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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球化依赖于海上运输的自由往来。 国际航运是全球贸易在

未来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亚太地区尤其如此。 由于以海运

为基础的全球化在面对风险时具有脆弱性， 它为我们同时带来了机遇

与挑战。 国际航运需要以稳定和安全作为保障， 美国、 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等亚太地区大国各自推出了维护地区海域安全的相关战略。 本文

主要探讨亚太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关切以及东盟在促进海洋合作

中扮演的角色。 各国所拥有的共同关切主要源于缺乏海洋安全和治理

所导致的来自海洋以及海上的挑战和威胁， 如南海及马六甲海域存在

的问题。 为了维护良好的海洋秩序， 东盟成员国应与中国建立海洋伙

伴关系。 东盟与中国以及亚太其他主要大国间的包容性和全面性合

作， 对于保障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及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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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全球化进程依赖于借助海运实现的商品安全和自由流动的自由贸易体

制。 海洋对于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 销售和消费不可或缺， 成为全球

化的重要象征。 国际航运更成为未来全球经济与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

础。 然而， 这一预期目标的实现需要国际航运具有可预见性、 可追踪性、
能够按时收货和发货， 并且安全可靠。① 亚太地区成为海洋战略重心的过

程也伴随着众多的跨国威胁， 尤其是海上威胁。② 一些亚太国家如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已提出了确保和维护海洋领土安全的相关举措。 此外， ２０１１ 年

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将维护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海域的美国航道安

全作为重要目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构想， 进而提议中

国与东盟应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 尤其是在海洋领域， 后者对建设 “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及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③ 一年

后， 在东盟十国和中、 美、 日、 印、 韩、 澳等国参加的东亚峰会上， 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提出了使印尼成为 “全球海洋支点” 的构想。 这一构想源

于这一观点， 即全球政治、 经济地缘重心的东移以及印尼的战略位置将使

印尼海域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④

在上述海洋战略政策出台的背景下，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应建立一种开

放、 全面的海洋合作关系。 “开放” 是指这一伙伴关系应具有包容性， 向

亚太地区内的所有国家提供成为战略伙伴的机会； “全面” 是指这一海洋

合作将致力于解决与海洋管控相关的传统威胁以及主要在海上形成的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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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全威胁。
这种包容、 全面的区域性海洋合作的实现基于亚太海洋三个重要的事

实： 第一， 太平洋蕴含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相关国家同时带来了优势与挑

战； 第二， 对海洋安全的重视反而带来了地区安全困境； 第三， 亚太各国

之间有着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共同关切。
本文还会进一步阐述东盟在合作处理安全、 海洋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就此而言， 作为维护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和平、 繁荣、 安全和稳定的主要推

动机构， 东盟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 本文还将阐释东盟成员国内部在南海

管控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以及它们如何解决这一争议。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

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言， 第二部分阐释亚太海洋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部

分分析东盟的角色和海洋合作范畴， 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　 亚太海洋合作的重要性

劳伦斯·普拉巴哈克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 认为， 亚太地区拥有

一个全球化的海洋环境。①这一观点意指亚太地区在近十年来已成为一个全

球战略性海域。 然而， 该地区及涵盖的海域也因传统及非传统威胁而极其

脆弱。 至少存在三个事实可以证明亚太地区及其海域的战略重要性， 因此

亚太国家在海洋管理方面应进行全面合作。
第一， 亚太海域涵盖太平洋西部， 尤其是马六甲海峡、 东海和南海等，

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海域， 为岛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 由于众多跨国

犯罪在该区域尤其是在海上发生， 因此这一海域环境同时具有脆弱性。 第

二， 保护印度—太平洋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线的必要性已使一些国家在国家

经济财富增长的同时着手进行海军现代化， 导致了安全困境和地区不稳定。
第三， 亚太各国之间存在共同关切， 即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关于南海地区油气资源的丰富程度， 有一些机构对该区域内尚未发现

