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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丹麦智库发布报告关注北极大国政治博弈 

二、南极条约签署60周年气候变化引关注 

三、智利空军搜索南极失事 C-130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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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印实质性启动北极开发合作尚需时日 

日前，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文卡塔斯·瓦尔玛（Venkatesh Verma）表示，印度期待在北极理事会平

台上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参与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包括北方海航道、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

并计划通过“北南”国际运输走廊（INSTC）建设将印度与北极相互连接，打造新的欧亚大陆走廊。该

项目最早由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三国于2000年提出，并于2002年5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该走廊希望通

过水陆交通方式建立从南亚到欧洲的货运通道，缩短从印度洋到中亚、欧洲、俄罗斯的运输距离。走

廊计划建设长度为7200多公里，预期建设成本为110亿美元，预计年运输能力为1000万吨。包括印度、

伊朗、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曼、乌克

兰、叙利亚是该项目的成员国，而保加利亚为观察员国。根据初步测算，与传统的苏伊士运河相比，

印度经该走廊向俄罗斯的货物运输在距离上可缩短约40%，运输时间从40余天缩减为14天，且可降低

30%—40%左右的运输费用。 

总的来看，俄印近期有关北极事务的互动频率明显提升。2019年4月，俄罗斯在第五届“北极—

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上，邀请印度代表共同讨论“北南”国际运输走廊框架下的经贸合作。同年

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赴俄参加第五届东方经济论坛的印度总理莫迪参观俄滨海边疆区大卡缅市

红星造船厂。普京特别向莫迪介绍了船厂在破冰船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两国领导人均表示有关北方

海航道开发合作可能成为俄印关系中的新增长点。此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拉得罕（Dharmendra 

Pradhan）在近期表示，印度石油有限公司、印度石油勘探公司、印度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

气公司对俄罗斯北极大陆架的油气项目极具兴趣。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也表示，有意向吸引印度参与

“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 

对于俄罗斯而言，作为其传统的战略伙伴和重要亚洲国家，增加印度对北方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和

北极资源开发的关注度，既可以向外界传递其北极合作多元化的姿态，也可以避免对中俄北极合作过

度倚重。随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进程加速，印度希望继中国、日本、韩国之后成为俄北极开发

重要的亚洲伙伴。但是，俄印北极合作和“北南”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 



 

4 

 

一是“北南”国际运输走廊项目的主导权问题。从理论上看，该项目既可以帮助俄罗斯绕开苏伊

士航线向南连接印度洋，又可通过圣彼得堡—阿尔汉格尔斯克铁路干线延伸至北方海航道西端，打通

连接东亚的北冰洋通道，并借助现有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欧洲—高加索—

亚洲运输走廊”（TRACECA）等通道形成贯穿欧亚大陆中部和南部，连接北冰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运输网

络。虽然印度希望借助该走廊建设参与俄北极开发，平衡“一带一路”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但由

于该项目涉及中亚、里海和高加索地区等重要俄势力范围，印度不但无法在项目规划和建设中扮演主

导者，其对该走廊的地缘政治期望甚至可能被俄作为筹码加以利用。 

二是俄印北极合作的外部性制约。在美俄冲突“新常态”和中美竞争多样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中

国参与北极基础设施建设和航道开发与所谓“债务陷阱”、南海问题等强行挂钩，给俄罗斯的北极开

发活动扣上军事化“帽子”，称中俄在北极的活动模式不应被北极各国接受，从而将北极渲染为“全

球势力和竞争的竞技场”。印度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在参与俄北极开发时面临直接的政

治压力和“选边站”难题。此外，由于伊朗是该走廊的重要发起者和建设方，伊核问题和美西方对伊

制裁等问题成为俄印北极合作和“北南”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其他各方在推进合作时

也必然考虑其与美西方关系等外部因素。 

三是能力短板问题。虽然同为《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条约》缔约国和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印度与中

日韩等亚洲国家相比在参与北极科学探索、经济发展和国际治理方面处于明显劣势。例如，印度位于

斯瓦尔巴群岛新奥尔松的北极科考站于2008年才建成，至今尚未与任何北极国家启动油气资源或其他

经济合作项目，尚未开展北方海航道试航，印度企业目前也不具备设计、建造或运营破冰船的能力。

同时，俄印双边的经贸联系仍处于初级阶段，经贸互补性较低。2018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仅为110亿

