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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俄罗斯副部长:我们对私人资本进入北极很感兴趣 

二、科学家在南极发现“具有生态意义的区域”（AES） 

三、《中国:北京攫取北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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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俄罗斯北极发展项目办公室(PORA)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关于公私伙伴关系(PPP)的会议。

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北极地区运用 PPP 机制的前景和主要应用领域，以及该机制目前面临的发展机遇和

有效利用的障碍。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地区发展部副部长 Alexander Krutikov 在会上特别提出应该为

公私合作项目建立一个单独的激励机制。 

俄罗斯推进北极地区 PPP机制的构想源于其近年来北极开发中遇到的资金困境问题。技术性、制

度性和外部性的因素共同加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资金支持的难度。 

一是由于北极资源开发成本高昂，俄罗斯本国能承担的开发资金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特别是对

于俄罗斯的北极大陆架上的油气资源开发项目而言，由于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所以成本极其昂

贵，俄罗斯国内有专家指出，根据保守估计，北极大陆架开发需要耗费的资金不低于5000亿美元。这

就需要俄政府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以负担一部分成本支出。但即使是这样，北极地区勘探仍要面临

极寒气候、缺乏基础配套设施等严峻的问题，这些都极大地阻碍着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资源开采。  

二是俄罗斯不合理的联邦预算制度也加剧了北极资源开发资金支持力度不足的困境。在俄罗斯现

行的联邦预算制度中，中央和地方预算主体之间极为不平等。 俄罗斯北极地区上交联邦财政的金额

大于联邦财政向北极地区的转移支付，北极地区的预算充裕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北极国家中

是唯一一例，足以体现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关注度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国家的资金支持力度明显不

足以保障北极开发过程中种种问题的解决。显然就俄罗斯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要完成北极地区的资

源开发就必须尽力吸纳社会和外国资金。 

三是俄罗斯在吸引欧美国家资金投入时困难重重。由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西方持续

实施对俄的经济制裁，俄罗斯难以在开发俄属北极地区尤其是大陆架方面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油气

巨头的技术与资金，这导致俄罗斯国内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的资金和技术短板始终未能有效解决。为

此，俄罗斯只能选择努力吸引中国、日本、韩国等有兴趣参与北极资源开发的东亚国家的技术与资金，

同时提高自身的开采技术。 

因此，俄政府为加大北极资源开发力度，一方面既需要“向东看”，积极吸引中日韩三国的资金

支持；另一方面更需要灵活发挥本国私部门的资金力量，推进公私合作治理。（完） 

评论员：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武汉大学特聘副研究员 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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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俄罗斯副部长:我们对私人资本进入北极很感兴趣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7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日前，俄罗斯北极发展项目办公室(PORA)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关于公私伙伴关系(PPP)的会议。

专家们特别讨论了俄罗斯北极地区运用 PPP 机制的前景和主要应用领域，以及该机制目前面临的发

展机遇和有效利用的障碍。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地区发展部副部长 Alexander Krutikov说，应该为公私合作项目建立一个单

独的激励机制。例如，国家杜马正在考虑的法案已经消除了 PPP 项目竞争程序的需要。Krutikov 还

建议为北极地区建立一个资源中心，以提供援助和培训，并支持投资者的开发项目。“我认为这些

都是可行的任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发展机构来完成它们。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考虑并宣布这一决

定。”Krutikov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与投资者进行公开讨论。他说:“我们需要把那些

已经在北极地区投资类似项目的人聚集在一起，找出他们管理和失败的地方，以及他们有什么问

题。我刚才说:是什么阻碍了私人在北极的投资?首先是人太少。PPP 项目涉及私人投资从支付的服务

中获得回报。这些服务通常由民众支付。但人口太少，无法收回这样的投资。在这方面，国家可以

提供援助和部分补贴这些服务的费用。许多行业都在这样做。”“其次，由于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的

成本，北极地区的建筑成本通常很高。国家还可以考虑如何弥补中部地区的这些材料和劳动力成本

与北极地区的成本之间的差距。也许是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们需要再一次和投资者讨论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最少的公共资金来吸引私人投资。” 

（原标题：Alexander Krutikov: We are interested in private capital coming to the Arctic，网址

链接：https://arctic.ru/infrastructure/20200317/933604.html） 

2、澳大利亚南极司救援美国南极麦克默多站探险者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4日 

文章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https://arctic.ru/infrastructure/20200317/933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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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澳大利亚南极司（AAD）在一份声明中表示，AAD于3月13日收到了来自美国南极项目的请

