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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北极租赁对纳税人不利》 

二、国际海事组织禁止北极航运使用重油 

三、美空军部长：空军将在太空和北极对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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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国际海事组织禁止北极航运使用重油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8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日前，国际海事组织（IMO）工作组，污染预防和应对小组委员会第七届会议（PPR7）在伦敦举

行，确定了北极航运使用重油的未来，建议从2024年7月1日起，在北极禁止使用浓稠的焦油状燃

料。该建议已作为报告提交给 IMO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进行审议，预计将于2020年10月定稿。 

（原标题：The Arctic Ban on Heavy Oil，网址链接：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

week-take-five-week-february-24-2020/） 

2、阿拉斯加州政府考虑对“反北极油气投资”银行回击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8日 

文章来源：安克雷奇每日新闻网 

当地时间2月26日，针对多家大型银行及投资机构承诺不支持阿拉斯加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石油

勘探项目，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发言人杰夫·特纳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州长迈克·邓利维（Mike 

Dunleavy）领导的州政府正在审查该州与银行的业务关系。特纳说：“考虑到公司最近的行动，预

计关系会发生变化。”邓利维于2月2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私营公司由于外部特殊利益集团

的议程而选择不在阿拉斯加投资，那么阿拉斯加有权不向摩根大通之类的集团投资。” 

为了对高盛在12月份的承诺进行报复，美国政府将该银行从阿拉斯加州数十亿美元的借贷计划

中撤出，以向阿拉斯加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商支付税收抵免。摩根大通（JPMorgan）在2月25日的声

明更为笼统，并未表示将不再支持北极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但也未提及阿拉斯加的特定项目。 

但是摩根大通的声明引起了阿拉斯加环境专员杰森·布鲁恩的强烈反对，他在26日的一次采访

中表示：“我非常担心，没有谁能比阿拉斯加人更安全地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原标题：Dunleavy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hitting back after JPMorgan’s ‘anti-Alaskan’ 

move to halt Arctic oil investment，网址链接：https://www.adn.com/business-

economy/energy/2020/02/27/dunleavy-administration-considers-hitting-back-after-jpmorgans-anti-

alaskan-move-to-halt-arctic-oil-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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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罗斯扩大“北极地区”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0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据报道，根据远东和北极发展部提议，包括科米共和国和卡累利阿共和国在内的的几个亚极地

地区，以及北极地区边界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农村定居点，将被划入俄罗斯政府认证的北极

地区。 

新划入的地区是科米共和国的亚极地领土：Usinsk, Inta 和 the Ust-Tsilemsky 地区。几年

来，科米共和国当局一直在寻求扩大北极区，其理由是，上述各城市都位于北极圈内的永久冻土带

内。在其他国家，这是划分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此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东北部埃文基市的一些农村居民点也将包括在北极区域内。 

（原标题：Arctic boundaries to include Komi, Karelia and Krasnoyarsk Territory，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geographics/20200220/909374.html） 

4、俄罗斯环境部准备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9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据报道，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克鲁提科夫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届国际会

议“北极:大陆架项目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北极2020)”上谈到了北极气候的巨大变化。他指出，环境

部将为2020年的北极制定一份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根据政府的决定，我们将在今年为俄罗斯北极

地区准备一份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这位副部

长补充说，气候变化正在使永久冻土退化，并导致火灾、洪水和动植物的变化:“我们已经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监测永久冻土层退化和预防风险的系统。” 

（原标题：Ministry to prepare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 for the Arctic，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ecology/20200219/909037.html） 

（二）极地经济 

1、俄罗斯政府与企业代表讨论全面开发北极交通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0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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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20日，俄罗斯政府与企业代表齐聚莫斯科，讨论全面开发北极地区和俄罗斯北部地

区的高速公路、道路结构和机场，以及当前地面和空中航线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 

马迪道路技术公司副总经理谢尔盖·马约罗夫指出，运输路线对北极地区至关重要：“如果没

有道路和航空线路，就不可能谈发展。北极是我国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但除非我们能够到达那