的油气资源进行了估算。 例如， 据 ２０１０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 （ＵＳＦＳ） 预估，
南海海域可能蕴藏着 ５０ 亿 ～ ２２０ 亿桶石油以及 ７０ 万亿 ～ ２９０ 万亿立方英尺

天然气。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对南海潜在资源的预计数据则更为乐观。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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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 中海油通过进行的研究项目测算出， 该海域的石油储量预计有

１２５０ 亿桶， 天然气储量为 ５００ 万亿立方英尺。 另外， ２０１３ 年， 美国能源情

报署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 南海拥有 １１０ 亿桶的石油储量和 １９０ 万亿立方

英尺的天然气储量。① 这一估算证实了西太平洋资源的丰富程度。
除油气蕴藏量之外， 南海海域拥有的渔业资源和其他海产品资源无疑

也使沿岸国家大为受益。 例如， ２０１０ 年， 中国从其经济专属区获得的海产

品总量达 ６０００ 万吨， 较 ２００４ 年的 ４７５０ 万吨和 １９９９ 年的 ７５０ 万吨的产量

有了大幅增长。②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渔业产量达 ６０９３ 万吨， 其中超过 １３８０ 万

吨来自海洋。③ 通过表 １ 可以看出， 南海海域为东亚、 东南亚国家提供了

极为丰富的海产品。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东亚和东南亚渔业及水生植物产量

国家
渔业 （吨） 水生植物 （吨）

天然生产 人工养殖 总量 天然生产 人工养殖 总量

中国 １７３７１８２３ ４３５５３５０２ ６０９２５３２５ ２８３２９２ １３５６４６７９ １３８４７９７１

日本 ３６５６８５４ ６０８８００ ４２６５６５４ ８４５００ ４１８３６５ ５０２８６５

韩国 １５９７８７４ ４０２１４１ ２００００１５ ８５６６ １１３１３０５ １１３９８７１

朝鲜 ２１５０００ ６４０５０ ２７９０５０ ４４４３００ ４４４３００

印度尼西亚 ６１０１７２５ ３８１９７３２ ９９２１４５７ １７１３６ ９２９８４７４ ９３１５６１０

马来西亚 １４８８７０５ ２６１２７４ １７４９９７９ ２６９４３１ ２６９４３１

菲律宾 ２３３１７２１ ８１５００８ ３１４６７２９ ４００ １５５８３７８ １５５８７７８

越南 ２８０３８００ ３２０７２００ ６０１１０００ ８７２８０ ８７２８０

泰国 １８４３７４７ １０５６９４４ ２９００６９１ － － －

新加坡 １６４５ ５１６５ ６８１０ － － －

文莱 ４０００ ８３０ ４８３０ － － －

柬埔寨 ６３９４６８ ９００００ ７２９２６８ － － －

　 　 资料来源： 《世界渔业产量》，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２０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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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专属经济区涵盖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南部部分海域， 拥有年均近

１０００ 万吨的渔业产量和超过 ９００ 万吨的水生植物产量， 这使印度尼西亚成

为仅次于中国的南海海域第二渔业大国。 越南也从南海获得了丰富的海产

品资源， 渔业捕获量和养殖量共计超过 ６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３ 年， 菲律宾渔业产

量超过 ３００ 万吨， 水生植物产量约达到 １５０ 万吨。 而泰国的渔业产量则接

近 ３００ 万吨。 南海蕴藏的丰富水产无疑成为沿岸国家的一大资源优势。
在对海洋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 南海周边国家能依靠它实现经济上的

发展。 然而， 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可能诱发非法和过度捕鱼以及其他跨国犯罪

行为。 缺乏对海域及其海洋资源的控制和保护对任何岛国来说都是一个严重

威胁。 以印尼为例， 为了保护其海洋资源和威慑非法捕鱼船只，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现任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部长苏西·普吉亚斯图蒂 （Ｓｕｓｉ Ｐｕｄｊｉａｓｔｕ⁃
ｔｉ） 下令扣押的中国、 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船只已超过 ３５ 艘。①印尼海洋事务

