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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探析∗

王　 涛∗

　 　 内容提要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ꎬ 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

政府武装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ꎮ 油气产区的经济矛盾、 族际

矛盾、 代际矛盾相互交织ꎬ 引发政府、 公司与当地民众间的复杂冲突关

系ꎬ 而和平抗争的失败最终使民众选择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自身的利

益ꎮ 从 ２００４ 年最早出现的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到 “尼日尔三

角洲解放运动”ꎬ 这一地区的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活动持续至

今ꎮ 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不仅影响了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活动方式、 资金来

源、 人员构成、 组织架构ꎬ 而且塑造了它们的理念诉求ꎮ 它们对资源的

占有既成为这类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手段ꎬ 也成为其斗争的目的ꎮ 资源提

供了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内在张力ꎬ 同时也决定了其影

响限度ꎮ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对跨国油气公司、 三角洲当地社区

乃至尼日利亚政治、 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ꎬ 并冲击了该

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ꎮ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也威胁到中国的海外

利益ꎮ 中国应尽早确立 “长期跟踪研究、 事前预警、 事后高效应对”
的主动防范模式ꎬ 化解相应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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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尼日利亚大规模开采油气以来ꎬ 以尼日尔河三角洲为

中心的油气产区的安全局势一直不容乐观ꎮ 这是政府、 油气公司与民众关系

以及族群关系复杂互动的结果ꎬ 它所导致的经济矛盾与政治冲突的最重要现

象之一就是当地一系列反政府武装的出现ꎮ 目前ꎬ 国内学界主要将三角洲地

区的武装冲突归入族群冲突的范畴ꎮ① 然而ꎬ 随着油气资源开发所释放出的巨

大影响ꎬ 仅从族际冲突的视角来解读三角洲地区的反政府武装ꎬ 已不能说明

这个问题的本质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兴起的反政府

武装已逐渐脱离了族群、 宗教政治的范畴ꎻ 它们在组织诉求、 组织架构、 活

动方式和人员资金来源等方面都严重依赖油气开发产业ꎬ 并最终形成了相应

的利益链条ꎬ 成为一类独特的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ꎮ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缘起

资源开发会在某些情况下诱发 “资源诅咒” 问题ꎬ 其表现之一便是因利

益分配等所诱发的反政府武装活动ꎮ 这些反政府武装都具有特定的族群、 宗

教、 文化背景ꎬ “资源诅咒” 仅是众多诱因之一ꎬ 并不必然成为反政府武装斗

争的核心议题ꎮ 然而ꎬ 由于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特殊的历史与地缘

背景ꎬ 油气资源利益在 ２１ 世纪初逐渐成为该地区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

兴起的核心因素ꎮ
(一) 油气资源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不满

１９１４ 年ꎬ 英国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政府颁布了 «矿物法案»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ｃｔ)ꎬ 规定各类矿产资源均归地方政府所有ꎬ 收益自然也用于地方社

会发展ꎮ② １９６０ 年尼日利亚独立后ꎬ 历届联邦政府从政治整合、 经济统筹的

角度出发ꎬ 都致力于尽可能多的控制油气收益ꎬ 并据此制订了新的 «石油法

案»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ｔꎬ １９６９)ꎮ 根据该法案ꎬ 以往的地方自主性原则被废

除ꎬ 所有的油气资源均归联邦政府所有ꎬ 油气产区的油气收入由联邦政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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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央基金配发ꎮ① 自此ꎬ 油气产区可获得的税收收益比例逐年锐减ꎬ 由

１９５３ 年的 １００％逐步减至 １９８４ 年的 １ ５％ ꎬ 到 １９９２ 年才小幅增加到 ３％ ꎮ 也

就是说ꎬ 油气产区地方政府从油气收入中直接受益较少ꎮ 此外ꎬ 联邦政府虽

在 １９９２ 年从其油气税收中为产油地设立了发展衍生基金ꎬ 但该基金的管理组

织 “石油矿物产区发展委员会” (ＯＭＰＡＤＥＣ) 和 “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

会” (ＮＤＤＣ) 贪污腐败与官僚作风严重ꎬ 对三角洲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促

