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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美国会研究服务局更新北极变化报告 

二、澳大利亚计划在南极修建机场以加强科学领导地位 

三、丹麦情报部门对俄美在北极对峙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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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国借北极议题对华施压的新动向 

2019年11月27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发布了《北极的变

化：对国会而言的背景和问题》（Changes in the Arctic: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报告，从推动美国国内立法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的北极国家身份、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事务领导机构的

局限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及缺陷、北极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北极在美国

决策中的地位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北极关系等问题。报告呼吁美国国会采取有目标、有

步骤的系统行动，加快针对北极事务的各项立法，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北极环境变化以及中俄等国在北

极对美国利益形成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部分”成了此次报告的“最大亮点”，报告对

中国投入的“关注”力度远超过针对俄罗斯北极活动的篇幅。报告中用了足足6页的篇幅专门讨论了

“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的问题，而其他部分的内容每项最长不超过3页。报告认为，需要将中国在北极

的活动置于美中关系的整体考量之下，同时还必须“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

联系起来”，以提出应对之策。后者凸显了所谓的“议题联系”思路，尤其是着重强调要借北极议题

与南海议题之间的所谓“关联性”来强化对华战略施压，这正是此次报告较之以往美国国会北极报告

的最大区别。对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的章成副研究员认为，美国国会这份研究报告文

件的出台呼应了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第11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的“搅局性讲话”思

路，体现了美国在北极议题上开拓对华施压“新战场”的决心，预示着未来美国的北极政策将更多地

转向强硬和对抗，而非对话与合作。在美国北极政策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和转向的背景下，北极区域合

作治理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北极合作前景堪忧。中国还需特别警惕美国在南海、北极问题上

对华施压的“议题联系”倾向，密切关注美方相关表态的后续影响，并予以积极应对。 

从该份美国国会报告出炉的大背景来看，无论是中美关系整体格局，还是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前

景，都处在冲突性因素迅速增加、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的高敏感阶段，维持以往“斗而不破”的中美

大国双边关系愈发不易，两国在经贸、地区议题上发生战略冲撞的风险急速上升；而与此相同步，以

北极理事会为主体的北极地区合作治理架构，似已进入难以取得更大程度突破的发展瓶颈期，相反正

有可能被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旧议题的幽灵”拉回到“准冷战”的前沿，进而导致北极地区的国

际合作势头出现根本性逆转，北极治理的区域合作机制被迫破局。今年5月份在芬兰罗瓦涅米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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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未能发表共同宣言，创造北极理事会自1996年成立以来之首例，即已说明这一

新出现情势的危险性，由此亦更加佐证当前美国搅局后果的破坏性。 

美国国会这份最新报告的出炉鲜明反映了两点：第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认知已要求美国对中国

采取全面打压的手段，不放过任何一项可以作为美对华施压的战略抓手的议题。由此战略思维导引，

北极议题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对华大博弈中的一张牌；第二则是这份报告提出的系统性思路体

现了美国北极政策从关注内容到执行路径的重大变动，这也是美国北极政策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发

生全面调整的必然结果。 

首先，将中国界定为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已成为美国朝野的一致共识。从2017

年底到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连续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

《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三份相互呼应的战略报告，将“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世界影响”确立为对华战略

的首要思路，决意在经济、政治、军事、地区问题上对华全面对冲，力图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

国让步。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策略得到了美国国会两院朝野两党的一致支持，这反映出随着美国对华相

对优势的减少，美国政治精英对华战略焦虑的增加，在对华遏制政策的趋向选择上日益一致，中国与

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正日益上升为影响全球国际格局走向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在对内施

政受阻，且中美贸易战僵局持续未破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转向激进

的对抗冲动的趋向也正日益增加，因此才有2019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看似

突兀的讲话，抛开北极理事会既有议题大谈“中国威胁”。由此可以显示，在此背景之下，北极已不

可避免地被纳入至美国朝野齐心推进对华强硬施压的大棋局博弈之中。 

其次，美国国会报告体现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北极政策系统性调整的重大成果。特朗普