求，要求“将美国南极基地的一名探险者进行紧急医疗疏散”。在皇家霍巴特医院和塔斯马尼亚救

护车的航空医学和检索专家的支持下，AAD 医疗队乘澳大利亚的南极空中客车 A319被派往南极洲东

部的麦克默多站。 

AAD 南极行动和安全部门总经理查尔顿·克拉克说:“地面条件非常恶劣，当这架空客飞机降落

在麦克默多站时，温度大约是零下30度，还刮着寒风。”“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作

为第一反应者协助美国南极计划，这是南极国家之间伟大合作精神的真实证明。”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南极基础设施和后勤负责人斯蒂芬妮·肖特(Stephanie Short)表示“非常

感谢 AAD、机组人员和医疗团队的快速反应”，“能得到各国合作伙伴的支持，知道我们都对南极研

究项目和人员有着深厚的奉献精神，这很好。” 

（原标题：Australia rescues Antarctic expeditioner at US's McMurdo station，网址链接：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3-14/antarctica-australia-aad-rescue-expetitioner-at-us-

mcmurdo-base/12056330） 

（二）极地经济 

1、俄罗斯将致力于在北极地区发展水产养殖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6日 

文章来源：海产水源网 

日前，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副部长 Alexander Krutikov 宣称远东发展部正在制定激励措施，以促

进俄罗斯北部的水产养殖，称这是最大的优先事项之一。Krutikov说，在2017年至2019年之间，当

局实施了激励措施，使水产养殖设施的总平方英尺数增加了四倍，随后，2019年水产养殖产量同比

增长了五倍。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水产养殖业获得了14600公顷的土地用于潜在发展，是过去二十年

的两倍。Krutikov 补充说，联邦政府将很快采取其他支持措施，以刺激对北极养殖鱼类的投资，包

括改善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拟议采取的措施可能会纳入旨在支持北极商业增长的法律中。 

（原标题：Russia working to develop aquaculture in Arctic regions，网址链接：

https://www.seafoodsource.com/news/aquaculture/russia-working-to-develop-aquaculture-in-arctic-

regions） 

 

 

（三）极地科技 

https://www.seafoodsource.com/news/aquaculture/russia-working-to-develop-aquaculture-in-arctic-regions
https://www.seafoodsource.com/news/aquaculture/russia-working-to-develop-aquaculture-in-arctic-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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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南极鲸鱼调查船返港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9日 

文章来源：日本广播协会 

日前，在完成对南极鲸鱼资源的调查之后，一艘日本研究船返回港口。研究船在2019年12月从

日本起航启程，检查了南极鲸鱼的数量，并收集了鲸鱼皮肤进行 DNA 分析。据悉，即使日本已从国

际捕鲸委员会撤离，这一研究仍将继续。 

（原标题：ＩＷＣ脱退後初の鯨調査船が帰港，网址链接：https://www3.nhk.or.jp/tohoku-

news/20200319/6000009325.html ） 

2、德国科学家称大型食草动物有助于减缓永久冻土融化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7日 

文章来源：《宇宙》杂志 

根据德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让大量的大型食草动物在北极定居或许可以减缓永久冻土融化。 

20年前，俄罗斯科学家谢尔盖·季莫夫(Sergey Zimov)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切尔斯基地区的更新

世公园(Pleistocene Park)重新安置了成群的马、野牛和驯鹿，并一直在监测它们对土壤的影响。

长期的实验表明，重新安置100只动物使平均积雪高度减少了一半，这有效地减少了积雪提供的保温

量，帮助了永久冻土的冻结。 

汉堡大学的地球系统专家克里斯蒂安·比尔使用了一个气候模型来模拟地表一整年的温度变化

过程。结果显示，如果排放量继续不加控制地上升，永久冻土层的温度可能会上升3.8摄氏度，这将

导致一半的冻土层解冻。然而，随着动物群落的出现，地面只会变暖2.1度左右，模型显示这足以保

护80%的现有土壤。 

（原标题：Could horses save the Arctic permafrost?，网址链接：

https://cosmosmagazine.com/climate/could-horses-save-the-arctic-permafrost） 

3、新研究首次将南极海冰融化与热带气候变化建立联系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7日 

文章来源：《科学日报》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极地气候科学家马克·英格兰（Mark 

England）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北极和南极冰的损失要为热带地区变暖负20%的责任。研究小组说，

https://www3.nhk.or.jp/tohoku-news/20200319/6000009325.html
https://www3.nhk.or.jp/tohoku-news/20200319/6000009325.html
https://cosmosmagazine.com/climate/could-horses-save-the-arctic-permafr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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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北极海冰的损失如何影响地球的其他部分，但这项研究还是首次考虑到南