和渔业部表示， 非法捕鱼行为每年给印尼带来的损失约为 ２３００ 万美元， 这

也是印尼采取上述措施的主要原因。② 然而， 这一强硬政策已引发中国、
越南和菲律宾政府的忧虑， 他们已于近期与印尼政府展开协商。

南海和马六甲海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海洋资源， 更因为它们是主

要的海上交通线， 战略地位重要。 西南方延伸至新加坡以及马六甲海峡、
东北方向到达台湾海峡的南海海域， 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要道之

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表示， ２０１３ 年全球 ３０％的海上贸

易③和 ６０％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发途经马六甲海峡以及

南海海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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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ｅｎｔｅｒｉ Ｓｕｓｉ ｔａｎｇｋａｐ ２２ Ｋａｐ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ｕｓｉ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ｈｔｔｐ： ／／
ｂｉｓｎｉｓ ｔｅｍｐｏ ｃｏ ／ ｒｅａｄ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８ ／ ０９０６２７１９７ ／ ｍｅｎｔｅｒｉ⁃ｓｕｓｉ⁃ｔａｎｇｋａｐ⁃２２⁃ｋａｐａｌ⁃ｉｋａｎ⁃ｃｉｎａ；
“Ｍｅｎｔｅｒｉ Ｓｕｓｉ ｔａｎｇｋａｐ １６ ｋａｐａｌ ａｓｉｎｇ ｓｅｐａｎｊａｎ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ｕｓｉ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１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ｖｅｓｓｅ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１３３７３４ － ３
２ －８２３４１ ／ ｍｅｎｔｅｒｉ⁃ｓｕｓｉ⁃ｔａｎｇｋａｐ⁃１６⁃ｋａｐａｌ⁃ａｓｉｎｇ⁃ｓｅｐａｎｊａｎｇ⁃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 ．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ｋｅｒｅｐｏｔａｎ Ｂｅｒａｎｔａｓ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ｆｉｎｄ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ｋ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ｋ ＝ ｗａｗａｎｃａｒａ＆ｉ ＝ ５５５５４⁃Ｉｄａ⁃Ｋｕｓｕｍａ⁃
Ｗａｒｄｈａｎｉｎｇｓｉｈ：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Ｋｅｒｅｐｏｔａｎ⁃Ｂｅｒａｎｔａ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
ＵＮＣＴＡ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ｐ ３７， ｈｔｔｐ：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ｒｍｔ２０１３＿ ｅｎ ｐｄｆ．
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Ｃｈｏｋｅｐｏｉｎｔ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ｂｅｔ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 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 Ｔｒａｎｓｉｔ ＿ Ｃｈｏｋｅ⁃
ｐｏｉｎｔｓ ／ ｗｏｔｃ ｐｄｆ．



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报告也指出， 每天有超过 １５００ 万桶石油经过波

斯湾、 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运往亚洲各国以及美国。① 与此相比， 作为世界

上最重要的海上运输线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 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在 ２０１１ 年

的日均石油运输量约为 １７００ 万桶。 两者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此外， 途经马

六甲海峡和南海的日均石油运输量在过去 ２０ 年来经历了大幅提升。 据美国

国防部报道， 世界海上石油运输的 ２５％和天然气运输的 ５０％都会途经马六

甲海峡。②

然而， 这片全球化的海域不仅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也带来

了不断增加的跨国犯罪尤其是海上犯罪。 谭舒克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 Ｌ Ｔｈａｃｈｕｋ）
和汤莱迪 （Ｓａｍ Ｊ Ｔａｎｇｒｅｄｉ） 将跨国犯罪定义为 “由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