进作用十分有限ꎮ② 由于油气行业带有明显的技术、 资本密集特征ꎬ 对资源所

在地的就业拉动不足ꎬ 对当地社区的发展贡献有限ꎬ 在这种情况下油气开发

的利益分配份额又被减至最低ꎬ 意味着三角洲地区既不能受惠于油气产业的

发展ꎬ 又丧失了发展其他行业所必需的启动资金ꎮ
在利益分配削减的同时ꎬ 油气产业发展产生的巨大环境成本也损害了当

地民众的利益ꎮ 这项 “负资产” 主要体现在土壤、 水源与大气污染上ꎮ 据统

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之前的半个世纪ꎬ 三角洲地区共发生 ６ ０００ 多起漏油事故ꎬ
造成 １５０ 多万桶油气泄漏ꎬ 污染了当地土壤与水源ꎻ 大量输油管道的随意铺

设则改变了原有的河流走向ꎬ 破坏了鱼类产卵场ꎻ 而油气开采中放空燃烧的

各类伴生气则对该地区的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ꎮ③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已成为

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ꎬ 不仅居民身体健康受到了损害ꎬ 而且当地传

统的渔业与农业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ꎬ 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ꎮ④ 然

而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了保障油气收益的持续增长ꎬ 长期漠视三角洲地区

的环境问题ꎮ １９６９ 年 «石油法案» 免除了油气公司在地方环境保护上的义

务ꎻ １９７８ 年的 «土地使用法令»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ｅｃｒｅｅ) 则规定尚未划归联邦

政府的土地归州长 (当时由中央政府任命) 所有ꎬ 油气公司自此可以随意钻

井ꎬ 无需与地方社区协商ꎬ 而地方社区也就丧失了与油气公司博弈并获取环

境补偿的权利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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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油气资源的收益分配上ꎬ 还是在油气资源的成本分摊上ꎬ 尼日

利亚联邦政府均长期忽视三角洲地区民众的利益ꎮ 这一能源富集地也因此沦

为尼日利亚最贫穷的地方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到 ２０ 世纪末ꎬ 这一地区的贫困率

高达 ７４ ８％ ꎮ ７３％的人缺乏安全饮用水ꎬ ７０％ 的家庭电力短缺ꎬ 多数社区教

育设施奇缺ꎬ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于 ４０％ ꎬ 仅有 ２％ 的当地人口能够获得

基本医疗保障ꎮ 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仅为 ４６ ８ 岁ꎬ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则高达

２０％ ꎮ① 到 １９９９ 年阿布巴坎尔 (Ａｔｉｋｕ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军政府还政于民之际ꎬ 尼日

利亚联邦政府已无法再忽视三角洲地区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ꎮ 为了平息日益

高涨的民众不满情绪ꎬ 当年政府将油气产区可获得能源收入的比例提高至

１３％ ꎬ 但这仍不足以偿付近半个世纪以来三角洲地区民众所付出的代价ꎬ 因

而民众普遍认为这一比例应提高到 ２５％ ~５０％之间ꎮ②

联邦政府的有限让步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仍无法契合ꎬ 不满情绪广泛弥散ꎮ
２００５ 年一项调查显示ꎬ 有超过半数的三角洲地区居民认为联邦政府是阻碍当

地发展的罪魁祸首ꎮ③ ２００７ 年的另一项调查则表明ꎬ 多达 ３６ ２３％的民众存在

不满情绪ꎬ 表示愿意参与或支持武力反抗政府的活动ꎮ④ 总之ꎬ 三角洲油气产

区民众利益的被边缘化及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ꎬ 是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产