极海冰融化的远程影响。 

2017年和2018年创造了南极洲最低海冰范围的记录。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和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使用计算机模拟来展开研究。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本世

纪末，发现太平洋中会形成异常的风型，这将抑制深冷海洋水的向上运动，并引发地表海洋变暖，

特别是在赤道东太平洋。气候变暖是厄尔尼诺现象的著名标志，经常给北美和南美带来强降雨，并

造成澳大利亚和其他西太平洋国家的干旱问题。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认为，两极的冰损失将转化为赤道处地表海洋升温0.5℃，并且在同一地区

增加超过0.3毫米/天的降雨。 

（原标题：New research first to relate Antarctic sea ice melt to weather change in tropics，

网址链接：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3/200316141508.htm） 

（四）极地生态 

1、美国科学家表示北极的融化速度令人担忧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9日 

文章来源：洛杉矶新闻网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Irvine)和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的新

研究，北极的融化正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有可能随着海平面上升侵蚀沿海地区。该研究的主要作

者、UCI教授伊莎贝拉·维里科纳(Isabella Velicogna)说:“我们看到这种趋势正在持续，不会放

慢脚步。”“冰原的质量继续以不断增加的水平流失到海洋中。”2019年夏天北极格陵兰岛损失了

6000亿吨的冰,足以在两个月内提高全球海平面2.2毫米。从2002年到2019年，格陵兰岛共融化了

4.55亿吨冰。 

（原标题：UCI and JPL Scientists Say Arctic Melting Continues at Alarming Rates，网址链接：

https://mynewsla.com/orange-county/2020/03/18/uci-and-jpl-scientists-say-arctic-melting-

continues-at-alarming-rates/） 

2、科学家在南极发现“具有生态意义的区域”（AES）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9日 

文章来源：《澳大利亚国际论坛报》 

https://mynewsla.com/orange-county/2020/03/18/uci-and-jpl-scientists-say-arctic-melting-continues-at-alarming-rates/
https://mynewsla.com/orange-county/2020/03/18/uci-and-jpl-scientists-say-arctic-melting-continues-at-alarming-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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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科学家根据4000多种南极海洋食肉动物的跟踪数据，在南极洲周围发现了新的重要生

态区域。“具有生态意义的区域”位于南极大陆架、斯科舍亚海及其附近水域，以及南大洋印度部

分的亚南极岛屿周围。 

这项研究由海洋和南极研究所的 Mark Hindell 教授和澳大利亚南极司的计算生态学家 Ben 

Raymond教授领导，研究表明，这些地区需要更大的保护，以避免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这

些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生物多样性、生物生产力，或者它们在物种生命

周期的特定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Raymond教授说，“我们发现这些地区受到包括气候变化和直接

人类活动在内的压力源的影响，预计下个世纪持续的气候变化将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大的压力。” 

为了确定这些重要的生态区域，研究小组从12个不同的国家南极项目中提取了26年间12种海鸟

和5种海洋哺乳动物的跟踪数据，并结合栖息地模型。“原理很简单” Hindell 教授说，“确定捕食

者最常去的南大洋区域，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找到它们的猎物。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经常发现多种捕食

者和他们的猎物，那么这个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性都很高，这表明它具有很高的生态意义。” 

该团队发现，具有生态意义的区域(AES)的位置与适宜的繁殖或栖息栖息地的可用性、区域海洋

学和海冰动力学有关，这些都影响着水域的生物生产力。该小组发现，29%的 AES 都在被称为海洋保

护区(MPAs)的正式保护区内，MPAs是由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或其他国家当局设立

的。CCAMLR目前正在考虑采用新的 MPAs，这将使 AES 的覆盖率提高到39%。 

（原标题：Antarctic marine predators tracked to Areas of Ecological Significance，网址链接：

https://www.nationaltribune.com.au/antarctic-marine-predators-tracked-to-areas-of-ecological-

significance/） 

（五）极地军事 

1、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接管9个北极海港安全工作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6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日前，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领导人维克托·佐罗托夫表示，今年北极地区的9个海港将受到国民警

卫队的保护。国民警卫队此前驻守在萨贝塔、北极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及北极远东城镇佩维克的关

键目标，并且在摩尔曼斯克进行了几次大型演习，其中包括2018年在摩尔曼斯克海滨与车臣特种部

队一起举行的演习，以及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北极群岛联合训练。据佐罗托夫说，国民警卫队现在将