不仅跨越国界并且造成全球影响的犯罪行为”。③ 他们还将作为犯罪实施主

体的非国家行为体分为两类———恐怖主义团体和有组织犯罪团体。 恐怖主

义团体当前的犯罪行为强度更大， 目标更为公开， 并且更具有全球性导

向。 他们也会进行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相同的犯罪活动以获得资金， 如毒品

交易、 军火走私、 洗钱、 人口贩卖和海盗行为。④在亚太海域， 恐怖主义袭

击已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印尼、 泰国和菲律宾。
在海盗威胁方面， 据国际海事局和国际商会 （ ＩＣＣ⁃ＩＭＢ） 的报告，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 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沿岸海域共发生了

５１３ 起海盗袭击事件， 占全球海盗袭击事件的近 ３６％ 。⑤ ２０１１ 年版的报告

则指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该地区的海盗袭击事件下降至 ２４０ 起。⑥这可能是

受印尼、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开始的联合打击马六甲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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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ｌｏｙｄｓ 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ａｎａｍａ Ｃａ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ｅｚ Ｃａ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ＣＴＡＤ．
Ｔｅｒｒｉ Ｍｏｏｎ Ｃｒｏｎｋ， “ Ｐａｃｏｍ Ｃｈｉｅ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ＤｏＤ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２４， ２０１５．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 Ｌ Ｔｈａｃｈｕｋ ａｎｄ Ｓａｍ Ｊ Ｔａｎｇｒｅｄｉ，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２， ｐｐ ５７ －
７７．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 Ｌ Ｔｈａｃｈｕｋ ａｎｄ Ｓａｍ Ｊ Ｔａｎｇｒｅｄｉ，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２， ｐｐ ５７ －
７７．
ＩＣＣ⁃ＩＭＢ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ｈｉｐｓ， ２００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ＣＣ⁃ＩＭＢ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ｈｉｐｓ， ２０１０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行动的影响。 然而， 这一数据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又回升至 ４５３ 起。① 在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全球 １３４ 起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事件中， 有超过 １ ／ ３ 发生在临近

印尼的海域， 因此海盗袭击也时常令亚太国家感到担忧。②

为了确保商品的自由流动、 保障石油供应以及保护海洋资源及领海权

益， 亚太国家争相发展海军力量。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 区域内一些国家也

有了更多的军费预算来推进海军现代化。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
中国的海上供给所面临的挑战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两个方面， 中国海

军战略将实现由 “近海防御型” 向 “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 的转变。 随

着过去 １０ 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将构建合成、 多能、 高效的海上作战

力量体系。 总结来说， 中国军队将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 海上机动作战、
海上联合作战、 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③

然而， 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和国防事业而进行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不

断增长的国防开支， 令一些邻国感到不快和担忧， 引发了后者的类似做

法。 同样， 亚太地区缺乏海军力量安排也令人担忧， 没有一个可以监督各

国海军力量发展的机制。 这就是罗素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所说的， 一国军事力量

的弱势将增加其威胁认知， 进而引发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④军备竞赛反过

来导致大国与中等大国之间的结盟， 使亚太国家间局势更为紧张。 例如，
鉴于与中国在东海及南海存在的争议， 日本、 越南和菲律宾已与美国展开

了联合军事演习。
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对海洋贸易体系和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 危及亚太

国家经济繁荣的跨国犯罪的增加， 以及地区军备竞赛导致的不稳定性， 已

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同关切。 因此， 主要亚太大国和东南亚都出台了保卫

本国领海、 国家利益以及航道安全的相关法规。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亚峰会上提出了旨在维护美国在

该地区主要国家利益的 “亚太再平衡” 战略。 ２０１２ 年， 美国防务战略指南

指出， 美国军队将通过与盟友强化伙伴关系， 继续发挥其在促进地区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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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ＣＣ⁃ＩＭＢ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ｈｉｐｓ， 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ｉｒａ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ｃｃ⁃ｃｃｓ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１１１１⁃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ｐｉｒａｃｙ⁃ｒｅｐｏｒｔ⁃ｒｅ⁃
ｖｅａｌ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ｓｅ⁃ａｓｉａｎ⁃ａｔｔａｃｋ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ｍａｌｌ⁃ｔａｎｋ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ｅｎｇ ｍｏｄ ｇｏｖ ｃｎ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ｓ ／ ．
Ｋａ Ｐｏ 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Ｍａｋ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ＮＹ，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１ － １４．