里，否则不可能开发它。”莫斯科楚科特卡自治区办公室主任伊利亚·达维登科(Ilya Davidenko)

也谈到了在北极扩大空中交通的必要性，并提到一个资助民用航空队行动的项目：“我们正在为民

用直升机制定一个类似的（补贴）计划。我们已经推出了类似的空中救护服务。” 

雅库特共和国第一副总理阿列克谢·克洛德兹尼科夫指出，北极地区除了空运之外没有其他经

济实用的办法，因为许多道路只能在冬季使用：“今天，我们最担心的是客机的状况。An-24和 An-

26飞机已经运转了45年,其使用寿命已经被改造延长至60年,但我们知道这不会解决问题。”并补充

说,地方政府正在研究购买新飞机的可能性。 

克洛德兹尼科夫还强调，北极地区的公路建设项目比俄罗斯中部要昂贵得多：“温度的大幅波

动影响着高速公路。”他还指出，当局目前正在研究新的道路建设技术及其可能的用途：“但这些

方法太贵了。许多技术都可以很好地工作，但交付路基材料并将其放置到位的成本太高。我们正在

寻找符合我们预算的技术。”  

（原标题：Experts discuss Arctic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网址链接：

https://arctic.ru/infrastructure/20200220/909430.html） 

2、环保组织起诉挪威政府要求禁止北极石油开采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4日 

文章来源：雅虎网 

2月24日，两个环保组织表示将起诉挪威政府至最高法院，禁止其批准在北极地区开采石油。绿

色和平组织和 Natur og Ungdom组织(自然与青年)表示，2016年发放给企业的石油钻探许可证应被

取消，因为它们违反了挪威宪法，而其石油活动和化石燃料的排放会危及《巴黎协定》的目标。然

而，这两个组织此前已经在奥斯陆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两次败诉。 “在气候紧急情况下，开放北极

的原始地区进行石油钻探是不可接受的。”挪威绿色和平组织负责人弗莱德·普雷姆(Frode Pleym)

在一份声明中说。 

https://arctic.ru/infrastructure/20200220/909430.html）


 

6 

 

此案涉及在巴伦支海发放的10张勘探钻探许可证，受益者包括挪威的 Equinor(前身为

Statoil)、美国的雪佛龙(Chevron)和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以及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

(Lukoil)。预计挪威最高法院将在未来几个月决定是否审理此案。 

（原标题：Two Environmental NGOs Take Norway to Supreme Court for Granting Oil Licences in 

Arctic，网址链接：https://in.news.yahoo.com/two-environmental-ngos-norway-supreme-

133652817.html） 

 

（三）极地科技 

1、现行技术无法帮助石油公司准确定位北极熊巢穴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8日 

文章来源：安克雷奇每日新闻网 

能源公司在北极寻找石油或天然气之前，经常使用一种名为 FLIR(前视红外)的监控技术，来识

别母熊的热信号，以确定并绕开北极熊的巢穴。但是根据2月27日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PLoS One)杂志上的研究，这种从90年代就一直使用的方法有效性不到50%。如果特朗普政府最终敲

定扩大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钻探的计划，这项技术可能

会给隐藏在冰下洞穴里的母熊和幼崽带来严重风险。 

研究人员以采矿行业提供的调查为指南，在2004年至2016年期间找到了至少18个 FLIR技术漏掉

的熊穴，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此外，在很多时候，FLIR 技术标注的熊居住区并不准确。 

（原标题：Oil companies can’t accurately locate polar bear dens in the Alaska Arctic, study 

finds，网址链接：https://www.adn.com/alaska-news/wildlife/2020/02/27/oil-companies-cant-

accurately-locate-polar-bear-dens-in-the-alaska-arctic-study-finds/） 

2、科学家发现北极快速变暖新原因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4日 

文章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网 

据报道，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的科学家在计算机模

拟和观察的帮助下，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有助于解释北极快速变暖的原因。由斯克里普斯研究

