-oil-terminal-plan-

near-north-cape ） 

（三）极地科技 

1、南极冰盖下发现地球最深陆地峡谷 

https://www.seattlepi.com/local/politics/article/Goldman-Sachs-will-not-finance-oil-drilling-in-14917108.php
https://www.seattlepi.com/local/politics/article/Goldman-Sachs-will-not-finance-oil-drilling-in-14917108.php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eqinor-drops-oil-terminal-plan-near-north-cape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eqinor-drops-oil-terminal-plan-near-north-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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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8日 

文章来源：Fooshya 新闻网 

根据最新分析表明，地球大陆上最深的陆地峡谷位于南极洲，藏在登曼冰川下方。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冰川学家在分析冰盖的地形时发现了该峡谷，雷达仪器还揭示了峡谷中隐藏的图像，将有助

于科学家阐明冰川融化如何对南极冰盖产生影响。 

（原标题：LOOK: Scientists Discovers the Deepest Land Canyon on Earth Beneath the Antarctic 

Ice Sheet，网址链接：https://fooshya.com/2019/12/18/look-scientists-discovers-the-deepest-land-

canyon-on-earth-beneath-the-antarctic-ice-sheet/） 

2、科学家绘制迄今最准确南极地形图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7日 

文章来源：《生态》杂志 

据报道，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CI）领导的冰川学家小组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准确的南极

冰盖下方地形图，有助于确定南极大陆不同地区如何受到未来气候变暖的影响。最新发布的南极洲

地形图及相关发现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UCI 地球系统科学副教授 Mathieu Morlighem 说：“南极大陆有很多惊喜，特别是在以前没有用

雷达详细绘制地图的地区。”“南极洲的地形图呈现出好坏参半，某些地区的冰流受到其潜在的地

面特征的保护相对较好，而在逆行河床上的其他冰流则受到潜在的海洋冰盖不稳定的威胁更大。”  

（原标题：High-precision Map of Antarctic Ice Sheet Bed Topography，网址链接：

https://www.ecomagazine.com/news/science/high-precision-map-of-antarctic-ice-sheet-bed-

topography） 

（四）极地生态 

1、加拿大北极圈迁徙野生鲑鱼数量创记录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华盛顿鱼类养殖协会（WFGA）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2019年加拿大北极圈内迁徙的野生鲑鱼数量创下了历史记录。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门（FOC）每年都会为“北极鲑鱼项目”收集样本，FOC的生物学家 Karen 

Dunmall表示，2019年 FOC从北极西部和 Nunavut收获的鲑鱼比过去20年的总和还要多：“这说明鲑

鱼对环境的变化做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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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Migrating wild salmon caught in record numbers in Canada’s Arctic Circle，网址链

接：http://wfga.net/news/migrating-wild-salmon-caught-record-numbers-canada-s-arctic-circle） 

（五）极地军事 

1、美国防部:海冰融化使北极地区竞争更加开放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美国 WTKR 新闻电视台 

当地时间12月10日，美国国防部警告称，北极海冰的减少可能导致更多国家在该地区活动。当天，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讨论了国防部2019年北极战略。负责战略、计

划和能力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 Victorinio Mercado 告诉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国务院希望北极成

为一个安全、稳定的地区，在这里美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保障，美国的国土得到保护，各国合作应对挑

战。”美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北极地区近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

和中国等竞争对手。 

（原标题：Department of Defense: Melting sea ice could make Arctic more open to competition，

网址链接：https://wtkr.com/2019/12/18/department-of-defense-melting-sea-ice-could-make-arctic-

more-open-to-competition/） 

2、美专家：美国军事统治力在北极“步履维艰”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8日 

文章来源：美国阿拉斯加公共媒体网 

当地时间12月12日，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安全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俄罗斯专家希瑟·康利（Heather Conley）和其他证人表示，俄罗斯和中国2019年已经加强了在北极

的竞争，而美国刚刚开始意识到该地区的战略竞争。康利说：“四天前，俄罗斯军方宣布，他们将在

整个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每个军事单位设置 S400防空系统。”，“因此，由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军事足

迹，今天我们已经可能失去进入北极的机会。”康利补充道，俄罗斯和中国现在能够在北极地区保持

自己的地位，因为两国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部署其战略计划。 

气候与安全中心高级策略师谢里·古德曼（Sherri Goodman）表示，俄罗斯正在加强对北海航线

的控制：“就在上个月，俄罗斯首次在北极试射了一枚超音速导弹，并计划在2023年服役第一艘配备

武器的破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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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询问：“美军有能力在北极地区进行自由航

行的行动吗？”时，康利明确地回答道：“不，现在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都无法在北极地区进行航行

自由活动。” 