生的基础ꎮ
(二) 多种矛盾交织使问题复杂化

在油气资源开发中ꎬ 族群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ꎮ 就三角洲地区而

言ꎬ 族群问题又包括三角洲本土族群与外部族群的对立ꎬ 以及本土族群间对

立两个方面ꎮ 据统计ꎬ 三角洲地区生活着超过 ６０ 个族群ꎮ⑤ 数百年来ꎬ 这些

族群间就因资源争夺 (奴隶、 棕榈油) 而不断发生冲突ꎮ 发现油气资源后ꎬ
油田的族群归属问题成为新的争夺焦点ꎮ⑥ 这导致三角洲地区族际关系尖锐

化ꎮ 例如在 １９６６ 年ꎬ 三角洲的伊乔人 (Ｉｊａｗ) 就曾反对伊格博人对油气利益

的染指ꎬ 组织起 “尼日尔三角洲志愿军”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ｏｒｃｅ)ꎬ 并成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熊易寒、 唐世平: 前引文ꎬ 第 ９５ 页ꎮ
李文刚: 前引文ꎬ 第 ２６ 页ꎮ
Ｒｉｔａ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７
Ｉｂｉｄ ꎬ ｐ ４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７
Ｊ Ｐ Ａｆａｍ Ｉｆｅｄｉ ａｎｄ Ｊ Ｎｄｕｍｂｅ Ａｎｙｕ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立了 “尼日尔三角洲共和国”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ꎮ① 而伊格博人与豪萨 －
富拉尼人 (Ｈａｕｓａ － Ｆｕｌａｎｉ) 的冲突又因对油气资源的争夺而加剧ꎬ 并引发了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０ 年的比夫拉战争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 Ｗａｒ)ꎮ② 可以说ꎬ 三角洲地区复杂的

多层次族际关系与油气资源开发相交织ꎬ 成为各种潜在冲突的诱因ꎮ
族群内部的代际冲突也因油气资源开发而加剧ꎮ 油气工业对当地就业的

促进作用本就十分有限ꎬ 加之因油气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传统产业萎缩ꎬ 以及

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普遍匮乏ꎬ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各族群的年轻人都普遍缺

少工作机会ꎬ 成为街头无业流动者ꎬ 他们对现状不满并富有攻击性ꎮ③ 这些年

轻人指责族群中的长者对政府、 油气公司的态度软弱ꎬ 也不满长者垄断社会

资源和 “救济品” 的分配ꎮ 年轻人因此聚集起来ꎬ 与族群内长者争夺话语权ꎬ
在处理各类与油气资源开发有关的纠纷时采取更加暴力的解决手段ꎮ④

在各类群体间纠纷不断的情况下ꎬ 尼日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又无法切实担

负起有效的治理职责ꎮ 一般而言ꎬ 尼日利亚各级政府只关心税收ꎬ 对于社会

服务事业重视不够ꎬ 投入也相对不足ꎮ 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秩序多依靠地方族

群长老 (酋长)、 村长等传统领袖加以维持ꎬ 社会福利也多呈现出民间互助的

形式ꎮ 在族际关系、 代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ꎬ 这种传统的基层治理体系又趋

于瓦解ꎮ 因而ꎬ 三角洲地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秩序都是缺失的ꎬ 呈现出

混乱的无政府状态ꎬ 并影响到油气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活动ꎮ 面对民众抗议ꎬ
政府通常采用军警进行镇压ꎮ 这种高压手段虽可暂时快速解决争端ꎬ 但也不

可避免地增加了民众与政府乃至与油气公司的对立情绪ꎮ
油气公司在面对混乱、 紧张的局势时ꎬ 为了保障自身正常经营活动ꎬ 不

得不采取 “非常策略” 以求自保ꎬ 其中一些措施也在不同程度上恶化了当地

局势ꎮ 例如ꎬ 为了防止激进分子破坏油气生产活动ꎬ 油气公司就向这些人群

提供类似 “保护费” 的资金ꎬ 这却引来了更多的激进分子ꎮ⑤ 为了平息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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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油气生产的抗议ꎬ 公司向尼日利亚军警提供装备等后勤支持ꎬ 民众则把油

气公司与政府看成同一阵营ꎬ 认为 “油气公司是政府帮凶”ꎮ 甚至有些时候ꎬ
油气公司自己还雇佣当地年轻人做保安ꎬ 这间接引起不同族群年轻人间为争

夺保安职位而发生械斗ꎮ①

可以说ꎬ 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与族际问题、
代际问题、 政府治理问题等混杂在一起ꎬ 使矛盾逐渐累积、 复杂化ꎬ 共同促