所研究员艾玛·比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北冰洋的水在深处是温暖的，而在表面附近是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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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深的海水来自相对温暖的太平洋和大西洋，而近水面的海水则与海冰接触，并保持在接近冰点的

位置，热量从较热的水向上流向较冷的水。 

科学家们发现，由于气候变化，深海的水还在变暖，但海冰下的近地表水仍然接近冰点。温度

差的增大导致热量向上流动的增大。斯克里普斯气候科学家伊恩·艾森曼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研究

员蒂尔·瓦格纳估计，这种现象应该为北极地区变暖加剧承担20%的责任。 

（原标题：Researchers find new reason why Arctic is warming so fast，网址链接：

https://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300072&org=NSF&from=news） 

3、美国破冰船“北极星”号完成第23次南极之旅返航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5日 

文章来源：美国国防媒体网络 

2月19日，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北极星”号上的159名船员离开麦克默多站，此前他们护送

了三艘加油和补给船只，并协助对在南极的外国研究站、设施和设备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检查。这是

“北极星”第23次南极之旅，以支持“深度冻结行动”。“深度冻结行动”是每年一次的联合军事行

动，目的是为美国南极考察站提供补给，以支持美国南极计划牵头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三艘后勤船卸下了超过1950万磅的货物和760万加仑的燃油，以维持 NSF全年的运作。“北极

星”还搭载了一个由美国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

美国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对南极洲的外国研究站、设施和设备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检查。 

（原标题：Coast Guard’s Only Heavy Icebreaker Completes Antarctic Mission，网址链接：

https://www.defensemedianetwork.com/stories/coast-guards-heavy-icebreaker-completes-antarctic-

mission/） 

（四）极地生态 

1、专家称北极熊同类相食事件增加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7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国家邮报 

北极熊专家伊利亚·莫德温瑟夫说:“北极熊自相残杀的现象由来已久，但我们担心，以前很少

发生的这种情况现在却频繁发生。”他说，大型雄性北极熊有时会带着幼崽攻击雌性北极熊。莫德

温瑟夫解释说，2019年冬天，从鄂毕湾到巴伦支海的北极熊生活区域现在是船只运输液化天然气的

繁忙路线，而这与气候变化有关。 

https://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300072&org=NSF&fr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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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Increase in polar bear cannibalism cases linked to shrinking Arctic ice，网址链接：

http://gkmen.com/2020/03/01/increase-in-polar-bear-cannibalism-cases-linked-to/） 

2、印度和俄罗斯提议合作保护北极候鸟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0日 

文章来源：印度快讯网 

当地时间2月20日，在印度城市甘兹纳加尔举行的《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CMS COP13)

第13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印度和俄罗斯提议在北极候鸟物种保护方面进行合作，并加强印度的鸟类

保护工作。印度表示希望与 AMBI加强协调，后者是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组(CAFF)发起的一项保护北极候鸟的倡议，这些候鸟在冬季迁徙时会在印度海岸停留。自然保护

基金会(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的阿什温·维斯瓦纳坦(Ashwin Viswanathan)表示，

2002年至2018年期间，访问印度的7种北极鸟类的数量大幅下降。 

（原标题：India and Russia propose to collaborate for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arctic 

birds，网址链接：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and-russia-propose-to-

collaborate-for-conservation-of-migratory-arctic-birds-6276554/） 

3、南极洲高温纪录需要数个月完成核准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7日 

文章来源：日本时报 

2月6日，阿根廷科学家在一个从南极洲向南美洲南端突出的半岛上测量到18.3摄氏度(近65华氏

度)的温度。之前的纪录是2015年3月的17.5摄氏度(63.5华氏度)。之后几天，来自巴西的研究人员

称，他们在南极半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测量到了20.75摄氏度的温度，打破了1982年1月整个南极地