政府秉持“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多边合作和气候变化议题一向

持绝对保守的美国利益至上主张，在上台后不久就连续“任性退群”，退出《巴黎协定》、推翻奥巴

马政府与加拿大共同签署的北极近海油气开采禁令，已是美国北极政策关注重心出现显著转向的先声。

因此，大幅修改前任奥巴马政府侧重于环境保护和多边合作治理的北极政策，由国务卿蓬佩奥出头在

北极理事会上“搅局”，均属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资源、环境、气候外交议题上相关立场的逻辑延续，

显示了特朗普政府维护支持其执政的国内利益集团诉求的决心。该份国会报告也展示了美国北极政策

上述大转向的具体成果。报告用了大量篇幅重点分析了美国在北极军力部署的缺失现状以及中俄在北

极的各类活动对美国及盟国利益所造成的“潜在威胁”，指出美国应对的最佳路径在于加快美国海军

及海岸警卫队在北极的军力部署和装备更新。为此，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执行步骤，以增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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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能力，“并支持未来可能的作战行动”。这显示出美国历届政府推行的北极政策虽

然有相同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实施方法上，有关政策工具的选择、优先议题的排序、实现目标的手

段上都会因其战略关注重点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和改变。对于现任的美国朝野各界而言，其关注的重点

在于强调北极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领导地位的优先组成部分”，多边合作与环境保护不再是美国

北极政策的施政重心，相反是更加侧重于传统的地缘利益争夺与零和博弈理念。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充分认识到2019年来美国北极政策对自身的巨大危险性。这表现在：首先，

美国北极政策转向过程中对中国在北极的合法活动大肆污名化，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声望，为

中国在北极的正常活动添加了显性和隐性的新障碍。美国国会报告中用了最多的篇幅着重强调中国在

北极活动的所谓“威胁”，声称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是“基于其在其他地区一贯的侵略活动”，“如果

俄罗斯或中国在北极地区不受欢迎的行动不受抵制，那么北极地区的合法秩序就会遭受侵害”，妄言

“中国在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席位资格有待再议”，企图把北极理事会变成围剿中国及中俄的“新战

场”；其次，美国北极政策转向本身也构成了美国对华全面施压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把南海议题与

北极议题联系起来对华施压的手段用心极为险恶，这一方面既是出于加强对华战略牵制的动机，通过

“议题联系”的手段增加中国外交支出的成本，企图同时确保美在南海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并争夺仍在

成形中的北极区域规则的制定权，另一方面也是有意混淆南海问题与北极问题在属性上的本质区别，

企图通过将南海和北极议题等量齐观的方法，抹杀中国在南海享有领土主权和历史性权利的法理依据，

为美方进一步制造“南海问题国际化”寻找相应借口。通过南海-北极议题的双管齐下，最大限度达到

对华施压的战略效果。 

为此，中国还需对美国北极政策的上述转向与“议题联系”倾向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以稳健审

慎的态度做好对美政策规划，积极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系两国斗而不破的和平博弈局面；另一

方面也需未雨绸缪，对美加大对我全方位战略施压的可能举措进行提前预判和应对。针对美方在南海

-北极议题上的“议题联系”动向，以“议题脱钩”作为拆解之策。在南海议题上，区分美对我从南海

和北极议题上进行施压的问题属性，严厉驳斥美方对两类议题的刻意混淆行为，分别从国内、中美双

边和多边层面加强相关应对；在北极议题上，坚持北极多边外交和区域国际合作，与其他各方共同努

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北极地区的深化适用，积极推进中国与北极事务各方间的互利合作。 

 

评论员：章成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特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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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2019“北极伙伴周”将在韩国釜山举行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5日 

文章来源：北极经济理事会网站 

2019年12月9日至13日，“北极伙伴周”（Arctic Partnership Week）将在韩国釜山举行。第一

次“北极合作周”于2016年12月6日-9日由韩国海洋水产部与韩国外交部、未来创造科学部以及挪威外

交部合作举办，是一个综合论坛，旨在同时讨论多方面的全球性北极问题，以主要北极圈国家的三个

北极合作复合会议（冰岛的 The Arctic Circle、挪威的 Arctic Frontiers、芬兰的 In the Spirit 

of the Rrovaniemi Process）标杆，此后每年举办一次，聚焦于北极政策、科学、技术、航运、能源

和资源。今年的主题是“超越国界的合作”，全体会议的主题是“新北极政策的需求和前景”。 

北极经济理事会主任阿努·弗雷德里克森（Anu Fredrikson）将代表理事会参加“北极伙伴周”。

她高度评价了韩国的作用：“韩国在北极地区积极开展工作。北极经济理事会的第一个非北极成员就

是韩国船东协会（Kore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该协会在两年前参加“北极伙伴周”相关活

