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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深度冻结:北极在亚洲棋局中的角色》 

二、《世界事务中的北极》 

三、普京批准《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北极政策基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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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批准《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国家基本政策》（下称“《政

策》”），成为新时期俄北极开发和利用的纲领性文件。 

从基本内容来看，《政策》重申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推动北极的和平稳定和互利合作，强调巩

固俄属北极地区成为国家资源基地，提升本地居民和土著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活

方式，通过合理开发提升北极地区对俄经济的贡献度，提升北方海航道作为重要国家交通干线的国际

竞争力。《政策》还强调，应确保北极的自然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通过合作与协商在国

际法的基础上解决北极争端。 

《政策》对当前北极形势作出评估，列举了俄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其中威胁包括地区人口减

少；陆上交通、通信和社会基础设施水平低下；资源储备地的地质调查进度缓慢，缺乏降低经济项目

风险的系统性国家保障；北方海航道基础设施、破冰船和搜救辅助船舶的建造工期拖延；北极开发和

冰区作业的地面交通与航空设施缺乏；生态环境监控系统准备不充分等。挑战包括部分国家试图改变

涉北极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国际条约，在忽略现有地区合作模式和条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法律规

范系统；北极地区国际海洋空间划界的不充分；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针对俄北极经济和其他活动的阻

碍；他国增加北极军事力量和潜在地区冲突风险；抹黑俄北极活动等。 

《政策》强调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增强对于北极的科学认知水

平，进一步推动北极开发利用的国际合作，并将俄属北极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

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国际合作、紧急情况应对、社会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作为十大发展重点

领域。 

从《战略》的特点和影响来看，首先，俄开发北极的内外联动和紧迫性更为突出。《政策》通过

列举俄北极经济和其他活动面临的外部阻挠和内部障碍，强调北极活动的内外联动。同时，以应对内

外威胁挑战为出发点，提出以加快能源和航道开发，增强全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北极自然环

境和政治安全变化的综合性适应力等为核心的发展任务，强化北极开发利用的紧迫程度。 

其次，俄强化自身北极“超级大国”地位和抢抓开发主导权的意图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国际

格局演变对于北极事务的映射增强，美俄冲突常态化的负面影响逐步渗透至北极地区。俄希望通过资

源开发的经济收益，增强海上搜救机制与军事化部署，并借助北方海航道复兴改变其海权状况，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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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北极的实际存在、能力优势以及法律主张，努力成为综合实力居首的北极大国，以此作为大国博

弈的平衡杠杆。另一方面，油气资源和航道开发是俄北极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但在经济利益的驱

动下，联邦和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当地居民等对于北极开发的原则、模式和优先方向存在不同理解。

对此，俄已通过机构改革加强政府对北极开发的垂直掌控，还借助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化本国企业、技

术和人员的参与度。《政策》强调北极发展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以“安全+经济”的视

角凸显俄主导北极开发的安全意义，反映出其巩固北极开发主导权的意图。 

第三，俄力求增强北极开发利用的“本地效应”。在政府大力推动下，俄北极能源和航道开发的

国际合作驶入快车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顺利建成，“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开工在即。在能

源运输产业的带动下，北方海航道2019年的总货运量达到了3150万吨，近3年内增幅高达430%。但是，

由于政府和企业是能源和航道开发的主要受益者，经济红利的本地化不足备受诟病，本地居民对于交

通运输、居住医疗、教育服务升级具有强烈需求，而地广人稀和单一产业结构造成投资成本过高，仅

依靠财政拨款的开发模式难以取得实效，《政策》希望通过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型项目带动社会发展，

特别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加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回应本地居民诉求。 

第四，俄更为强调战略的规划系统性和执行有效性。俄近期密切出台政策文件，强调发展目标、

节点和路线上的协调互补。例如，俄于去年底公布《2035年前北方海航道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制定

了11个重点发展方向和84项具体措施，强化北方海航道在俄北极开发战略中的特殊意义。据悉，俄还

将陆续出台包括《俄属北极地区特殊经济地位联邦法案》、《俄罗斯北极2035战略》以及有关北极经

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支持的国家纲要等文件，而《政策》是俄北极系统性战略规划中的一环。此外，《政