区19.8摄氏度的记录。日前，世界气象组织（WMO）发言人乔纳森•福勒(Jonathan Fowler)表示:

“关于这是否创下纪录的正式决定可能还要等上几个月。” 

福勒说，这两种新的测量方法都需要转交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员 Randall Cerveny 教授。

Cerveny教授负责为世界气象组织检查报告的温度记录，并将与更多的科学家分享数据，这些科学家

“将仔细评估现有的证据(包括与周围站的比较)，并讨论观察的优点和问题”评估通常需要6到9个

月，之后 Cerveny 将“正式接受或拒绝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从而使 WMO正式批准新的记录。 

（原标题：UN: Antarctic high temp records will take months to verify，网址链接：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2/17/world/science-health-world/antarctic-high-

temperature-records-will-take-months-verify-u-n/#.XmJUGC276qA ）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2/17/world/science-health-world/antarctic-high-temperature-records-will-take-months-verify-u-n/#.XmJUGC276qA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2/17/world/science-health-world/antarctic-high-temperature-records-will-take-months-verify-u-n/#.XmJUGC276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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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极地军事 

1、美空军部长：空军将在太空和北极对付中国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8日 

文章来源：Newsrust 网 

当地时间2月27日，美国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表示，随着中国

在太空与北极追求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空军正在准备对付中国。她说：“就像在太空中一样，美

国坚决保护北极的国际规范……随着北极海路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巴雷特指出，中国正在将北极地区与“一带一路”全球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以证明其向北扩张

的雄心。巴雷特说，在北极的防御是空军的“中心任务”，并指出民航人员操作的阿拉斯加雷达系

统可以监视飞越极地的导弹，是该地区的“第一道防线”，并表示空军的作战目标是确保“一个自

由和容易接近的北极”能够“造福所有人”。她强调，美国在北极的努力必须与地区盟友携手并

进，出于这个原因，空军正在努力与北极国家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和瑞典保持牢固的关系。 

（原标题：Air Force Will Tackle China In Space & Arctic: SecAF Barrett « Breaking Defense，网

址链接：https://www.newsrust.com/2020/02/air-force-will-tackle-china-in-space.html） 

2、美军潜艇自北极海域返航后发现隐形涂层受损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7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据报道，美国海军最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不久前在北极海域返航后发现隐形涂层被破坏，损

坏区域出现裂缝，潜水艇金属主体上的涂层也被剥落。据报道，弗吉尼亚级潜水艇航行了约39,000

海里。媒体强调，隐形涂层受损可能是由潜水艇制造厂的质量控制问题引起的。 

（原标题：米国の最新原潜 北極海での初航海後にステルスコーティングが剥がれる【写真】，网址链

接：https://jp.sputniknews.com/us/202002277223025/） 

3、美国空军、陆军国民警卫队举行“北极鹰2020”联合演习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6日 

文章来源：美国军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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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20日至3月7日，来自美国15个州的约900名空军和陆军国民警卫队成员一起参加了

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北极鹰2020”联合军事演习。 “北极之鹰2020”是一项涉及美国国家、州和地

方机构的全州范围内的演习，旨在为参与者提供机会，在极端寒冷天气条件下进行持续作战。目标

是利用联邦训练要求，提高国民警卫队执行民事支持任务的能力，促进战备训练。 

“我们与国民警卫队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犹他州一号特遣部队 (Utah task force one)的救

援队经理麦凯·瓦德利(McKay Wadley)说，“这是最好的训练方式之一，因为当我们部署到现实的

灾难中，我们与军队一起工作，这种训练直接确保我们相互了解，拯救生命。” 

（原标题：Joint force exercise expands Indiana National Guard's arctic capabilities，网址链