球稳定和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 这种伙伴关系将保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

力量能够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确保通过海洋进入和使用全球公域， 服务

美国及亚太地区国家的利益。①

作为对美国这一举措的回应，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提议由中国、 中

亚国家、 俄罗斯、 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共同建立一个合作框架和机制，
即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东南亚国家， 习近平

主席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于印尼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强调， 中国将通过建立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并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

体化。 这一倡议还将重点放在构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伙伴关系上， 强调建

立讲信修睦、 合作共赢、 守望相助、 心心相印和开放包容的中国与东盟命运

共同体。②

同样， 新当选的印尼总统佐科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东亚峰会上宣布要使印

尼成为 “全球海洋支点” 的愿景。③ 这一概念有五大支柱， 即重建印尼海

洋文化、 维持和管理海洋资源、 发展海上基础设施和连通性、 加强海洋外

交， 以及发展海上防卫力量。 由于印尼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 马六甲海峡

和南海交界处， 佐科的这一全球海洋原则甫一出台， 就使中国和美国逐渐

向印尼靠近。 两国都提议与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海洋合作。
在佐科总统访美期间， 美国与印尼就在泛太平洋地区进行海上联合演习的

可能性进行了探讨。④

三　 东盟的角色与海洋合作范畴

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 脆弱性及其管理问题是亚太国家的共同

关切。 虽然各国在东海、 南海管理问题上的立场不尽相同， 但都认为合作

对于维持地区和全球的和平、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从各国的国防白皮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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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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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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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美国、 中国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希望通过采取全面的合作行

动、 构建信任措施和自我克制来实现共同利益。
作为一个旨在促进地区和平、 繁荣和稳定的亚太区域集团， 东盟具有通

过合作方式促进和协调区域大国以及成员国在亚太海域国家利益的优势。 虽

然根据 １９６７ 年曼谷宣言， 东盟的建立最初意在增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 社会

和文化合作， 但安全已经逐渐成为东盟的核心议题。①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 东盟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更多地因为政治目标、 稳定

和安全而联合在一起。②这一点在南海争议问题上尤其得以体现。
作为中国和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等东盟国家之间存在争议

的问题， 南海海域的主权重叠已经威胁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 这

一局势也使各国以保护领土及自然资源不受传统、 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名加

强了海军活动。 通过会议和对话讨论这些问题， 东盟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

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９０ 年印尼发起了管控南海潜在冲突的第一次研讨

会。 之后的每年东盟领导人联合公报和主席国声明都对南海问题及其管控

有所提及。③

１９９２ 年，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成功签署了关于南海的宣言， 随后

双方于 ２００２ 年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这两份文件呼吁通过和平方

式解决管辖权争议， 各方同意不使用武力， 保持自我克制， 就海洋安全、
海洋环境保护、 搜寻与救助、 打击跨国犯罪进行合作， 并以 《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 的相关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④ 这也标志着东

盟已成为承担维护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和平、 繁荣、 安全与稳定责任的主要

推动力量。
在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和安全方面， 东盟也构建了一些机制， 能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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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就共同的政治、 安全事务进行对话和磋商， 构建互信和开展预防外

交。 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 （ＡＲＦ）、 东盟防长会议 （ＡＤＭＭ） 以及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日本、 新西兰、 韩国、 俄罗斯和美国等十个对话

伙伴参与其中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这些会议为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东盟