成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产生ꎮ
(三) 从和平抗议到武装斗争

油气资源开发的相关问题产生以后ꎬ 通过议会进行体制内斗争是产油区

民众的首要选择之一ꎮ 然而ꎬ 三角洲产油区自尼日利亚独立以来便在议会中

处于 “失声” 状态ꎮ 在 １９５９ 年ꎬ 尼日利亚宪法确定了众议院席位按人口分配

的原则ꎬ 使得北部地区在第一届议会中获得了超半数席位ꎬ 而三角洲地区所

属的东部在 ３１２ 席中仅有 ７３ 席ꎮ １９６６ 年ꎬ 随着伊龙西 (Ｔｈｏｍａｓ Ｕｍｕｎｎａｋｗｅ
Ａｇｕｉｙｉ － Ｉｒｏｎｓｉ) 政变上台ꎬ 尼日利亚进入了漫长的军人统治时期ꎬ 代议制民

主遭到彻底破坏ꎬ 三角洲民众通过议会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被堵塞ꎮ② 另外ꎬ
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还以 “建州计划” 对油气产区进行数次分割ꎬ 使三角洲

各地的意见发生分化ꎬ 整体实力被削弱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随着阿布巴坎尔政府还政

于民ꎬ 议会制度得以恢复ꎮ 不过ꎬ 由于主要油气产区最终被分解为 ８ 个州且

在参、 众两院的席位分别仅占席位总数的 ２２％和 ２１％ ꎬ 因此油气产区依然无

力左右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走向ꎮ③

在议会斗争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ꎬ 三角洲地区的民众也发动街头群众

运动ꎬ 试图通过静坐、 示威游行等方式维护自身利益ꎮ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分

别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８ 年成立的 “奥贡尼人生存运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ｇｏｎｉ Ｐｅｏｐｌｅ) 和 “伊乔青年会议” (Ｉｊａｗ Ｙ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ꎮ 前者

于 １９９３ 年组织了一次 ３０ 万人的游行ꎬ 抗议壳牌公司 (Ｓｈｅｌｌ) 开采油气资源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ꎮ④ 后者则发表了 «卡伊马宣言» (Ｋａｉａｍ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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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布哈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ｕ Ｂｕｈａｒｉ) 军政府上台而解散ꎻ 第三届议会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ꎬ 仅数月后便被阿巴

查 (Ｓａｎｉ Ａｂａｃｈａ) 军政府解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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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油气公司满足当地社区的要求ꎬ 并发起了一系列的集会抗议行动ꎮ 不过ꎬ
这些民众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ꎮ① 联邦政府宣布 “奥贡尼人生存运动” 为

分离主义组织ꎬ 并于 １９９４ 年以谋杀罪判处该组织九名领导人死刑ꎮ② “伊乔全

体青年会议” 的集会游行也被镇压ꎬ 造成数百人死伤ꎮ③

几十年的抗争经历使三角洲地区民众意识到ꎬ 体制内的抗议不能有效维

护自身利益ꎬ 于是ꎬ 他们成立反政府武装ꎬ 对政府采用 “以暴易暴” 的方式ꎬ
以期维护自身诉求与利益ꎮ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发展与特点

(一) 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演化历程

反政府武装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ꎬ 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开启有可能为反政

府武装的产生创造条件ꎮ 就尼日利亚而言ꎬ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的民主化转型

成为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产生的直接诱因ꎮ １９９９ 年军政府还政于民ꎬ
尼日利亚重启了民主化进程ꎮ 然而ꎬ 由于相应监管制度的不完善ꎬ 尼日利亚

在 ２００３ 年政府选举中出现了大量舞弊行为ꎮ 少数政客为赢得选举ꎬ 不惜雇

佣、 武装激进分子成立忠于其个人的武装团伙ꎬ 强迫当地社区民众投自己的

票ꎮ④ 其中ꎬ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ｏｒｃｅ) 最初由河流州州长彼得欧迪利 (Ｐｅｔｅｒ Ｏｄｉｌｉ) 扶植ꎮ⑤ 在选举后ꎬ 为

防止该组织势力坐大ꎬ 欧迪利又支持 “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团”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Ｖｉｇｉｌａｎｔｅ) 与之对抗ꎬ 相互制衡ꎮ 最终ꎬ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宣布与政府 “全面开战”ꎬ 要求所有油气公司立即停止作业ꎬ 离开三角