美元，能力短板和贸易结构性特征导致印度参与俄北极开发的竞争力并不明显。此外，“北南”国际

运输走廊项目参与方之间的战略定位和利益需求分歧，是该项目多年来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而缺乏

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有效第三方参与，也导致其在现有条件下的政治宣示和工

具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效益。 

 

评论员：赵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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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北极理事会成立“辐射与核事故”专家组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1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12月4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紧急预防、准备和响应工作组”（EPPR）会

议上，理事会成员同意建立一个专门的“辐射与核事故”专家组，八个北极国家都将派遣专家，并鼓

励观察员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被邀请参加会议。 

在过去的十年中，北极圈内的核动力船数量急剧增加。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更多的

核潜艇在挪威、巴伦支海和白海海域航行。2018年，挪威北部有12艘北约核动力潜艇航行，至少包括

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此外，越来越多的大型核动力破冰船支持俄罗斯北海沿线的运输和工业活动增

加。 

（原标题：Arctic Council creates new expert group on nuclear emergencies，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arctic/2019/12/arctic-council-creates-new-expert-group-

nuclear-emergencies） 

2、欧盟计划更新其北极政策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0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日前发布在欧盟理事会网站上的一份声明称，欧盟计划更新其北极政策：“虽然认识到北极国家

对该地区发展负主要责任，但理事会注意到，影响该地区的许多问题具有全球性，可以通过区域或多

边合作，特别是北极理事会，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该文件还指出，北极正在迅速发展，欧盟应将其

政策与相关发展联系起来，并考虑到“鉴于北极地区的新挑战和机遇以及国际利益的增长，理事会期

待欧盟北极政策的更新。” 

（原标题：The EU plans to update its Arctic policy，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international/20191210/892792.html） 

 

 

https://arctic.ru/international/20191210/892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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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里斯本大学举办第七届“国际北极会议和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9日 

文章来源：Calenda 网 

当地时间12月13日，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举办了“第七届里斯本国际北极会议和研讨会”，本次会

议主题为“如果北极能说话：北极的多维安全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三个研讨会将围

绕“北极合作，(地理)政治和经济-多维方法”、“北极治理、政策和战略”、“北极的安全与防御:

从过去到现在至未来”进行讨论。 

（原标题：VII Lisbon Arct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网址链接：

https://calenda.org/723254） 

4、俄罗斯当局将恢复“北极儿童”国际项目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9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日前，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克鲁蒂科夫在“北极:今天和未来”论坛上表

示，当局计划恢复“北极儿童国际项目”，并启动一项国家计划，支持驯鹿畜牧和北方土著人民。 

克鲁蒂科夫称，重要的是要让土著人民代表参与经济项目的决策：“与民族事务局合作，我们正

在恢复北极儿童国际项目，其目的是为土著人民年轻一代的全面发展创造适当条件。”，“该项目将

是北极理事会的主要举措之一。” 

克鲁蒂科夫还指出：“我们必须停止将土著人民的主题过分政治化，并承认为促进和维护其传统

生活环境所做的工作还不够。”，“我们将努力为土著人民提供更多的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服务。

我们还将发展民族学专家分析研究所。”  

（原标题：The authorities to reanimate Children of the Arctic project to suppor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网址链接：https://arctic.ru/population/20191205/892491.html） 

5、34岁女领导人桑娜·马琳当选芬兰总理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据报道，34岁的桑娜·马琳(Sanna Marine)当选芬兰总理，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据悉，芬

兰联合政府的政党都由女性领导，其中4名领导人的年龄在35岁以下。马琳曾任芬兰交通部长。 

（原标题：Finland’s New Parliament is Dominated by Women Under 35，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december-9-2019/） 

https://calenda.org/723254
https://arctic.ru/population/20191205/892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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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地经济 

1、因快速融化的永久冻土缩短跑道，格陵兰将中止 Kangerlussuaq 机场商业服务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据报道，格陵兰岛的主要机场 Kangerlussuaq 机场将于2024年中期对商业航空公司关闭，原因是