策》特别规定了任务执行的绩效评价方式，包括通过人均可预期寿命、净流入人口数量、新增就业岗

位和就业率、平均收入水平、吸引外资规模、资源类经济占比等多种可量化指标，尝试弥补北极政策

执行层面长期存在的短板。（完） 

评论员：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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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极冬季运动会取消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07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据报道，由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担忧，加拿大 Whitehorse 2020北极冬季运动会已被取消。 

当地时间3月7日，加拿大育空地区首席医疗官凯瑟琳·埃利奥特（Catherine Elliott）博士在

Whitehorse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认为现在举办北极冬季奥运会是

安全的。”“我之所以提出此建议，是出于对育空地区，所有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家庭的

健康和安全的关注。” 

比赛原定于3月15日至21日在育空地区的首府举行，原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2000名运动员（包

括俄罗斯，格陵兰，芬兰,挪威，以及育空地区，努纳武特，努纳维克，西北地区，艾伯塔省北部和

阿拉斯加）参加。育空地区尚无病例，但埃利奥特补充说：“单个可疑的病例将产生严重影响。” 

此外，在新斯科舍省举行的2020年国际冰球联合会女子世界曲棍球锦标赛也被取消。 

（原标题：'Shocked and disappointed': Arctic Winter Games cancelled due to coronavirus 

concerns，网址链接：https://www.cbc.ca/news/canada/north/arctic-winter-games-cancelled-

coronavirus-1.5490055） 

2、普京批准《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北极政策基础原则》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06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港口新闻网 

日前，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北极政策基础原

则》（Basic Principles of Russian Federation State Policy in the Arctic to 2035）的行政

命令。 

文件指出，俄罗斯在北极的主要国家利益是:保障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北极地区和平

稳定、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和繁荣;开发俄罗斯北极战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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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地，合理利用，加快国家经济增长;将北方海航道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交通走廊;保

护北极环境，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土著少数民族的原始家园和传统生活方式。 

该文件确立了俄罗斯实施北极国家政策的目标、主要领域、任务和机制。此外，该文件还列出

了在确保北极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 

（原标题：Russian President approved “Basic Principles of Russian Federation State Policy in 

the Arctic to 2035.”，网址链接：http://portnews.ru/news/292490/） 

（二）极地经济 

1、富国银行宣布不为美国北极石油项目投资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06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据报道，富国银行(Wells Fargo)成为继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之

后第三家宣布不再为北极地区的油气项目提供未来投资的美国大型银行。3月2日的声明称，尽管富

国银行将继续与阿拉斯加地区众多从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公司开展业务，但不会投资位于阿拉斯

加北坡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原标题：Wells Fargo is the 3rd Major U.S. Bank to End Arctic Oil Investment，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march-2-2020/） 

2、俄罗斯批准对北极天然气免收开采税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1日 

文章来源：英国路透社 

据报道，俄罗斯上议院已批准对北极的天然气钻探免税，以进一步提高该地区液化天然气

（LNG）的产量。对天然气的零开采税将使独立天然气生产商 Novatek 受益最多，随着北极地区的发

展，该公司每年可生产多达1.6亿吨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到2035年，俄罗斯生产的所有

天然气的92％来自北极。 

俄罗斯政府一直在推动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不久前批准了北极总体规划，包括所有新的

北极陆架石油开采项目的税率将降低至5％。同时，Novatek 的首席执行官 Leonid Mikhelson 于3月

11日对记者说，当前的低油价和冠状病毒的爆发不会影响公司的新项目和交易计划，天然气价格已

经触底，市场正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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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Russia approves zero extraction tax rate on LNG Arctic production，网址链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gas-arctic-idAFR4N2AZ00N ） 

3、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终止对北极海上钻探资金支持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0日 

文章来源：Kallanish能源网 

据报道，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日前发表声明终止对北极海上钻探的财务支持。 

瑞银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瑞银有望实现其将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4年的水平减少75％

的目标，到2019年已实现71％的减排量。据《安克雷奇日报》（Anchorage Daily News）报道，根

据生态组织雨林行动网络（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的分析，该银行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向

北极油气项目投资了约3亿美元。许多阿拉斯加大型油气项目的资金来自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或出售资