洲地区ꎬ 同时开始对三角洲地区的油气生产设施发起大规模破坏行动ꎬ 对尼

日利亚乃至世界原油市场均造成了巨大影响ꎮ 由于清剿行动难以奏效ꎬ 奥巴

桑乔政府不得不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ꎮ 最终ꎬ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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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ꎮ① 政府承诺给予武装分子大赦与工作岗

位ꎬ 并以 １ ８００ 美元 /件的价格回收其手中的武器ꎬ 而后者则保证停止与政府

的对抗行为ꎮ② 然而ꎬ 该停火协议仅是暂时地平息了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冲突ꎮ
一方面ꎬ 大赦项目未能有效帮助武装分子回归社会ꎬ 油气资源开发引发的各

类矛盾也未得到彻底解决ꎻ 另一方面ꎬ 政府对武器的 “收购价” 远高于 “市
场价”ꎬ 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武装分子升级军备的作用ꎮ③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前领导人阿萨里多库伯

(Ａｓａｒｉ Ｄｏｋｕｂｏ) 被政府以分裂国家罪逮捕ꎬ 引发社会强烈反弹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成立ꎬ 在随后 ６ 个月中向油气公司发起了近 ２０ 次袭击ꎬ 造成了超过 ２０ 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 (占当年尼日利亚油气总收入的 ３２％ )ꎬ 并导致国际油气公司大

规模的撤离ꎮ 此后ꎬ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军”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１８９５ 年 １１ 月运动”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９５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等反政府武装相继成立ꎬ
围绕油气资源同政府、 或彼此间展开激烈争夺ꎮ 至 ２００９ 年ꎬ 尼日利亚油气出

口量较 ２００６ 年又下跌了 ３８ ５％ ꎮ④ 政府不得不于 ２００９ 年再次宣布对武装分子

实施大赦ꎬ 同时增加了三角洲地区民众享有的油气收入份额ꎬ 将油气收入的

１０％以信托的方式发放给该地区居民ꎮ⑤ 不过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三角洲地区规模

最大的反政府武装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仍在坚持抵抗ꎬ 针对油气生产

设施的袭击仍时有发生ꎮ
(二) 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发展特点

２００４ 年发展至今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各支反政府武装ꎬ 无不深刻受到油气

资源开发的影响ꎮ 这也是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与其他反政府武装最大

的差异ꎮ
第一ꎬ 从理念诉求看ꎬ 这类反政府武装的政治意识形态较为淡化ꎬ 经济

实用主义色彩更加明显ꎮ ２００４ 年之前ꎬ 油气资源开发问题虽然已在三角洲地

区反政府武装的兴起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ꎬ 但从未成为它们武装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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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议题ꎮ 例如ꎬ 伊乔人与伊格博人对油气利益分配的分歧促使前者成立了

“尼日尔三角洲志愿军”ꎬ 而伊格博人出于对豪萨 － 富拉尼人抢夺油气收益的

恐惧而建立了 “比夫拉军”ꎮ 可以说ꎬ 油气开发问题是族群冲突的副产品ꎮ
然而ꎬ 该国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理念诉求则超越了族群等传统

矛盾ꎮ 一方面ꎬ 随着油气行业的发展ꎬ 当地其他产业受到抑制ꎬ 就业压力不

断增加ꎬ 失业人口集聚ꎬ 该地区的所有族群均被波及ꎮ 同时 “石油黑金” 带

来的巨额财富又给民众带来了虚幻的致富希望ꎬ 导致民众关注点都逐渐集中

到了油气财富上面ꎮ 在三角洲地区ꎬ “勤劳和致富之间没有必然关系”ꎬ① 这

也必然影响到当地反政府武装的诉求ꎮ 另一方面ꎬ 从比夫拉内战及其后多年

斗争的历史经验中ꎬ 新兴反政府武装也意识到 “独立”、 “自治” 或 “捍卫被

压迫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利益” 等诉求难以轻易达成ꎬ 与其追求上述 “虚
无缥缈” 的目标ꎬ 不如紧紧抓住石油利益更加切实ꎬ 通过呼吁 “资源自主”
等更为实际的主张赢取民众支持ꎮ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争取更多的油气资源收益成为反政府武装的斗争