快速融化的永久冻土缩短了跑道。目前，跑道需要不断维修，但是这项工作花费高昂。格陵兰计划将

未来的主要商业交通转移到南部的努克，以及北部的旅游圣地伊卢利萨特。 

（原标题：Greenland’s Kangerlussuaq Airport to Close For Major Commercial Traffic in 2024 

Due to Climate Change，网址链接：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

december-9-2019/） 

2、印度特使：正探索北极-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互联互通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6日 

文章来源：《印度经济时报》 

日前，印度驻俄罗斯特使 Bala Venkatesh Verma 表示，印度正计划探索资源丰富的北极地区和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之间的互联互通走廊：“我们期待与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进行合作，我们正

在积极讨论潜在的合作领域，包括能源安全、科学探索和研究以及互联互通。我们将探讨建立北极地

区和 INSCTC之间互联互通的可能性。” 

INSTC将试图通过伊朗连接孟买和圣彼得堡，在欧亚大陆形成一条新的连接走廊。Verma 特使称，

印度目前正在与俄罗斯讨论通过北海航线进行互联互通合作，以及在北极地区开展联合能源项目。这

位特使表示，印度对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航道和矿产资源很感兴趣。 

（原标题：India to explore corridor between resource-rich Arctic & INSTC，网址链接：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india-to-explore-corridor-between-

resource-rich-arctic-instc/articleshow/72405143.cm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india-to-explore-corridor-between-resource-rich-arctic-instc/articleshow/72405143.cm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india-to-explore-corridor-between-resource-rich-arctic-instc/articleshow/72405143.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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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核动力破冰船将在北极海域试验以发展俄北方海航道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据报道，具有现代化核破冰能力的俄罗斯新型旗舰破冰船 Arktika号将于近期在北极白令海域进

行试验。Arktika 号是未来几年俄罗斯将投入使用的五艘破冰船中的第一艘，这艘破冰船是迄今为止

建造的最大、破冰能力最强大的破冰船，将有助于促进俄罗斯在俄北方海航道上的航运活动。 

（原标题：Russia’s Brand New Nuclear Icebreaker Arktika to Begin Sea Trials，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december-9-2019/） 

（三）极地科技 

1、德国科学家提出使用风力发电泵减缓北极海冰消退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据报道，德国亥姆霍兹极地和海洋研究中心（原“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

了在北极地区使用数百万个风力发电泵促进海冰形成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发表的模型显示，这项工程

可以延缓北极海冰的减少;然而，它并不会延缓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范围的破坏。从物理角度来看，风

力发电泵可以把夏季海冰的消失时间从本世纪中叶推迟到本世纪末。 

（原标题：Could Millions of Wind-Powered Pumps Slow Sea Ice Retreat in the Arctic?，网址链

接：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december-9-2019/） 

2、手机应用帮助因纽特人安全狩猎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日前，北极 Eider 协会（Arctic Eider Society）开发了一款名为“Siku”手机应用程序，以帮

助加拿大北极因纽特猎人预测海冰分布情况。近年来，猎人意外踏破薄冰、失足落水的事故数量激增，

这款应用结合了因纽特猎人的传统知识和卫星图像等技术数据，将为猎人安全进行传统狩猎活动提供

必要信息。  

（原标题：App Helps Inuit hunters Navigate Thinning Sea Ice in Canadian Arctic，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december-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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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地生态 

1、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布2019年“北极报告卡”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2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环球新闻网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2019年“北极报告卡”（Arctic Report Card），

未来的北极可能植被能加，冰量更少并且可能通过其永久冻土融化而加速气候变化。报告称，由于永

久冻土融化而使碳排放升温，北极可能已经成为净排放源，将加速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富含碳元素，

覆盖了阿拉斯加，加拿大，西伯利亚和格陵兰的陆地面积的24％。 

据悉，由来自12个国家的81位科学家编制的2019年报告卡跟踪了许多环境指标，这些指标为美国

地方，州和联邦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原标题：Arctic Report Card warns melting permafrost could accelerate climate 

change，网址链接：https://globalnews.ca/news/6277736/arctic-entering-green-climate/） 

（五）极地军事 

1、S-400防空系统将覆盖俄罗斯北极地区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1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日前，俄罗斯海军中将莫伊谢耶夫向媒体透露，S-400防空系统将在未来几年部署在俄罗斯所有