动时就正式加入了北极经济理事会。” 

（原标题：Arctic Partnership Week，网址链接：https://arcticeconomiccouncil.com/arctic-

partnership-week/） 

 

2、澳大利亚计划在南极修建机场以加强科学领导地位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2日 

文章来源：澳大利亚外交部网站 

据报道，澳大利亚计划投入5880万澳元，在未来两年半推进机场设计和环境评估，以便在戴维斯

研究站附近建造南极洲第一个机场。如果获得批准，该项目将极大地增强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科研能

力，允许全年考察绘制气候地图、进行环境研究，并监测全球事件，如冰山崩解或大型火山爆发。此

外，澳大利亚还将在南极投资28亿澳元，其中包括:投资19亿澳元建造和运营最先进的破冰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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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亿澳元升级南极科考站网络和基础设施；1.07亿澳元用于南极研究；投资五千万澳元在麦夸里岛

上建一个新的研究站；4500万澳元用于发展陆路穿越能力。 

（原标题：Australia marks treaty anniversary with increased Antarctic commitment，网址链接：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australia-marks-

treaty-anniversary-increased-antarctic-commitment） 

 

3、美国国会发布《北极变化：背景和问题》报告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6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当地时间11月27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新版《北极变化：背景和问题》报告。该报告最早

发布于2010年，美国国会研究处每年都会更新数次，本次更新是2019年的第5次更新。该报告提供了有

关北极地区定义、涉北极问题的美国政策文件、北极理事会和国际海洋法涉北极问题相关说明等信息。

此外，报告还向国会提出了诸多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北极海冰的流失、地缘政治、美国军队行动、

极地破冰、搜救、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勘探、石油污染和污染应对措施，以及居住在北极的土著人民

等。相较上一版，本报告在背景介绍部分新增了北极八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丹麦、芬

兰、瑞典、冰岛）和五大北极沿海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丹麦）的定义，同时补充了对

欧盟的地缘政治环境分析。北极八国中有三国（丹麦、芬兰、瑞典）是欧盟成员国，并且欧盟对北极

越来越感兴趣，欧委会也支持欧盟在北极扮演积极角色。欧盟正在考虑成为北极理事会的“原则上的

观察员”(observer in principle)，但迄今为止对观察员资格的申请被加拿大和俄罗斯轮番否决。 

美国北极研究所认为，该报告的发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像北极这样的战略要地紧跟热点是至

关重要的。然而，根据该报告阐明的内容，许多事务需要尽快处理并持续跟进及改善。只有行动起来，

信息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果美国不立即付诸行动，就会继续落后于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正在北极地

区扩大势力、提高总体军事能力。 

（原标题：A New Arctic Report for U.S. Congress，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december-2-2019/）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australia-marks-treaty-anniversary-increased-antarctic-commitment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australia-marks-treaty-anniversary-increased-antarctic-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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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地经济 

1、俄副部长：未来十五年北极地区投资将达2350亿美元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5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当地时间12月5日，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地区发展部副部长克鲁蒂科夫预计，基于到2035年俄罗

斯北极地区发展战略所提供的补贴，未来15年内将在北极地区投资约15万亿卢布（2350亿美元）。克

鲁蒂科夫说，有关补贴的战略和法案已经提交给国家杜马（下议院），其中规定了广泛的税收优惠政

策，特别是对矿产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从首次商业生产开始的15年内，矿产开采税将维持5％。他

还指出，远东发展基金可能会拨出高达150亿卢布（2.35亿美元）的专款用于北极项目。 

（原标题：Investment in Arctic expected to reach $235 bln in 15 years, says ministry，网址链