核心与主要目标ꎮ 尼日利亚境内活动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 斗争目标最为明

确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是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ꎮ 该组织明确表示其

斗争有别于三角洲地区广泛存在的族群冲突ꎮ 它不代表某个特定族群ꎬ 而是

代表整个三角洲地区ꎮ③ 与此同时ꎬ 该组织也不以 “民族自决” 等口号谋求

地区独立ꎬ 表示无意分裂尼日利亚ꎮ④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表示支持实

行 “真正意义” 上的联邦制ꎬ 甚至承认尼日利亚其他地区与三角洲地区一样

拥有享受油气收益的权利ꎮ 它仅是主张联邦政府将三角洲地区享有的油气收

益份额增加至 ５０％ ꎬ 同时要求在三角洲作业的壳牌公司支付 １５ 亿美元的污染

补偿ꎮ⑤ 可见ꎬ 加大油气资源开发中的收益分配以及生态补偿成了这类组织核

心诉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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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从活动方式和资金来源看ꎬ 这类反政府武装集中攻击油气开发设

施与人员ꎬ 并从油气开发中获取主要收入ꎮ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活动

方式也由其诉求所决定ꎮ 在冲突中ꎬ 这些组织逐渐意识到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在三角洲地区的最大利益关切即油气资源开发ꎬ 这也是政府的 “软肋” 所在ꎮ
而围绕油气开发问题与政府展开斗争ꎬ 更容易迫使政府让步ꎮ① 与其他类型的

反政府武装不同ꎬ 它们并不热衷于攻击政府目标来宣示政治主张ꎬ 或抢劫村

庄掠夺人质、 补充兵员ꎬ 而主要对油气资源开发的上下游领域及相关工作人

员展开袭击ꎮ 在 ２００６ 年这一状况最为突出ꎬ 当年三角洲各类反政府武装对油

气产业的攻击使尼日利亚石油出口量下降了约 ２０％ ꎮ②

特别是ꎬ 这些反政府武装还逐渐了解到国际油气市场的运行机制ꎬ 在发

动袭击的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媒体ꎬ 夸大危机程度ꎬ 以引起国际能源市场的恐

慌ꎬ 进而引发油价波动ꎬ 借重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尼日利亚政府做出让步ꎮ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在武装袭击前后ꎬ 往往以乔莫格莫 ( Ｊｏｍｏ
Ｇｂｏｍｏ) 的名义通过电子邮件向世界主要媒体发布 “预警” 或声明ꎮ③ 最终该

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就可遥控国际油价走势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尼日尔

三角洲解放运动” 发布了实施 “黑色 １１ 月” 系列袭击的电邮ꎬ 国际油价随之

上涨了 １ ２８ 美元 /桶ꎬ 有些媒体甚至认为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创造了

“邮油联动机制”ꎮ④

需要注意的是ꎬ 虽然上述反政府武装声称要阻止三角洲地区全部的油气

资源开发活动ꎬ 但实际上油气产业是它们重要的资金来源ꎮ 这些反政府武装

可通过油品与设备走私等手段获取大量资金ꎮ 据统计ꎬ 仅在 ２００４ 年ꎬ 尼日利

亚所产原油每天便被走私分子偷走约 ２０ 万桶ꎬ 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 １０％ ꎮ⑤

其规模之大已被媒体称为 “产业规模式盗窃”ꎮ⑥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武装

分子月收入一度可达 ５ 万奈拉ꎬ 远远高出从事合法工作所得ꎮ⑦ 油气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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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蕴含的巨大 “商机” 甚至诱使反政府武装之间发生争抢 “生意” 的火

拼行为ꎮ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就曾因争夺在哈科特港 (Ｐｏｒｔ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的 “势力范围” 而与 “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团” 大打出手ꎮ 可见ꎬ 油气资源还

成了维持冲突的 “燃料”ꎮ① 甚至有人认为ꎬ 原本旨在抗议政府掠夺资源的激

进行动已演变为一种产业ꎬ 而 “想要弄清贪婪和怨恨的区别越来越难”ꎬ 因为

它已变成 “一种财源滚滚的战争政治经济体制”ꎮ②

第三ꎬ 从组织方式看ꎬ 这类反政府武装有着 “去中心化” 的组织架构ꎬ
人员构成十分庞杂ꎮ 由于油气开发设施多分布于远离政府控制的偏远地区ꎬ
而相关工作人员也属于易受攻击的 “软目标”ꎬ 加之反政府武装的各个小分队