的北极地区：“这意味着我们的北方将受到保护，不受各种空中打击，无论是来自航空、巡航导弹还

是弹道导弹。”莫伊谢耶夫强调:“这实际上将在俄罗斯的北极部分上空建立一个防空盾牌。” 

（原标题：Deployment of S-400 in Arctic bases creates air defense shield over northern 

Russia，网址链接：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security/2019/12/deployment-s-400-arctic-

bases-creates-air-defense-shield-over-northern-russia） 

2、丹麦在北极部署护卫舰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1日 

文章来源：英国简氏防务网 

日前，丹麦皇家海军(RDN)部署一艘 Iver Huitfeldt 级护卫舰和一艘 Absalon 级战斗支援舰的部

署到丹麦北极联合司令部下执行任务，丹麦海军少将托尔本•米科尔森(Torben Mikkelsen)透露，RDN

将“从现在起(在常规基础上)在北极部署大型舰艇”，表明丹麦需要增强北极指挥控制能力，以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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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提高向该地区部署更大型战舰的作战效益。据悉，护卫舰将为 RDN和北极联合司令部提供更多

的现代传感器，特别是改进了空中监视。 

（原标题：Danish Arctic frigate deployment highlights requirement to augment regional C2，网

址链接：https://www.janes.com/article/93111/danish-arctic-frigate-deployment-highlights-

requirement-to-augment-regional-c2） 

3、智利空军搜索南极失事 C-130运输机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1日 

文章来源：美国福克斯（FOX）新闻网 

当地时间12月9日,智利空军一架载有38人的 C-130运输机从南部城市蓬塔阿雷纳斯飞往南极途中

失联。10日凌晨,智利空军宣布这架飞机失事，并动用飞机、船只和卫星对南极海域进行搜索。官员们

表示，这架飞机起飞时状况良好，尽管当时它所在的地区气候变化迅速，气温极低，风力强劲。这架

C-130大力神运输机当时正在前往智利基地检查漂浮的燃料供应管道和其他设备，载有17名机组人员

和21名乘客，其中包括3名平民。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通过推特(Twitter)表示，他正在空军总部与

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一起监控事态发展。 

（原标题：Chile combs Antarctic for missing plane with 38 aboard，网址链接：

https://www.fox23.com/news/world/chile-combs/YCX7I46ERSYUCFVGQZVXSS774A/） 

4、俄北方舰队司令：俄罗斯与北约的北极战争风险上升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8日 

文章来源：英国《每日邮报》 

日前，俄罗斯北方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亚历山大•莫伊谢耶夫表示，俄罗斯和北约在北极发生战争

的风险正在上升。他指出，北约在极地水域的存在显著增加，并警告称，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的军事演习在5年内增加了一倍。莫伊谢耶夫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会看到联合武装部队的军

事存在进一步增加，从而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原标题：Top Kremlin military commander warns war could break out with the West over the 

Arctic and tells NATO to 'keep out' of Russia's 'polar backyard'，网址链接：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68877/Kremlin-commander-warns-war-break-Arctic-tells-

NATO-region.html） 

 

https://www.janes.com/article/93111/danish-arctic-frigate-deployment-highlights-requirement-to-augment-regional-c2
https://www.janes.com/article/93111/danish-arctic-frigate-deployment-highlights-requirement-to-augment-regional-c2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68877/Kremlin-commander-warns-war-break-Arctic-tells-NATO-region.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68877/Kremlin-commander-warns-war-break-Arctic-tells-NATO-reg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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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护卫舰进入北极海域进行试验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9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当地时间12月6日，俄罗斯北方舰队新闻办公室报道，配备 Kalibr 巡航导弹的 Gremyashchiy 号

护卫舰已经进入北极白海海域进行试验，船员将检查船上的系统和机械，并测试无线电技术武器。此

外，护卫舰还将对各种类型的目标试射其主要导弹系统。 

Gremyashchiy是2012年2月1日在 Severnaya 造船厂建造的“20385项目”护卫舰，2017年6月下水。

“20385项目”建造的护卫舰被指定用于探测和摧毁敌人的潜艇和水面舰艇，为部队登陆提供保障，并

应对大量的绿水任务。“20385项目”护卫舰排水量2200吨，工作距离3500英里，续航时间15天，装备

有 Kalibr-NK通用导弹系统、Redut 防空导弹系统和 Paket反潜战技术。 

（原标题：Russian cutting-edge missile corvette enters White Sea for state trials，网址链接：

https://tass.com/defense/109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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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极条约签署60周年面临最大考验:气候变化》 