接：https://tass.com/economy/1096159） 

 

2、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加强俄罗斯北极基础设施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4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当地时间12月3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证实，将入股运输集

团 Delo Group，这项协议将“启动一个全球国际运输和物流业务”，以发展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物流

能力，使俄罗斯受益于通过北海航线从亚洲到欧洲的货物运输。Rosatom 将获得前俄罗斯议员谢尔

盖·希什卡列夫(Sergei Shishkarev)经营的 Delo公司30%的股份。Rosatom 和 Delo均未披露此次合

作的财务细节，此次合作将在2019年年底前完成。 

（原标题：Rosatom signs deal to boost Russia’s Arctic infrastructure，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arctic/2019/12/rosatom-signs-deal-boost-russias-arctic-

infrastructure） 

 

3、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舰队建设即将完成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2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根据俄罗斯北海航路管理局的信息，11月下旬，“雅科夫-贾克尔”号天然气运输船进入喀拉海，

12月2日，这艘船进入鄂毕湾水域漂流，等待第一次进入亚马尔的萨贝塔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随着“雅

https://tass.com/economy/1096159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arctic/2019/12/rosatom-signs-deal-boost-russias-arctic-infrastructure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arctic/2019/12/rosatom-signs-deal-boost-russias-arctic-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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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贾克尔”号的服役，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舰队的建设即将完成，目前共有15艘运输船在北极

运营。“雅科夫-贾克尔”长299米、载重9.7万吨，最多可以装载17.26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拥有

Arc7冰级，可以突破约2米厚的冰层。 

（原标题：Arctic LNG carrier «Yakov Gakkel» arrives in Sabetta, marks completion of 

Novatek’s Yamal fleet，网址链接：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

energy/2019/12/yamal-lng-carrier-yakov-gakkel-arrives-sabetta-marks-completion-novateks） 

 

（三）极地科技 

1、科学家发现南极冰层消融关键证据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3日 

文章来源：美国《新闻周报》 

据报道，科学家首次发现了基于物理的证据，表明环绕南极洲大陆边缘的漂浮冰架变薄导致从陆

地到海洋的冰流量增加。南极冰盖(AIS)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一冰块，覆盖了南极大陆98%的面积，冰盖

质量损失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正在加快。数据显示，近年来，围绕着 AIS的浮动冰架正在变薄，可

能是海洋变暖或海洋环流变化的结果，这一假设此前未得到证实。 

由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 Hilmar Gudmundsson 领导的一组科学家研究了从1994年到2017年整个大

陆范围内的卫星测量数据，特别关注所谓的“接地线”（陆地上的冰原与漂浮的海基冰架的交汇处），

并使用了先进的冰流模型。这项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杂志

上的研究明确表明，漂浮的冰架变薄正在导致南极大陆内部的冰流失。 

（原标题：First Evidence of Key Antarctic Ice Loss Driver Uncovered，网址链接：

https://www.newsweek.com/first-evidence-key-antarctic-ice-loss-driver-1475066） 

 

2、研究发现因纽特人将雪橇犬引进北美北极地区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3日 

文章来源：IFL科学网 

根据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的最新研究，在

帮助因纽特人建立家园的过程中，雪橇犬还为现代北美北极犬类带去了优良基因。大约一万年前，第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yamal-lng-carrier-yakov-gakkel-arrives-sabetta-marks-completion-novateks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yamal-lng-carrier-yakov-gakkel-arrives-sabetta-marks-completion-novateks
https://www.newsweek.com/first-evidence-key-antarctic-ice-loss-driver-147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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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迁徙者穿越了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峡。当时生活在美国北极地区的犬类体型很小，

当几千年后因纽特文化出现时，拓荒者们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带来了体型更大的狗。 