产，而不是商业银行，但瑞银的公告可能使较小的运营商更难以借入资金。  

（原标题：UBS Bank to end  investments for offshore Arctic drilling，网址链接：

https://www.kallanishenergy.com/2020/03/10/ubs-bank-to-end-investments-for-offshore-arctic-

drilling/） 

（三）极地科技 

1、2020北极科学周改为线上活动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0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3月10日，2020年北极科学周（ASSW2020）的主办方，包括北极观测峰会（AOS）2020领导层，

发表声明称与冰岛政府当局进行密切合作和协商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了解到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组织正在自愿发布“非必要”旅行的禁令，决定将2020年“北极科学周”改为线上活动。 

（原标题：Important information: ASSW2020 MOVES TO ONLINE ONLY，网址链接：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608-important-information-assw2020-moves-to-

online-only） 

2、北极科研项目“MOSAIC”成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2日 

文章来源：《科学美国人》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gas-arctic-idAFR4N2AZ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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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大规模国际北极科研项目 MOSAIC的一名研究人员日前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

性反应，迫使该小组20名成员隔离。据悉，该小组并不驻扎在 MOSAIC 主考察船“Polarstern”号或

北极地区，但是该小组的缺席仍然将部分中断研究。 

（原标题：Coronavirus Crisis Impacts Ice-Locked Arctic Research Expedition，网址链接：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oronavirus-crisis-impacts-ice-locked-arctic-

research-expedition1/） 

3、俄罗斯科学家讨论北极2020探险计划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当地时间3月11日，俄罗斯科学院（RAS）主席团会议上，科学家讨论了2020年北极高纬度考察

的细节。20个 RAS 所属的研究机构总共有400名科学家将参加此次考察，该研究计划将包括八个领域

的40个科学项目，包括大气、生物、地球物理、水声、环境和医学研究。 

谢尔绍夫海洋研究所 Leopold Lobkovsky副院士称，作为此次探险的基地，“Kapitan 

Dranitsyn”号将在新西伯利亚群岛地区（约85°N）出发，抵达阿蒙森盆地，之后沿着罗蒙诺索夫

海岭向西移动，最终越过加克尔海岭。“在长达八个月的漂流过程中，探险队计划确认罗蒙诺索夫

海岭是大陆的一部分，并测量阿蒙森盆地和加克尔海岭的深水结构。” 

（原标题：Scientists discuss program for North Pole 2020 expedition，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news/20200311/932193.html） 

（四）极地生态 

1、科学家全黑暗环境下测量光污染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1日 

文章来源：Phys（美国物理研究门户网站） 

根据发表在《通信生物学》杂志上的新研究，鱼类和浮游动物在突然暴露于人造光下时几乎表

现出瞬时反应，这表明在北极冬季进行人造光的科学调查或种群评估时必须格外小心。 

2018年1月，挪威和英国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策略，关闭所有光源使自己陷入完全的黑

暗，以研究极地北部的海洋生物。研究人员使用由苏格兰海洋科学协会（SAMS）开发的超灵敏光传

感器和回声测深仪来探测巴伦支海中生物的存在，他们发现，从微小的浮游动物到鱼类，海洋生物

甚至会对最小的浮游生物做出反应。光线决定着海洋生物的行为方式，提示何时迁移以寻找食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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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捕食者。这一最新发现将使科学家能够更好地预测穿透北极海域的光的增加（由于气候变化带

来的海冰覆盖面积减少）对海洋社区的影响。这项研究得到了挪威研究理事会的支持，贡献了第一

篇记录人造光对整个中上层鱼类群落影响的文献。 

（原标题：Arctic scientists on a 24-hour 'night shift' to measure effects of light 

pollution，网址链接：https://phys.org/news/2020-03-arctic-scientists-hour-night-shift.html） 

2、科学家在北冰洋发现衣原体新物种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1日 

文章来源：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根据一项发表在《现代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科学家“在北冰洋深处”发现了几种与衣

原体有关的新物种。在该地区发现衣原体和相关细菌（统称为衣原体）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它很容

易引起人类，动物和变形虫的性传播感染。衣原体被发现在海底以下0.1至9.4米之间，没有明显的

宿主生物。 

“在这种环境下发现衣原体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当然，有人问他们在那里到底在做什么？”该研