接：

https://www.army.mil/article/233075/joint_force_exercise_expands_indiana_national_guards_arctic_

capabilities） 

4、10国举行大规模北极军事演习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25日 

文章来源：英国政府连线网 

据报道，3月12日-18日，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

将举行“冷反应2020”（Exercise Cold Response 2020）大规模演习，大约有14000人参加，旨在

提高盟国在极端零度以下条件下协同作战的能力，演习将由挪威主导。 

就人员数量而言，英国是仅次于挪威的最大贡献国。由四艘皇家海军舰艇组成的海军特遣部队;

英国海军阿尔比昂号、萨瑟兰号、回声号和皇家海军莱姆湾号已经起航前往挪威，这是英国2020年

最大的一次军事部署，演习部署超过2000名英国军事人员。 

（原标题：Over 2,000 UK personnel deploy to Norway for major Arctic warfare exercise，网址链

接：https://www.wired-

gov.net/wg/news.nsf/articles/Over+2000+UK+personnel+deploy+to+Norway+for+major+Arctic+warfare+ex

ercise+25022020151515?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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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极租赁对纳税人不利》 

Arctic lease sale is bad for taxpayers 

来源：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 

作者：Jared Huffman，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 

概述： 

美国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是独特的国家宝藏，绝不能为短期化石燃料利润而挥霍。虽然大

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不在其列。特朗普以贪婪为先的议程，以创造就业为幌

子，将北极保护区视为石油掠夺的另一片化石燃料矿床。政府虚假的环境审查程序无视科学，无视部

落协商，并且没有认真考虑采油计划对生物、文化和气候的重大影响。 

对于这种复杂性和敏感性的提案，正规的环境影响声明（EIS）通常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起草，但现

实情况是关于北极的影响生命不到一年就匆匆完成了。内政部的文件显示，那里的官员已经改变或忽

视了有关钻探对濒临灭绝的野生生物（包括北极熊）影响的科学数据。记录还显示，他们大大高估了

潜在的租赁收入，且没有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土著人民进行有意义的协商。报告显示，在保护区进行

钻探的收入被夸大了。实际上，BP（英国石油公司）最近退出了阿拉斯加，因为该公司对在一个几乎

不会为其带来财务收益的地方进行钻探没有兴趣。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急于在这块低价值土地上出售租赁权？其意图简单：在任期届满之前，

为化石燃料经营者建立既得财产权。如果他们能够锁定租约，那么未来的政府中止保护区中的石油和

天然气开发将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成本更高。特朗普政府应对自己的诺言和卑鄙的行为负责，当他们

匆忙通过2017年共和党税法时，他们承诺从北极保护区钻井中获得10亿美元的收入。多位专家指出，

这需要以天价租赁北极保护区的沿海平原。美国纳税人应该得到比这笔昂贵的诡计更好的回报。 

值得庆幸的是，世界范围内一些最重要的投机构已经表示不支持北极保护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

同时，包括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许多大型银行已承诺停止为

北极的油气项目融资。如果本届政府拒绝改变方向并继续忽略科学分析、对濒危动物的威胁、对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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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威胁或进行法律要求的审查的义务，任何签约参加美国北极保护区开发的公司无疑都会遭受严

重的声誉损失，甚至将面临十年的诉讼，以阻止他们不可挽回地破坏北极文化和环境宝藏。  

我们知道，唐纳德•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对任何人负责。我对那些不计后果、愚蠢到考虑竞标的公司

的问题是:你也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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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瑞安·多兰（Ryan Dolan） 

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研究领域：南极南冰洋、环境管理 

 

简介： 

2013年，瑞安·多兰(Ryan Dolan)加入了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保护南

极南大洋的活动，在“保护南极南大洋”项目组中担任高级官员，他的工作重点是倡导在该地区建

立海洋保护区和充分保护海洋保护区。 

在加入皮尤研究中心之前，多兰在纽约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工作。他在南非开普敦大学获得环

境管理哲学硕士学位，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得国际事务和日耳曼研究文学学士学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