The Landmark Antarctic Treaty Turns 60, Facing Its Biggest Test: Climate Change 

来源：《世界政治评论》 （World Politics Review） 

作者：Stewart M. Patrick，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9日 

概述： 

《南极条约》的主要推动力是日益增长的担忧，即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南极大陆成为了地缘政治竞争

的场所。 50年代，七个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法国，新西兰，挪威和英国）对南极洲的部

分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不断加深的冷战也使人们担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可能这样做。1959年12

月1日签署并于1961年6月23日生效的《南极条约》适用于南纬60度以下的所有陆地和冰架。它规定南

极洲仅可用于和平目的，并禁止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军事演习和测试常规或

核武器。 该条约避开了一个敏感问题，既不认可“对领土主权的主张”，也不要求签署方放弃主权。

最后，该条约将南极大陆指定为对所有各方开放的科学保护区，鼓励各方合作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

不过，该条约的主要局限性是其基于共识的决策过程，这可能使其容易受到一个或多个保留的影响。 

比如，中国，挪威和俄罗斯于2018年11月决定否决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得到了其他22个签署方的支持，

以创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以保护包括逆戟鲸在内的物种。 

《南极条约》在制止地缘政治竞争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一项历史性成就。相比之下，它对环境的影响

是有限的，因为有一个因素超出了它的范围和控制:气候变化。大气和南大洋温度的上升正导致南极

冰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预示着全球海平面将大幅上升。尽管科学家们仍在争论海平面到底会上

升到多高，但一个可信的范围是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2英尺到6英尺，到2300年海平面上升几十英尺。

南极洲还遭受着入侵物种的灾难，以及近海海洋的迅速酸化。 

南极的命运当然取决于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轨迹。 四年前，在巴黎，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努力将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全球平均气温保持在1.5摄氏度。不幸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1月发布的

最新报告，这个目标似乎已经变得不现实。 为了达到1.5度的目标，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

以每年高达7.6％的速度下降。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就必须将其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增加五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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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碳排放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望在2019年创历史新高。在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二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25）不太可能改变这一令人恐惧的趋势，特别是因为世界最大

的排放国中国打算建设更多的燃煤电厂，而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已经开始正式退出《巴黎协定》。领导

者的糟糕决策正在最糟糕的时刻发生，因为世界正在接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的“无

可挽回的地步”。 

当回顾这个时代时，未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对全球政治体系感到困惑，这种全球政治体系将大量

精力投入到管理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短期经济增长中，而很少为了人类的生存与繁荣致力于维护生态环

境。应对气候变化危机需要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形式，将环境可持续性视为核心问题。这种新型政治的

前提是国家主权和国家间竞争的突然消失。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已经达到了与生物圈的关系的

转折点，并对地球生命构成了潜在的生存威胁。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各国将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

全”的概念扩展到获得战略优势或获得短期物质利益之外，即涵盖自然环境的管理：地球为人类提供

栖息地的能力正取决于此。 

2、《加强北极地区的大国政治：丹麦王国基于芬兰、挪威和冰岛的评估和战略分析》 

来源：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作者： Mikkel Runge Olesen，DIIS 高级研究员；Camilla TennaNørupSørensen，丹麦皇家国

防学院副教授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9日 

概述： 

日前，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了《加强北极地区的大国政治：丹麦王国基于芬兰、挪威和冰岛

的评估和战略分析》报告。报告指出北极的大国政治正在激化，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加强该地区

的存在。随着丹麦王国的北极战略的更新，报告分析了芬兰，挪威和冰岛的评估报告和战略，并确定

了丹麦王国需要考虑的要点。这些措施包括强调与其他北欧国家密切协调以建立针对北极军事建立互

信的价值；优先发展国家能力，以减少对美国和北约直接介入的依赖；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对美国和