究的主要作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詹娜·达兰西（Jennah Dharamshi）在一份声明中说。专家认

为，鉴于没有发现宿主生物，他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种细菌如何开始影响人类。达兰西解释说：

“发现衣原体具有海洋沉积物亲缘关系，这为我们提供了衣原体病原体如何进化的新见解。”他补充

说，衣原体对生态和生态系统具有重大影响。该研究的合著者丹尼尔·塔马里特（Daniel 

Tamarit）说：“以前许多微生物多样性调查都可能漏过衣原体。” “这组细菌在海洋生态中的作

用可能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大得多。” 

（原标题：New 'completely unexpected' chlamydia species found in Arctic Ocean，网址链接：

https://www.foxnews.com/science/new-completely-unexpected-chlamydia-species-found-in-arctic-

ocean） 

3、科学家称太平洋地震活动可能加速北极变暖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0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据俄罗斯谢尔绍夫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利奥波德·洛布科夫斯基称，太平洋地震活动加剧可能会

导致北极变暖。他强调，该地区拥有最大的天然气储备，包括以天然气水合物形式存在的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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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大陆架距离地震多发地区约2000-3000公里。科学家们已经把这些岩石圈的扰动与高强度

地震联系起来，这些地震以每年约100公里的速度水平传播，”洛布科夫斯基引用计算结果解释道。

这些扰动和变形扩大了断层和裂缝，并导致大规模的甲烷排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 

（原标题：Seismic activity may cause Arctic climate change，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climate/20200310/931975.html） 

（五）极地军事 

1、受病毒影响“冷反应”北极演习紧急取消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2日 

文章来源：美国《军事时报》 

当地时间3月11日，美国欧洲司令部（EUCOM）宣布，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挪威当局取消了

正在进行当中的“冷反应”北极演习的剩余部分。EUCOM 表示：“该决定是一项针对 COVID-19持续

爆发的预防措施，旨在保护所有参与者和当地居民的健康与安全。”，“我们部队的健康仍然是头

等大事，我们致力于维持特派团的战备状态。”演习原定包括来自美国，挪威和其他八个盟国的约

15000名士兵参加，大约有1500名美军计划参加演习。 

（原标题：Major Arctic military exercise canceled over coronavirus fears，网址链接：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flashpoints/2020/03/11/major-arctic-exercise-canceled-over-

coronavirus-fears/） 

2、美加空军在北极海岸拦截俄罗斯战机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1日 

文章来源：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每日新闻网 

当地时间3月10日，北美防空司令部军事官员说，美国和加拿大飞机截获并护送了两架在阿拉斯

加北部海岸附近的波弗特海上空飞行的俄罗斯飞机。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俄罗斯的

Tu-142海上侦察机由 F-22和 CF-18飞机护航。俄罗斯飞机在四小时飞行期间从未离开国际领空，但

仅距阿拉斯加海岸约50英里，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领空。 

俄罗斯飞机最近一次在阿拉斯加或加拿大附近飞行是在一月份，自从2007年俄罗斯以来，这种

“入侵”每年发生五到七次。 

（原标题：US and Canadian air forces intercept and escort Russian planes along Alaska’s 

Arctic coast，网址链接：https://www.adn.com/alaska-news/military/2020/03/10/us-and-canadian-air-

forces-intercept-and-escort-russian-planes-along-alaskas-arctic-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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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两艘新舰艇在北极进行联合训练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0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日前，俄罗斯海军的两艘新舰艇在北极巴伦支海展示了作战能力。“帕申院士”号油轮和“卡

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从科拉半岛出发，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进行了联合训练，在高达15米/

秒的巨浪和大风中，数吨液体和固体物质从油轮转移到护卫舰上。 

“帕申院士号”是几十年来第一艘专为俄罗斯海军建造的油轮，载重量为9000吨，在公海航行时

可同时向三艘船提供燃料和其他货物。“卡萨托诺夫上将”是在圣彼得堡的塞弗纳亚造船厂建造

的，是俄罗斯新护卫舰级22350计划的第二艘舰艇。这是一艘多用途战斗舰，能够打击水下和水面的

敌人，也包括空中以及距离超过1.5公里的沿海目标。 

（原标题：Two brand new naval vessels training in Arctic waters，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security/2020/03/two-brand-new-naval-vessels-training-arctic-

waters） 

4、俄大型两栖攻击舰在北极举行实弹炮兵演习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1日 

文章来源：塔斯社 

当地时间3月11日，据俄罗斯北方舰队新闻办公室报道，大型两栖攻击舰“亚历山大·奥特拉科

夫斯基”号离开塞弗罗摩斯克海军基地，前往巴伦支海的海军训练场进行一系列火炮发射。新闻办

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北方舰队的海上和沿海作战训练场，舰艇的船员向一个浮动水雷、一个模

