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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印度和俄罗斯的北极能源开采合作将有实质性进展。前不久，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在访印期间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亦高调宣示，印度最终可能成为

“第一个在北极从事矿物开采的非北极国家”。 日前，印度石油、天然气和钢铁部长达姆德拉·普拉

丹（Dharmendra Pradhan）已向记者明确表示印度定会参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Rosneft 的重大新项

目“东方石油”（Vostok Oil）。“东方石油”项目包括在 Vankor地区开发至少三个油田，并建设一

条通往北冰洋海岸的600公里长的管道。通过新的管道和码头以及北方海航道运往海外，该项目石油

出口估计可达2500万吨/年。 

从前已公布的消息来看，目前俄印两国已确定的北极合作还只是聚焦于俄罗斯北部区域的能源开

采上，但能源运输要经过北方海航道，也就是说俄印两国必然要在北极航运领域开展合作，否则其合

作开采的能源资源便无法运到远在北极地区之外的印度。印度石油、天然气和钢铁部长达姆德拉·普

拉丹业已确认，将与 Rosneft 在航运方面开展合作，两国公司代表也已经开始初步洽谈（印方公司包

括 ONGC和 Tata Steel）。普京总统对于北方海航道的发展规划颇具“野心”，其计划到2025年能使

北方海航道的年货运量达到8千万吨。“东方石油”项目可以助力实现普京总统对北方海航道发展的

“野心”，因为北方海航道的发展最根本还是要依赖该地区有货物生产和运往外地的需求。据 Rosneft

公司估计，“东方石油”项目到2030年的石油产量可达1亿吨。据报道，俄印两国的该项目合作可能不

只限于石油开采，很可能将来还有两国联合投资的煤炭开采合作。 

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开发合作需要大量投资，目前北极航线的安全性和货物运输能力都存在很多变

数的情况下，俄罗斯必然要广泛吸引外资。然而，在美西方短期内很难停止经济制裁的条件下，只有

中国和印度这些“友好”国家较有可能参与投资俄罗斯北极开发。俄罗斯当然并不愿意过于依赖中国

的经济“支援”，也不想在面对中方企业时毫无谈判筹码，迫切需要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兴趣，对北

极能源有所期待的印度成为其最佳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本身经济实力虽近年来不断提升，但其

与中国尚有较大距离，而北极所需投资的巨额“赤字”也断非印度一国所能填充。中方企业将来势必

要积极参与投资俄罗斯北极开发，但时间在我们这一边，不必因媒体炒作印度“拔得头筹”而焦虑，

完全可以再静待良机和合适的条件——中方投资要从俄方拿到经济效益，而不能仅顾及两国的政治关

系。 

评论员：曹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安全与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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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北极前沿论坛1月份于挪威举行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6日 

文章来源：北极理事会 

据报道，北极前沿论坛（Arctic Frontiers）2020年会议将以“知识的力量”为主题，于2020

年1月26日至30日举行。该会议始于2006年，每年一月底在挪威特罗姆瑟举行，是有关北极地区经

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增长的全球科学峰会。 

（原标题：The Arctic Council at Arctic Frontiers，网址链接：https://arctic-

council.org/index.php/en/our-work2/8-news-and-events/566-the-arctic-council-at-arctic-

frontiers） 

2、韩美举办海事工作级别会谈及北极合作会议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7日 

文章来源：韩国 Yoohap新闻网 

当地时间1月17日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和美国于1月16日在首尔举行了工作级别会谈，以改善

海洋环境和加强在北极研究和相关事务方面的合作。会议讨论了减少海洋垃圾，遏制非法，不报告

和不管制捕鱼活动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方法，之后单独举行了北极合作会议。 

在海事会议上，双方谈到了涉及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核事故问题，因为民众担心对污染水的

处理可能会影响邻国人民的健康。外交部负责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科学事务的总干事郑基永

（音）和海洋部负责海外渔业和国际政策的总干事吴东植（音）代表韩国出席了会议。美国国务院海

洋与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代理副秘书长埃文·布鲁姆（Evan T Bloom）领导了美方团队。 

（原标题：S. Korea, U.S. hold talks on maritime environment, Arctic cooperation，网址链接：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00117002000325） 

 

 

3、美内政部长称推迟北极保护区石油开采是出于法律考虑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7日 

https://arctic-council.org/index.php/en/our-work2/8-news-and-events/566-the-arctic-council-at-arctic-frontiers
https://arctic-council.org/index.php/en/our-work2/8-news-and-events/566-the-arctic-council-at-arctic-frontiers
https://arctic-council.org/index.php/en/our-work2/8-news-and-events/566-the-arctic-council-at-arctic-frontiers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001170020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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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安克雷奇每日新闻网 