和对话伙伴国讨论安全和防务问题提供了场所。
然而， 在 ２０１２ 年柬埔寨举行的会议上， 东盟领导首次未能就处理南海

争端达成协议。 此后， 争论一直持续至由东盟十国及澳、 中、 印、 日、 美

防长参加的会议， 而该会议也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① 南海行为准则

的制定所引发的争论和延续的漫长过程也体现出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的

分歧在不断加大。 此外， 东盟成员国与不同亚太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可

能加剧东盟内部的不团结， 东盟国家与域外大国之间协定的双边协定也可

能带来这种问题。
表 ２ 是这类伙伴关系的大致情况。

表 ２　 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 东盟国家 伙伴国 合作领域

环太平洋联合

军演 （ＲＩＭＰＡＣ）
印尼、 马来西亚、 菲

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澳 大 利 亚、 日 本、 韩

国、 新西兰、 印度、 加拿大、
智利、 哥 伦 比 亚、 法 国、 挪

威、 秘鲁、 墨西哥、 荷兰、 汤

加、 英国

海上和军事演习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 （ＴＰＰ）
文莱、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新

西兰、 美国、 智利、 墨西哥、
秘鲁

贸易、 投资和经济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文莱、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缅甸、 菲律宾、 新

加坡、 泰国、 越南

澳大 利 亚、 中 国、 印 度、 日

本、 韩国、 新西兰
贸易、 投资和经济

亚太经合

组织 （ＡＰＥＣ）

文莱、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新

加坡、 泰国、 越南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韩

国、 新西兰、 美国、 中国、 墨

西哥、 巴布亚新几内亚、 智

利、 秘鲁、 俄罗斯

经济、 自由贸易

协定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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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伙伴关系 东盟国家 伙伴国 合作领域

东亚峰会

（ＥＡＳ）

文莱、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澳大 利 亚、 中 国、 印 度、 日

本、 新西兰、 韩国、 俄罗斯、
美国

就经 济 合 作、 能

源、 气候变化和东

盟内部事务进行讨

论的峰会

上述伙伴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以及东盟成员国未能就南海问题达成

协议表明， 东盟和中国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建立一个亚太海洋伙伴关系的

可能性。 这种伙伴关系应涵盖东盟国家和所有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 即中

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美国。 这一亚太海洋伙伴关系将加

强东盟内部及东盟与亚太伙伴国尤其是与中国的互信， 从而逐渐缓解在南

海问题上的紧张局势。 虽然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都对南海问

题进行了讨论， 但两者的关注点都仅局限于狭义的海洋问题。
在亚太海洋伙伴关系框架下， 可以讨论包括航海安全及海洋管理在内

的综合议题， 从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 此外， 会议也应讨论更进一步的海

洋合作， 包括信息共享、 技术合作、 相关部门互访、 海上互联、 能力建

构、 基础设施升级、 海员培训、 海洋科学研究、 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旅游

发展、 灾害救助、 非法、 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行为应对、 海洋安全和港口

建设等。

四　 结论

鉴于亚太地区及亚太海洋的重要性和脆弱性， 地区大国相继出台了各

自的海洋及防务战略， 以促进繁荣、 安全和地区稳定。 作为地区一员， 东

盟也应根据其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共同关切， 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南海问

题， 东盟已建立了相关机制进行解决， 但到目前为止各方尚未就该问题达

成协议。 因此， 东盟和中国应怀着良好的政治愿景， 建立起包括韩国、 日

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美国等其他亚太国家和东盟伙伴国在内的亚太海

洋伙伴关系， 应对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从根本上来说， 这一旨在

增强成员互信、 为进一步的海洋合作奠定基础的伙伴关系， 是建立信任措

施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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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ｍｏｓ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ａ ｄｕｅ
ｔｏ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ｈｏｒ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Ｅ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ｏｒｄｅｒ ａｔ ｓｅａ Ｔｈｉ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ｖ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ｕｌｃｒｕｍ；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ｇｅｌ Ｄａｍａｙａｎｔｉ，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ＳＦＡＳ）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ＵＫＩ）， Ｊａｋａｒ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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