能够通过油气盗采活动等实现自给ꎬ 因而对于上述反政府武装来说ꎬ 加强行

动灵活性、 机动性便成为第一要务ꎬ 组织的统一性问题则相对次要ꎮ 这就使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呈现出内部组织架构十分松散的特点ꎬ 同时也加强

了其组织的包容力ꎮ 例如ꎬ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就多次表示愿意吸纳任

何 “志同道合” 的武装团体ꎬ 并已成功吸引 “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
“尼日尔三角洲激进行动联盟”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烈士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Ｂｒｉｇａｄｅ) 等组织加入ꎮ③ 然而ꎬ 即使在这些组织

加入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后ꎬ 它们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功能整合或职责

分工ꎮ 每支武装都打着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的旗号各行其是ꎬ 彼此关

系若即若离ꎬ 更多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ꎮ 在行动中ꎬ 它们也缺乏必要的

协调ꎮ 有研究者就指出ꎬ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与其说是一支反政府武

装ꎬ 不如说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ꎮ 因而ꎬ 各个分支的独立行动使得政府难

以对该组织的发展做出预判ꎬ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袭击的突然性ꎬ 起到了迷

惑对手、 保护自身的作用ꎮ④

这种 “去中心化” 的组织架构使外界无法准确估计该组织的规模ꎬ 有研

究估算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ꎻ 甚至由于 “去中心化” 的架构ꎬ 导致外界连

该组织的领导人是谁都无法确定ꎬ 增加了政府制订对策的难度ꎮ⑤ 不过ꎬ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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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趋利性特征入手ꎬ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ꎬ 这类组织

的成员构成一定十分庞杂ꎬ 只要有利可图ꎬ 就能够被吸引进来ꎬ 因而就跨越

了代际乃至族际界限ꎮ 而这种趋利性特征又使其在油品盗窃、 走私过程中形

成了独特的利益链条ꎬ 将海外侨民、 商人ꎬ 还有地方甚至更高层 (州政府甚

至联邦政府) 的政客、 负责三角洲地区治安的海军指挥官、 有可能参与调查

的地方警察头目以及石油公司的员工等等都吸纳进来ꎬ① 从而为反政府武装自

身构筑起一层层保护网ꎮ
总之ꎬ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诉求、 斗争方式、 资金、 组织架构与

人员等各个方面ꎬ 都是与油气资源开发息息相关的ꎮ 它们既提供了油气寄生

型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内在张力ꎬ 同时也决定了其影响限度ꎮ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产生的影响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已发展成为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不可忽视的不

稳定因素ꎮ 这类组织通过向油气工业发动大量袭击ꎬ 对三角洲地区、 尼日利

亚乃至西非地区局势都造成了巨大影响ꎮ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对油气公司的影响

作为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打击对象ꎬ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油

气工业自然首当其冲ꎮ 根据尼日利亚日利亚国有石油公司 (ＮＮＰＣ) 的统计ꎬ
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中仅针对输油管道的破坏活动就达到年均 ２ ６００ 起ꎬ 造成了

超过 ２ ４２７ ８ 亿奈拉的损失 (参见图 １)ꎬ 且在 ２０１０ 年后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

势ꎮ② 与此同时ꎬ 这些反政府武装还针对石油工人发起了频繁的袭击活动ꎮ 据

统计ꎬ 仅在 ２００７ 年就有超过 ３００ 名外国工人和超过 １ ０００ 名尼日利亚工人在

尼日尔三角洲地区被绑架ꎮ③ 为维护资产与员工的安全ꎬ 油气公司不得不斥巨

资加强自身的安保力量ꎮ 仅 ２００７ 年ꎬ 油气公司在安保上的花费就达 ３７ 亿美

元ꎮ④ 有时油气公司也不得不向武装团伙交纳 “保护费” 以换取经营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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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进行ꎬ 甚至连尼日利亚国有石油公司都曾向这些反政府武装支付 １ ２００ 万