越来越多地开始对偏远的北部港口实施移动保护系统。 



 

9 

 

国民警卫队是俄罗斯总统直接管辖的军事力量，该机构成立于2016年，是俄罗斯执法部门重大

改组的一部分。维克托·佐洛托夫(Viktor Zolotov)最近在接受俄罗斯报纸《俄罗斯报》

(Rossiiskaya Gazeta)采访时说，国民警卫队管辖16万名军人，守卫着70多处国家重点保护的目

标，以及大约3000处其他目标。 

（原标题：National Guard takes over protection of Arctic seaports，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security/2020/03/national-guard-takes-over-protection-arctic-

seaports） 

2、俄罗斯向太平洋和北极地区派遣反潜战斗机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5日 

文章来源：MBS新闻网 

当地时间3月14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两架俄罗斯图-142飞机的机组人员在例行飞行中接受训

练，飞越了太平洋和北冰洋，来自太平洋舰队的米格-31bm战斗机护送飞机前往俄罗斯海岸附近地

区。国防部指出，图-142的飞行“严格按照国际空域使用规则”进行。 

（原标题：Russia sends anti-submarine fighters to the Pacific and the Arctic，网址链接：

https://www.mbs.news/a/2020/03/russia-sends-anti-submarine-fighters-to-the-pacific-and-the-

arctic.html） 

3、俄罗斯无人机在北极圈坠毁造成6人受伤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3日 

文章来源：UAS Vision网 

据报道，一架配备有“模拟炸药”的俄罗斯军用无人机日前在北极坠毁，造成六名军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北极圈上方摩尔曼斯克地区 Pechenga地区的一次陆基演习中，报道说，事故发生在

使用无人机进行战斗操作时。一位知情人士说：“操作员失去控制，其中一架无人机坠毁在地面

上。” “所附的模拟炸弹爆炸了”，接近坠毁无人机的军事人员遭受“弹片和爆炸伤”。伤者随即

被送往 Severomorsk的一家军事医院，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立即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原标题：Russian Drone Accident in Arctic Circle Wounds Six，网址链接：

https://www.uasvision.com/2020/03/13/russian-drone-accident-in-arctic-circle-wounds-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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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北京攫取北极权力》 

China: Beijing's Arctic Power Grab 

来源：美国 Gatestone研究所 

作者： Lawrence A. Franklin，伊朗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前

办公室主任，前美国国防部雇员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概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9年12月中旬签署7380亿美元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检查和监督“中国在北极以及中国在国外的军事活动，以及对北极的直接投资。”美

国政府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关注是正确的。中国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概述了其北极政策，其

中包括创建“极地丝绸之路”。如果得到充分执行，这项政策将挑战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 

中国的极地战略与寻找“稀土材料有关，例如钇，镧等，这些材料用于激光，磁铁，半导体，特

种玻璃，陶瓷和核电池。中国目前已经控制着世界上大多数稀土材料的开采，并且可能正在与阿富汗

的塔利班进行谈判，以获取更多的稀土。不幸的是，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提供这些材料。格陵

兰岛巨大的冰块之下也蕴藏有大量稀土，这种情况可能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为与格陵兰政府缔结主要基

础设施合同所做的积极努力。北京正提议在格陵兰岛建设一些机场，港口，公路和铁路，这将促进稀

土材料向中国的运输。 

但是，中国管理的格陵兰机场可能会对美国盟友加拿大构成战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位于格陵

兰图勒（Thule）的美国军事设施也处于危险之中，该设施是对北美大陆进行核攻击的预警节点。为了

应对这种潜在威胁，特朗普政府和拥有格陵兰岛的北约同盟国丹麦同意为拟议的飞机场提供资金，从

而抢占了中国的计划。但是，中国的努力也延伸到了法罗群岛，该群岛位于北大西洋挪威和冰岛之间。

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争夺法罗群岛的影响力，北京方面提出增加鱼类进口的条件是，岛民同意在华为

管理的5G技术下利用中国的无线网络系统，而美国则试图组织华为在岛上使用网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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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是北极大国竞争的后起之秀，但如果中俄共同努力，中国在北极的地位可能会迅速提高。

长期以来，俄罗斯空军已经为极地航空设立了独立的分支机构，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核动力和柴油动力

破冰船队。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可能导致强大的极地联盟。201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其中包括

计划在俄罗斯北方海沿线项目上进行合作。如果中俄达成合作，中国将迅速成为北极影响力的强大竞

争者。我希望华盛顿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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