拟的空中目标开火，并练习压制敌人在岸上的假想火力。”船员们早些时候成功地在巴伦支海的

Motovsky海湾进行了布雷场的铺设训练，并进行了水下反破坏防御演习。声明说:“在巴伦支海完成

战斗训练任务后，舰艇将返回塞维奥尔斯克的永久基地。” 

大型两栖攻击舰“亚历山大·奥特拉科夫斯基”号是775计划系列战舰中的一艘，该计划的目的

是将两栖攻击部队运载到岸上，并运输各种类型的装甲，包括坦克。“亚历山大·奥特拉科夫斯

基”是以北高加索地区北方舰队指挥官、北方舰队海防部队总司令、俄罗斯英雄少将亚历山大·奥

特拉科夫斯基的名字命名的。2000年3月6日，这名指挥官在执行任务时去世。 

（原标题：Russian Navy large amphibious assault ship to hold artillery live-fire exercise in 

Arctic，网址链接：https://tass.com/defense/112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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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度冻结:北极在亚洲棋局中的角色》 

Deep Freeze: The Arctic's Role on the Asia Chessboard 

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作者： Andrew Schwartz，CSIS研究员， Michael Green，CSIS研究员，Heather Conley， 

CSIS 欧洲事务高级副总裁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09日 

概述： 

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安德鲁·施瓦兹（Andrew Schwartz），迈克尔·格

林（Michael Green）与欧洲事务高级副总裁希瑟·康利（Heather Conley）做客“亚洲棋局”播客，

探讨随着气候变化在北极圈内创造了新的海上路线，中国正在采取行动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和科学权利，

这会如何影响亚洲地缘政治。 

希瑟·康利表示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在北极问题上有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并且确实试图评估

美国在北极的战略利益。在过去十年中，研究者未能说服决策者，没能使他们认识到北极发生了一些

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而美国在具有重大利益。中俄两国认为北极对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具有战略

意义，如果两国继续开发北极，美国的安全会受到损害，何况美国已经落后了十年。俄罗斯是北极的

超级大国，俄罗斯的生存依赖于北极，即未来能源资源的经济效益。目前俄罗斯 GDP的22％以上来自

北极，政府还开始在北极重建其军事姿态。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最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

的因素。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表示，“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然后是俄罗斯”。 而

在北极则相反，俄罗斯最重要。康利说，俄罗斯实际上有两个北极。俄罗斯的北极东部人口相当稀少，

有一些基础设施。绝大多数军事存在都在科拉半岛，即北极西部，而且正在向北方推进。因此，有人

担心，这可能是为了推进俄罗斯对北极外大陆架的海洋权利主张。 

关于中国，康利称现在中国正在派遣更多重要的水面船只，包括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破冰船，科

学集装箱船，通过狭窄的白令海峡直达俄罗斯北极地区，因为中国在亚马尔投资了很多液化天然气厂。

同时，随着渔业种群向北迁移，中国渔船也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北极海路。中国对海上航线的多元化很

感兴趣，对能源，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也很感兴趣。 但是，大多数商业和经济存在以及科学存在都是



 

14 

 

双重用途，可以想象未来中国的武装破冰船可能会承担更多非科学任务。美国可以独立地评估俄罗斯，

也可以评估中国，但是无法了解在北极地区中国和俄罗斯是否将携手并进，目前两国的军事联合演习

正在增加。 

康利认为，中俄拥有向北发展的能力。中俄之间的战略分歧将妨碍两国的合作，但是自从克里米

亚和乌克兰东部的事件以及西方的制裁以来，俄罗斯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中国来筹集资金。而且俄罗斯