日前，美国内政部长戴维·伯恩哈特（David Bernhardt）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内政部尚未最

终确定其“决定记录”，以出租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160万英亩的沿海平原的一部分，因为他想保证

其计划是可以经受法庭审查的。此前，伯恩哈特曾承诺要在2019年开放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土地租

赁，以将更多北极土地开放给能源开采商。 

（原标题：Trump administration delays Arctic refuge oil leasing to strengthen legal case，网

址链接：https://www.adn.com/business-economy/energy/2020/01/14/trump-administration-delays-

arctic-refuge-oil-leasing-to-strengthen-legal-case/） 

4、俄罗斯发布《适应气候变化第一阶段国家行动计划》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7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据报道，俄罗斯在其《适应气候变化第一阶段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First Phase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中公布了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威胁的措

施。俄罗斯年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5倍，计划中讨论的气候变暖后果包括越来越

不稳定的天气模式和永久冻土的进一步退化。该计划一直持续到2022年，涉及从经济到社会影响等

关键领域，并为联邦和地方政府提出了相关措施。此外，该计划还探索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

机遇，如农作物和牲畜生产的扩大以及北方森林生产力的提高。 

（原标题：Russia Unveil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january-13-2020/） 

（二）极地经济 

1、瑞典石油公司称北极巴伦支海石油新发现不具备商业价值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7日 

文章来源：Phil全球股票网 

当地时间1月13日，瑞典伦丁石油公司（Lundin Petroleum）表示，已下调其对北极巴伦支海最

近发现的石油资源量的估算，并且认为独立开发将不具备商业价值。 

尽管伦丁石油公司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体储量和应急资源有所增加，但基于高规格3D地

震勘测和广泛的数据，其对巴伦支海北极水域“阿尔塔发现”的估计已“向下调整”。最初，伦丁

https://www.adn.com/business-economy/energy/2020/01/14/trump-administration-delays-arctic-refuge-oil-leasing-to-strengthen-legal-case/
https://www.adn.com/business-economy/energy/2020/01/14/trump-administration-delays-arctic-refuge-oil-leasing-to-strengthen-legal-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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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预计“阿尔塔发现”和“Gohta发现”的总资源范围在1.15至3.9亿桶石油当量之间，但是最新报

告下调了估值，并指出“独立开发阿尔塔和附近的 Gohta发现已不再具有商业意义。” 

（原标题：Norway Suffers Setback In Quest For Arctic Oil Discoveries，网址链接：

https://www.philstockworld.com/2020/01/16/norway-suffers-setback-in-quest-for-arctic-oil-

discoveries/） 

2、《北极开发》专题报告：未来十年限制北极工业化呼声高涨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6日 

文章来源：油田技术网 

根据数据和分析公司 GlobalData发布的《北极开发》（Arctic Exploitation）专题报告，全

球油气储量的减少正促使勘探公司冒险进入北极以寻找开发地。北极的勘探与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

俄罗斯，挪威和美国的陆上和浅水区，俄罗斯和挪威的北极行动旨在改善其油气储量，以克服其他

地区老化油田的预期产量下降。 

GlobalData的石油和天然气分析师 Ravindra Puranik 表示：“俄罗斯具有自然优势，拥有北极

沿岸最长的海岸线，拥有探索其大陆架的领土权。在俄罗斯政府的鼓励和中国的财政支持下，俄罗

斯的能源公司，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诺瓦泰克公司，正在寻求将北

极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油气热点。这些公司正在从全球变暖中受益，因为冰盖的减少正在推动该

地区的海上活动。通过将战略规划与资源开发相结合，俄罗斯正在努力转变北方海航线，以使其成

为苏伊士运河的一种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并从北极的贸易和工业化中获利。” 

但是，环保组织一再反对在北极国家开展勘探与生产活动，以维护该地区的敏感生态。最近，

这些团体在联合国2015年《气候变化框架》下获得了大力支持。该框架还促使包括苏格兰皇家银

行，法国兴业银行，高盛和荷兰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终止了对北极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 

（原标题：GlobalData: Oil and gas companies getting attracted towards enormous resource 

potential of the Arctic region，网址链接：

https://www.oilfieldtechnology.com/exploration/16012020/globaldata-oil-and-gas-companies-

getting-attracted-towards-enormous-resource-potential-of-the-arctic-region/） 

3、俄外长：印度可能成为首个开采北极矿产的非北极国家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6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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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印度石油，天然气和钢铁部长达姆德拉·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印度有可能参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Rosneft 开发的重大新石油项目“东方石油（Vostok 