研究人员分析了过去4500年里生活在该地区的922只狗和狼的 DNA，结果显示，当因纽特人开始在

美国北极地区迁徙时，他们带来的狗与当时居住在该地区的小型犬在基因上是不同的。这表明，迁徙

者有意将一种新的、更大的犬类引入美国北极地区，当地的犬类被新品种所取代，北美北极犬的现代

种群就是从这一新品种演化而来的。该研究的作者指出，“这些独特的因纽特犬对因纽特社会至关重

要，雪橇犬在远程运输和日常生活实践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原标题：Migrating Inuit Introduced Modern Dogs To The North American Arctic，网址链接：

https://www.iflscience.com/plants-and-animals/migrating-inuit-introduced-modern-dogs-to-the-

north-american-arctic/） 

（四）极地生态 

1、北极地区10年内变暖0.75摄氏度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5日 

文章来源：《Express Digest》杂志 

根据一项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的新研究，过去十年中，北极地区变

暖的程度几乎与过去137年里整个地球变暖的程度相当。该研究报告称，北极在10年内变暖了1.35华

氏度(0.75摄氏度)，而地球整体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变暖了约1.44华氏度(0.8摄氏度)。 

研究的主要作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气候变化生态学教授波斯特(Eric Post)表示，

随着地球温度接近危险的3.6华氏度(2°摄氏度阈值，北极和南极可能分别达到7.2华氏度和3.6华氏

度的年平均升温，以及12.6华氏度和5.4华氏度的冬季升温。这将导致北极地区的陆冰灾难性消失，但

其影响不会局限于北极地区。北极陆冰的迅速融化将影响到北半球的中纬度，即北极圈和北回归线之

间的大片地区，后果将包括植被丧失、致命热浪、对野生动物的威胁、极端天气和“传统人类生计”

的丧失。 

与北极相比，南极的温度一直相对稳定，但研究人员预测，北极和南极地区的陆冰消失将导致海

平面上升3米。他们警告称，国际合作将是适应变化的关键，而减少碳排放的措施对减缓变暖也“至关

重要”。 

（原标题：Arctic has warmed by 1.35°F in just a decade – as much as the rest of the planet 

in 137 years，网址链接：https://expressdigest.com/arctic-has-warmed-by-1-35f-in-just-a-decade-

as-much-as-the-rest-of-the-planet-in-137-years/） 

https://expressdigest.com/arctic-has-warmed-by-1-35f-in-just-a-decade-as-much-as-the-rest-of-the-planet-in-137-years/
https://expressdigest.com/arctic-has-warmed-by-1-35f-in-just-a-decade-as-much-as-the-rest-of-the-planet-in-137-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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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万年前南极冰层消退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6日 

文章来源：MSN门户网 

根据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海洋科学系和地质学系凯瑟琳·贝尔特兰博士的新研究，西南极洲冰盖在

100多万年前的一次变暖期间崩塌。这项研究使用生物标记来重建过去的海洋温度，以及电脑模拟的

冰原，强调了南极冰盖对海洋变暖的敏感性，并发现100万年前，南极洲周围海洋的水温比现在平均高

出5摄氏度。贝尔特兰博士说:“我们的研究表明，非常温和的海洋变暖，就像现在正在发生的一样，

是过去冰层消退的前兆，我们今天确实应该对此感到担忧。” 

（原标题：Study highlights risk of Antarctic ice sheet melting，网址链接：

http://www.msn.com/en-nz/news/national/study-highlights-risk-of-antarctic-ice-sheet-melting/ar-

BBXP1lL?li=BBSVtLJ） 

 

3、研究揭示人类捕鲸及气候变化影响企鹅数量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4日 

文章来源：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网站 

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杂

志上的一项新研究，人类上个世纪捕猎海豹和捕鲸活动以及现代捕鱼影响了不同企鹅物种的数量，该

研究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迈克尔·波利托(Michael Polito)领导

的研究小组称，海豹、鲸鱼和企鹅都以被称为南极磷虾的形似虾的甲壳类动物为食：随着海豹和鲸鱼

数量的减少，磷虾可能会过剩；商业磷虾捕捞、气候变化、海豹和鲸鱼数量的恢复等综合作用可能大

大减少了磷虾的数量。 

波利托预计，由于人类从未将企鹅作为商品进行捕捞，企鹅的饮食和数量的变化将反映出磷虾供

应的变化。虽然巴布亚企鹅和帽带企鹅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巴布亚企鹅数量却在大量增加，而帽带