（原标题：Russia’s military dominance over Arctic grows while US treads water, security 

experts tell Senate panel，网址链接：https://www.ktoo.org/2019/12/17/russias-military-dominance-

over-arctic-grows-while-us-treads-water-security-experts-tell-senate-panel/） 

3、加拿大 NORAD地区司令部主办首届北极空军力量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6日 

文章来源：《天空》杂志 

当地时间11月19-20日，美国空军纽约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两名高级官员访问加拿大温尼伯格，参

加了“加拿大第一空军分部/加拿大 NORAD地区司令部”（1 CAD / CANR）北极空军力量研讨会，第

109空运联队和第109作战集团的指挥官科尔·米歇尔·基尔戈尔和克利福德·苏扎上校分别与专家和

顾问小组进行了讨论。CANR 副指挥官 BGen Ed Vaughan 表示：“北极对北美的安全与防御至关重要，

而我们在北极地区生存和运作的能力是我们每天执行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立了这一系列

研讨会，以帮助建立关系并深入探讨极地物流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定领域。在北极社区，利益相关者和

盟军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是成功的前提。” 

（原标题：Canadian NORAD Region hosts first Arctic Airpower Seminar，网址链接：

https://www.skiesmag.com/press-releases/canadian-norad-region-hosts-first-arctic-airpower-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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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点：加拿大在北极需要什么》 

Opinion: This is what Canada needs in the Arctic 

来源：加拿大《全国邮报》 （National Post） 

作者： Michael Byers，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治与国际法加拿大研究主席； Nicole 

Covey，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员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6日 

概述： 

北极目前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地区。俄罗斯一直在投资一些北极军事装备和基础设施，但其中大

部分集中在搜索和救援以及非国家安全威胁上。北极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平民活动也在增加，该国 GDP

的大约10％来自该地区。但是，北极地区和平与合作的维系仍需要各方付出努力，因为北冰洋沿岸五

个国家中有四个是北约成员。随着俄罗斯与北约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加剧，俄方可以

很自然地假设北冰洋的军事力量对比为“四比一”。 

当然，俄罗斯与北约紧张关系的大部分责任在于俄罗斯，但是，避免在北极为俄罗斯制造不确定

性和不安全感仍然符合加拿大的利益，因为区域军事力量竞争一旦开始就可能升级并导致冲突。幸运

的是，加拿大有一种在北极地区有效开展行动的途径：搜索和救援设备不是作战设备，但仍是“双重

用途”设备，可以作为辅助来履行现有任务及可预见的、未来的北极安全职责。 

繁忙的北极地区会出现非法捕鱼，走私和非法移民的情况。搜索和救援直升机是拦截小型船只和

商用船的理想选择。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可以到达任何区域，同时必要时可以运载武装皇家骑警，加拿

大边境服务局或渔业官员。加拿大的新型搜索和救援飞机能够检测遇难者，也非常适合北极监视任务。

2018年八月，特鲁多政府宣布将在 Cormorant飞行编队中增加两架直升机；现有的直升机将进行改装，

政府表示将延长其寿命至至少2042年。但是，由于加拿大的国防采购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

此现在是时候开始为搜索和侦察机队购买全新的、适用于北极偏远和极端条件的救援直升机。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平均年龄为42岁。2018年八月，特鲁多政府承诺为海岸警卫队采购六

艘特制破冰船。这项承诺是在联邦大选前夕做出的，目前尚未签订任何合同。加拿大皇家海军将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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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六艘北极近海巡逻舰（AOPS），而海岸警卫队将迎来两艘。但是，与破冰船不同，AOPS 并非专为

在厚冰条件下运行设计，也无法为其他船只破冰，AOPS 更适合海军在东西海岸的海上巡逻任务。 

2009年，当时的国防参谋长沃尔特·纳廷奇克（Walter Natynczyk）将军说：“如果有人要入侵

加拿大北极地区，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营救他们。”然而，同样可以挽救生命的设备也可以用于抵御非

国家安全威胁，从而防止出现安全困境，甚至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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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德芙林·费尔南德斯（Devlin Fernandes） 

机构：Gwich 'in 国际理事会执行理事 

研究领域：加拿大北极农村社区发展 

 

简介： 

德芙林·费尔南德斯一直致力于为加拿大北部农村社区共同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并提出尊重

人、地方和经济之间联系的解决方案。她热衷于社会公正、土著权利和环境问题。 

德芙林·费尔南德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森林保护硕士学位，研究安大略省的原住民对森林的

参与，并与加拿大各地的许多原住民合作。她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推进安大略省东北部优越地区的保

护经济框架，设计和实施一个社会创新实验室，以提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的社区恢复力，并支

持发展北部社区渔业。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