北约在丹麦王国不断发展的军事存在和活动产生影响力；进一步探索北极发展的替代供资方案；加强

与北欧三国有关情报活动，信息交流和外交努力的北欧合作。 

报告提到，2018年1月下旬，我国发布了第一份《北极政策白皮书》。报告指出，中国认为，北极

地区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影响和国际影响，因此，不应只有北极国家为该地区及其资源的未来发展和

使用建立规则和规范，像中国这样的非北极国家也可以发挥作用，并享有参与北极研究和一系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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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合法权利。此前中国在北极的官方讲话和文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使得外界低估了中国在

该地区的野心，在减少北极国家之间的担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2013年为中国成为观察员国

家的北极理事会成员铺平了道路。  

报告称，总体而言，中国为北极赋予更强的战略优先权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旨在建立坚

实的北极（极地）研究能力，特别是关注北极的气候变化，这对亚洲和中国都有直接影响：极端天气

模式对中国的农业和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北极建立研究站对于部署中国民用“北斗2号”卫星导航

系统，中国的空间科学计划以及更准确的天气预报系统也至关重要。这些系统具有所谓的“双重用途”

特征，即民用和军用。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也在逐步在北极建立军事力量，例如中国在该地

区的战略潜艇。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该地区有任何具体的军事存在和活动。近年来，随着更多

考察活动的开展，中国在北极和南极的研究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加大了建立研究网络和研究站

的力度。与其他非北极国家一样，中国也通过其研究活动来积极参与该地区的普通科学外交，使其在

该地区的整体地位合法化并加强其整体发展以及中国与北极国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其次，中国致力于确保获得北极所拥有的资源，从而帮助确保和扩大供应。这也是关于确保中国

在新技术和知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问题。在中国的战略考虑和计划中，极地地区与深海底和外层空

间一起被确定为“战略新疆域”，在未来几年中大国将为之竞争。中国的坚定目标是确保在这些新的

战略领域中率先成为优势国。 

第三，中国寻求进入北极海道。对于中国而言，北极海道比通过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通道

短约30％。中远集团在2016年宣布了计划在北极地区提供常规服务，测试北极海路并建造更适合的新

船。在过去的四年中，中远集团已向北极地区运送了多达30艘船只。仅2019年，该公司就计划完成14

次过境航行。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也说明了北极海路，鼓励中国公司优先考虑参与“极地丝绸

之路”基础设施的建设。自2017年6月以来，北极海路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这可能

意味着参与其中的中国公司，银行等更有机会获得财务和政治支持。近年来，中国总体上正在加强与

俄罗斯在北航航道的基础设施，建设港口，铁路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与亚马尔半岛上的大型液化天

然气项目相联系。但是，“极地丝绸之路”不仅要进入俄罗斯，中国还加强了与冰岛和芬兰有关的“极

地丝绸之路”工作。 

报告认为，为了确保中国在北极的利益和活动，确保中国在北极治理中具有发言权至关重要。对

中国来说，北极的治理制度为非北极大国提供了机会，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以及该地区的法规制度化。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是没有北极领土的大国。因此，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外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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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攻势的重点是与所有北极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建立牢固而全面的关系，并逐步增加中国在多边北极

机构和机制中的影响力。这些努力尤其集中在小体量国家，如果北极大国，美国和俄罗斯，想将中国

赶出去，这些小国可能会起到制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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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伊丽莎白·施洛瑟（Elisabeth Schlosser） 

机构：奥地利极地研究所(ARPI)项目主管 

研究领域：极地冰、气象学 

 

简介： 

伊丽莎白·施洛瑟博士现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大气与冰冻科学系高级科学家（由 FWF 资助）。

伊丽莎白·施洛瑟1996年获得因斯布鲁克大学自然博士学位，自2007年以来，担任因斯布鲁克大学气

象与地球物理系的高级科学家，还曾在挪威极地研究所任职。 

伊丽莎白·施洛瑟博士在奥地利极地研究所的项目主要研究极地冰的稳定同位素比值，这是计算

古温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小组使用最新的稳定同位素和气象站数据，并结合高分辨率大气模型，

以了解水分来源和运输以及雪沉积的时间和地点的气象条件等导致冰形成的降水机制，旨在正确解释

冰核数据。该小组的研究重点是南极洲的过程研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