企鹅数量却在迅速减少。随着磷虾的减少，巴布亚企鹅的食物也多样化了，除了磷虾，还包括海鱼和

鱿鱼。相比之下，帽带企鹅仍然以磷虾为食，更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原标题：Whaling and climate change lead to 100 years of feast or famine for Antarctic 

penguins，网址链接：https://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299672） 

 

http://www.msn.com/en-nz/news/national/study-highlights-risk-of-antarctic-ice-sheet-melting/ar-BBXP1lL?li=BBSVtLJ
http://www.msn.com/en-nz/news/national/study-highlights-risk-of-antarctic-ice-sheet-melting/ar-BBXP1lL?li=BBSVt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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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极地军事 

1、俄罗斯计划建立大规模雷达阵列监测北极地区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3日 

文章来源：美国驱动新闻网 

日前，俄罗斯国防部透露，2019年12月2日将在北极地区安装下一台29B6“Konteiner”雷达。就

在前一天，位于俄罗斯莫多维亚共和国的首架 Konteiner 雷达正式投入使用，此时距俄罗斯完成该系

统的建造已经过去了六年。Konteiner 雷达将提供早期预警和对俄罗斯西侧的全面监测，包括欧洲大

部分地区和中东部分地区。Konteiner 的首席设计师米哈伊尔•彼得罗夫(Mikhail Petrov)表示:“雷

达的进一步开发有可能控制北极地区，我们正在积极考虑这项任务。” 

（原标题：Russia Plans To Set Up Massive New Radar Array To Help Control The Arctic Region，

网址链接：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31271/russia-plans-to-set-up-massive-new-radar-

array-to-help-control-the-arctic-region） 

 

2、丹麦情报部门对俄美在北极对峙表示担忧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3日 

文章来源：丹麦国防情报局 

当地时间11月29日，丹麦国防情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

争正在加剧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丹麦国防情报局称，俄罗斯“认为其延伸的北极海岸线是美国使用

巡航导弹发动意外精确打击时最脆弱的侧翼”。报告指出，俄罗斯认为这对其“战略核能力”构成了

特别的威胁，因为其大部分潜在的应对措施都与位于科拉半岛的北方舰队潜艇有关。 

丹麦国防情报局认为，俄罗斯一直在特别关注其位于亚历山德拉岛(Alexandra Land)纳古尔斯科

耶(Nagurskoye)的北极三叶草基地的建设，该基地是北方舰队在北极的军事基础设施。10月，北方舰

队的新闻服务报道称，超过14000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已经完成了97%。丹麦国防情报局认为:“该基地最

有可能在2020年投入使用。”文件指出，该设施显然将成为“世界上最北部的军事基地”。报告还指

出，丹麦的优先任务是支持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并通过谈判解决该地区的任何争端。鉴于俄罗斯和

美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实现这一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原标题：Danish intelligence concerned by Russia-US confrontation in Arctic，网址链接：

https://fe-ddis.dk/Produkter/Risikovurderinger/Pages/Risikovurderinger.aspx） 

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31271/russia-plans-to-set-up-massive-new-radar-array-to-help-control-the-arctic-region
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31271/russia-plans-to-set-up-massive-new-radar-array-to-help-control-the-arctic-region
https://fe-ddis.dk/Produkter/Risikovurderinger/Pages/Risikovurdering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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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罗斯 Kinzhal 高超音速导弹完成首次北极测试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30日 

文章来源：《今日俄罗斯》 

据消息人士透露，11月下旬，俄罗斯“Kinzhal”（“匕首”）超音速导弹在科米共和国“完成了

首次北极测试”。导弹从 MiG-31K超音速拦截机发射，北约称之为“猎狐犬”，“Kinzhal”“达到了

10马赫的速度。 

“Kinzhal”是准备在俄罗斯陆军服役的高超音速系统之一。据称，超音速武器能够以比音速快几

倍的速度行进，并能够不断机动地接近目标，因此能够绕过任何现有的防空系统。 

（原标题：Cold steel: Russia’s Kinzhal hypersonic missile ‘completes its first ARCTIC 

test’，网址链接：https://www.rt.com/russia/474740-kinzhal-russia-hypersonic-missile-arctic/） 