Oil）”。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在前不久访问印度期间接受《印度

时报》的评论时说，印度最终可能成为“第一个在北极从事矿物开采的非北极国家”。据报道，拉

夫罗夫特别提到的东方石油项目，包括在 Vankor地区开发至少三个油田，并建设一条通往北冰洋北

海岸的600公里长的管道。新的管道和预计的码头将使合作伙伴每年通过北方海航线出口估计为2500

万吨的石油。 

（原标题：New Delhi confirms Indian stake in Rosneft’s new Arctic oil project，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ecology/2020/01/new-delhi-confirms-indian-stake-rosnefts-new-

arctic-oil-project） 

4、欧盟资助北极海洋经济研究项目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6日 

文章来源：英国政府机会网 

据报道，一项名为“ DisruptAqua”的跨国项目得到了欧盟北部边缘和北极计划（NPA）的资金

支持，这个为期18个月的项目将研究尖端方法，以促进欧盟北极地区海洋经济活动可持续发展。

DisruptAqua将探索哪种特定的 ICT 技术（例如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最适合北极海产品业

务，检查收益和成本，以及更好地了解实际应用的途径。NPA 计划合作伙伴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以

确定企业如何使用新的解决方案来增加其产品的价值，同时确保可持续的生产。 

NPA 计划汇集了欧洲和北极的最北端地区，包括芬兰，瑞典，爱尔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挪威

的部分地区，以及整个冰岛，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已经启动了数百个项目，涉及的主题包括：支持

中小企业创新，解决海洋垃圾以及在人口稀少的社区中支持女性企业家。该计划旨在通过创新，在

欧洲北极地区建立充满活力，竞争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原标题：Funding to Boost Aquaculture Technology Research in Arctic Region，网址链接：

http://www.govopps.co.uk/funding-to-boost-aquaculture-technology-research-in-arctic-region/） 

 

 

5、管道运营商呼吁挪威建造新北极天然气管道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5日 

文章来源：管道新闻网 

http://www.govopps.co.uk/funding-to-boost-aquaculture-technology-research-in-arctic-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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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管道系统运营商 Gassco 表示，挪威应该建造一条新的管道，以增加其从北极巴伦支海的

天然气出口。天然气约占挪威总出口的四分之一，使其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

国。虽然挪威天然气通过管道向南对英国和欧洲大陆出口天然气，但巴伦支海的出口目前完全依赖

于北极小镇哈默菲斯特的一个液化天然气装置。 

Gassco首席执行官弗罗德·勒弗松德（Frode Leversund）告诉路透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利用现有资源（没有新的天然气发现），天然气出口依然可以获利。”据悉，建设第二个液化天然

气单位将耗资59亿至90亿挪威克朗（约合6.64亿至10亿美元），而一条管道将耗资14亿美元（125亿

克朗）。勒弗松德说，如果到2022年做出决定，那么到2026年就可以建造管道或液化天然气装置。 

（原标题：Gassco Urges Norway to Build New Arctic Pipeline，网址链接：https://pipeline-

news.com/gassco-urges-norway-to-build-new-arctic-pipeline/） 

（三）极地科技 

1、气候和冰冻圈倡议（CliC）探讨北极冰冻圈合作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1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日前，气候和冰冻圈倡议（CliC）科学指导小组举行会议，听取了 CliC 活动的最新情况与合作

伙伴的情况介绍，并讨论了 CliC的未来。IASC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以促进各组织之

间继续建立伙伴关系，并探讨进一步协调与合作的领域。具体建议包括:继续和扩大共同赞助北极冰

冻圈活动；加强 IASC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海洋工作组与 CliC北大洋区域小组的交流，双方将于2020

年在阿库雷利举行 ASSW会议；加强 IASC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冰冻圈工作组与其他冰冻圈合作伙伴(如

CliC)之间的联系。CliC旨在作为气候科学的中心，研究冰冻圈及其变化，以及与更广泛的气候系统

的相互作用。CliC 支持的活动包括一系列重要的模型相互比较实验,由 CliC 和 IASC 支持的联合活动

包括 ISMASS(冰盖质量平衡和海平面)、BEPSII(海冰界面生物化学交换)、联合冰冻圈特别会议等。 

（原标题：Meeting Report: WCRP Climate and the Cryosphere Scientific Steering Group (SSG)，网

址链接：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92-meeting-report-wcrp-climate-and-the-

cryosphere-scientific-steering-group-ssg） 

（四）极地生态 

1、降雨增加或使北极动物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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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7日 