给了中国在液化天然气工厂中获得优惠的机会。从前，俄罗斯政府认为，其能源市场完全由西方国家

组成，因此错过了亚洲，他们现在正在尝试重新定位市场；俄罗斯刚刚宣布在俄罗斯建立一个中俄联

合科学中心；俄罗斯的港口在未来有可能接纳中国水面舰艇。这些有可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产

生矛盾。康利宣称，中国真正的野心是确保北极的五个沿海国家，即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和

丹麦，不阻止中国保留其进入北极的通道，尤其是通往北冰洋中部公海的通道，俗称为“甜甜圈洞”，

即超出沿海国的200海里组成的区域。中国希望确保拥有海上权利，在北极中部拥有平等的捕鱼权，并

真正看到经济利益。 

在提到极地丝绸之路时，迈克尔·格林表示历史上并没有一条“极地丝绸之路”，但是可以与中

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做一个类比。中国想要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区域拒止的封锁，类似于在太平洋岛

屿或者印度洋附近，中国也在追求渔业和能源，海上航道和建设两用空间。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

和日本关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注点是:我们可以在战争中将中国赶出去。 

2、《世界事务中的北极》 

The Arctic in World Affairs 

来源：2019北太平洋北极会议（NPAC） 

作者：2019北太平洋北极会议议程论文集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 

概述： 

北太平洋北极会议（NPAC）现已进入第九年，为决策者/从业者以及科学家/分析人员就北太平洋

北极国家（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以及非北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NPAC

的目标是在北极理事会提供的背景下或在其他情况下，对这六个国家中即将出现的政策问题做出预期

并做出反应，并增进人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选择的了解。6个国家合起来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50％以上，并占全球商业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NPAC 会通过考虑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现实

并探索构建框架的替代方法，来努力找出与政策相关的新兴关键北极问题。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善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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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从业人员（包括政府官员，行业高管，土著领导人和民间社会领导人）与分析人员

（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新兴年轻专家和其他专家）之间的对话。 NPAC 将进一步寻求制定有效的策略，

以将新兴的关键政策发现和相关科学研究的结果传达给一系列目标受众。 

第九届 NPAC 特别指出，NPAC 成立于2011年，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被接受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

之前。NPAC希望鼓励这些国家参与北极问题并培养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间对话。中国、日本和韩国

在北极事务中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一领域的合法利益相关者。但它们在北极事务中

的作用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合作，而不是越界。俄罗斯寻求“保护其在北极的主权和权利不受任何形

式的国际化影响”，但同时“俄罗斯是受益于北极国际合作的国家之一，包括与非北极国家的合作。” 

在冷战之后，北极地区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地区，其自身的政策议程主要由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主导，但是这种构架已经过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的后果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北极。俄

罗斯将矿物燃料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的“豪赌”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动态。中俄美

对抗已经将注意力从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北极转移到联合国《2030年议程》上。北极理事会是公认的

最重要的北极政策论坛，在强调诸如污染物在北极的影响以及在说服其他机构（例如：国际海事组织）

采取适用于极地水域商业运输的监管措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国竞争的趋势暴露了有关

北极理事会未来作用的根本问题。理事会无法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有所作为；在使北极社区适应气候变

化的影响方面，它甚至还没有做好准备发挥重要作用。理事会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变化影响很

小。北极地区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正在出现的竞争对理事会的正常运作也构成了威胁，这不是

理事会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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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希瑟·艾克斯纳-皮洛（Heather Exner-Pirot） 

机构：北极大学联盟（UArctic） 

研究领域：北极治理、北极人类安全与区别化 

 

简介： 

海瑟·艾克斯纳-皮洛是现任《北极年鉴》的主编。海瑟北极大学联盟成员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完成了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北极人类安全与区别化，然后回到萨斯喀彻温

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从事与北部地区分布式教育有关的各种工作。 

在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海瑟与拉斯·海因宁(Lassi Heininen)和乔尔·普劳夫(Joel 

Plouffe)在2012年创办了《北极年鉴》(Arctic Yearbook)，并开始为“北极视野”(Eye on the 

Arctic)网站撰写博客。目前，海瑟的工作和研究兴趣已经扩展到农村、土著和北方发展，包括创

新、教育、卫生和经济政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