 

4、俄罗斯护卫舰在北极试射巡航导弹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9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当地时间11月29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俄罗斯22350工程生产的第一艘护卫

舰“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在北极白海海域试射了两发导弹，其中包括一枚巡航导弹。据报道，“卡

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海上试航于11月20日开始，在白海的测试持续了数天。 

（原标题：Frigate Admiral Kasatonov test-fires cruise missiles in White Sea，网址链接：

https://tass.com/defense/1094089） 

 

 

 

 

 

 

 

 

 

 

 

  

https://www.rt.com/russia/474740-kinzhal-russia-hypersonic-missile-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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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极变化：背景和问题》 

Changes in the Arctic: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来源：美国海军研究所 （USNI） 

作者：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03日 

概述： 

当地时间11月27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报告《北极变化：背景和问题》发布，报告指出北极海

冰的减少导致北极地区的人类活动增多，并对该地区的未来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和忧虑。 

在过去十年中，北极海冰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低，这已将科学和政策重点集中在与全球气候变化

的联系以及数十年内预计的北极无冰季节。这些变化可能会对美国的天气，北极地区的矿产和生物资

源的使用，该地区各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国家安全产生潜在影响。一些观察家将北极视为潜在的

新兴安全问题。一些北极沿海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已采取行动以增强其在高北部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已开始在计划和行动中更加注意该地区。 

北极地区也存在着大型商业渔业。美国目前正在与其他国家就北极鱼类资源的管理进行会晤。北

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濒临灭绝的物种，并可能导致鱼类种群向新水域的迁移。根据《濒危物种法》，

北极熊于2008年5月15日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北极气候变化也会影响北极人民的经济，健康和文化。 

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多个方面。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在北极的活动稳步增

长，并已成为主要的参与者与竞争者。报告将中国归为六大非北极国家之一，称我国在北极理事会

（Arctic Council）中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外交活动，并在北欧国家中扩大了外交影响力，还与冰岛和

格陵兰岛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讨论。我国以雪龙号和雪龙2号为代表的极地科考能力也引起了报告

关注。此外，报告还列举了我国对于北极航道与能源开采行业的项目投入。 

报告称，北极国家有可能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在北极日益增长的活动方面遇

到问题。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日益增多，也可能会为中欧之间的合作创造新的机会。对于美国决策者来

说，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纳入美中关系的整体考虑，以及在美国决策中是否以

及如何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相联系。中美在北极有潜在的合作领域，但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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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在考虑是否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施加惩罚措施，比如中止中国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观察员地位，以

及制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但是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前，美国国会需要考虑施加措施的成本。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否以及如何回应中国在北极活动的问题可能会造成特别的复杂性。一方面，

俄罗斯正在推广北海航道供其他国家使用，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在提供破冰船护航方面看到了巨大的经

济机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俄罗斯和中国在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很大一部分是平衡或对抗美

国的手段，北极地区的俄中合作可以进一步为抗衡美国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据说俄罗斯官员对中国

的财富核力量持续增长保持警惕，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以及在欧亚事务中被降为次要或从属

地位。因此，一些观察家认为，北极地区中俄合作的实际水平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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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格特鲁德·萨克辛格（Gertrude Saxinger） 

机构：奥地利极地研究所(ARPI)创始成员、项目主管 

研究领域：北极社会科学 

 

简介： 

Gertrude Saxinger博士就任于奥地利极地研究所(APRI)，她专注于北极研究(俄罗斯和加拿大)，

包括环境人类学、关键的可持续性研究、采掘业研究、流动性研究)、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 

Gertrude Saxinger 博士曾在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自2014年起，她担

任加拿大育空研究中心/育空学院的兼职教师。目前，她在 APRI领导由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科

学家组成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研究组。作为奥地利极地研究所（APRI）的创始成员，IASSA 理事会

成员（国际北极社会科学协会），环极和西伯利亚研究工作组/德国人类学家协会（DGV）的联合发言

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奥地利代表，以及北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与理论建设相结合的倡导

者，Gertrude Saxinger博士正致力于向非北极国家公众推广北极社会科学研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