文章来源：Goodman Project 网 

根据挪威科技大学的生物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气候变化以及极

端天气，可能会使某些北极动物的生计遭受严重影响。科学家研究了北纬78度的斯瓦尔巴群岛的斯

匹次卑尔根岛上的一个简单生态系统，发现降雨之后的极端寒冷使雪盖结冰，驯鹿和田鼠等动物无

法在雪底下觅食，造成大量死亡，最终导致北极狐等掠食者数量下降。北极的大部分地区很少有降

雨，但斯瓦尔巴群岛是海洋性气候：随着气候变化及北极的升温，降雨可能会更加普遍。研究的主

要作者布莱奇·布雷姆塞特·汉森（Brage Bremset Hansen）说：“食草动物的死亡会影响捕食者

的数量，进而可能影响夏季栖息在该地区的迁徙猎物。”但是，根据瑞典于默奥大学生态学家的说

法，有些生物会适应变化。他们对北欧北极和亚北极陆地地区的物种分布进行了建模，并预测到

2080年预期的气候变化将使大多数哺乳动物受益。 

（原标题：Arctic Predator Faces Migration or Death，网址链接：

https://goodmenproject.com/environment-2/arctic-predator-faces-migration-or-death/） 

（五）极地军事 

1、澳大利亚新破冰船将支持2020/2021南极任务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6日 

文章来源：汽船网 

据报道，澳大利亚名为“Nuyina”号的最新破冰船长160米，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在南极项目中

最大的单笔投资，将支持2020/21年夏季南极任务。Nuyina对于澳大利亚南极司(AAD)推进该国在南

大洋和南极洲的科学、战略、环境和经济利益的目标至关重要，其重点是管理、气候研究以及海洋

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研究。澳大利亚在麦夸里岛有三个南极科考站和一个南极亚科考站，这艘新船将

部署直升机、登陆艇和水陆两栖卡车，以支持在冰上的补给工作和人员转移。 

（原标题：AUSTRALIA TO BOOST ANTARCTIC CAPABILITIES.，网址链接：

https://www.motorship.com/news101/ships-and-shipyards/australia-to-boost-antarctic-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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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非加拿大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航运问题，否则俄罗斯将主导北极地区》 

Russia set to dominate the Arctic unless Canada acts quickly to address shipping 

concerns 

来源：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 

作者：David J. Bercuson，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军事，安全和

战略研究中心名誉所长。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8日 

概述： 

北冰洋正在变暖，西北和东北通道的海上运输量也在增加，俄罗斯是唯一具有监视和支持此类运

输能力的北极国家。如果北美北极水域发生海事灾难，加拿大和美国都将无能为力。俄罗斯在破冰能

力方面，尤其在建造大型核动力破冰船方面，比加拿大和美国均遥遥领先。俄罗斯的核推进系统使它

们能够比传统动力船破坏更厚的冰，从而使其具有完整的冬季能力，可以克服三米厚的冰层。 

目前，美国有两艘接近使用寿命的重型破冰船，现在正在考虑建造三艘重型破冰船和三艘中型船

只。经营美国破冰船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作战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加拿大不同），因此新破

冰船的作战能力将受到限制。阿拉斯加的两位参议员丽莎·默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和丹·沙

利文（Dan Sullivan）最近提议成立北极航运联邦咨询委员会，以集中讨论阿拉斯加水域的航运问题。

该委员会将就北极港口提出建议，并研究一项提案，该提案将建立一个由美国政府建立和监控的北极

“航道”，并以收费服务的方式为商业船只提供破冰船支持。 

2019年，加拿大发布了全面的北极政策框架，将未来发展的重点放在了民用上，正确地解决了许

多直接影响北方公民的问题。加拿大一贯的政策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北极基础设施的全面发展，包

括向平民提供的服务，将巩固加拿大对北极群岛的主权。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它源于一个简单的想

法，即通过公路，学校，医院，市政服务等部门加强加拿大对其亚北极领土的控制。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加拿大的政策并未解决北极地区的航运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解决这些问题

的唯一方法是加大对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和加拿大皇家海军上，而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都不愿这样做。

保守党曾提议建造重型极地破冰船 John G. Diefenbaker 号，但在实际建造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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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建造的加拿大北极近海巡逻舰队的破冰能力有限，这些舰艇中的第一艘，即 HMCS哈里·德·沃

尔夫（Harry de Wolfe）号的交货日期还要推迟到2020年。因此，如果发生搁浅或漏油事件，加拿大

别无选择，只能向俄罗斯寻求帮助，这会削弱加拿大北极沿海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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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 

机构：Gwich 'in 国际理事会（GCI）董事会 

研究领域：北极原住民土地、水域、资源 

 

简介： 

乔丹·彼得森来自北极阿克拉维克（Aklavik）部落，曾担任北极原住民联合组织“我们的声

音”（United Voices）联合主席，目前在 Gwich 'in 国际理事会（GCI）董事会任职，并且担任

Gwich’in部落委员会（Gwich'in Tribal Council）的副主席，该委员会对 Gwich’in定居区的土

地，水域和资源负责，在《全面土地主张协议》（Comprehensive Land Claims Agreement）中代表

Gwich’in部落的权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