美元ꎬ 以换取三角洲地区部分输油管道的安全ꎮ①

图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尼日利亚输油管道破坏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

资料来源: ＮＮＰＣꎬ 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Ａｂｕｊａ: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５

不仅三角洲的陆地开采不安全ꎬ 近年来海上油气田也受到了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威胁ꎮ 这些反政府武装要么提供资金、 武器去扶持海盗组织ꎬ
要么亲自 “出手”ꎬ 对三角洲附近海域的油轮展开袭击ꎬ 在破坏尼日利亚石油

出口运输线的同时ꎬ 通过抢劫油品获利ꎮ② 据统计ꎬ 仅 ２０１５ 年ꎬ 尼日尔河三

角洲周边海域就发生了 １４ 起海盗事件ꎬ 占世界总数的 ５ ７％ ꎮ 目前这一海域

已超过亚丁湾ꎬ 成为世界海盗事件三大高发区之一ꎮ③ 此外ꎬ 这些反政府武装

还频繁袭扰钻井平台等设施ꎬ 干扰尼日利亚海上油气开采活动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ꎬ 针对尼日利亚海上油气设施的袭击至少已有 ２９ 次ꎬ 占同期世界总数的

４８ ３％ ꎮ④ 其中反政府武装在 ２００８ 年长途奔袭 １２０ 千米ꎬ 袭击了尼日利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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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邦加” (Ｂｏｎｇａ) 海上钻井平台ꎮ 此次袭击使尼日利亚石油一度减产

２２ ５ 万桶 /天ꎬ 动摇了尼日利亚在非洲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地位ꎮ①

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ꎬ 油气公司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模式ꎬ 被迫参与到

地方社区的发展援助之中ꎬ 以期改变在民众心中 “政府帮凶” 的形象ꎬ 减少

民众对武装分子的支持ꎮ 例如ꎬ 壳牌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推出了旨在促进当地社区

发展的 «全球谅解备忘录»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ａ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ꎮ② 然而ꎬ 这

也不可避免地增大了油气公司的运营成本ꎮ 据估计ꎬ 壳牌公司每年在尼日利亚

社区发展项目上的花费达到了 ６ ０００ 万美元ꎮ 若把 “慰问”、 “补偿”、 “援助”
等名目的开支也包含在内ꎬ 这一数字将达每年 ２ 亿美元ꎬ 占公司总预算的 １０％ꎬ
而有些公司在此类活动上的花费则高达总预算的 １５％ ~ １７％ꎮ③ 油气公司上述

用于社区发展方面的支出ꎬ 客观上有助于它们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ꎮ
(二) 对油气产区地方社区发展的影响

相较于对油气工业的影响ꎬ 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对油气

产区当地社区的影响较为复杂ꎮ 从油气产区地方社区内部层面看ꎬ “油气寄生

型” 反政府武装的活动造成了地方社区的分化ꎮ 一方面ꎬ 由于这些地方社区

与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均对油气公司、 尼日利亚政府心存不满ꎬ 在扩

大油气收益分配份额等问题上拥有 “共同利益”ꎬ 部分地方社区甚至成为 “油
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坚定支持者与成员来源地ꎮ 另外ꎬ 反政府武装也积

极以 “地方社区代表” 或 “支持者” 的身份介入地方社区与油气公司之间的

纷争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地方社区与顶点石油公司 (Ｐｅａｋ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的纠

纷中ꎬ 武装分子便 “帮助” 地方社区绑架了公司 ４ 名雇员ꎬ 迫使其做出让

步ꎮ④ 由此可见ꎬ 部分油气产区的地方社区已经与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形成

了 “利益共同体”ꎮ
另一方面ꎬ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等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虽

然试图将自身包装成三角洲地区全体民众利益的维护者ꎬ 但其成员仍主要来

自伊乔人ꎻ 加之ꎬ 部落主义在尼日利亚根深蒂固ꎬ 因而在其他族群眼中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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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仍难逃伊乔人利益代言者的形象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

油气产区安全环境的整体恶化ꎬ 导致超过 ２ ０００ 人丧生与众多诸如强奸、 抢劫

等践踏人权事件的发生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 部分社区认为自己成了伊乔人与政府

冲突的受害者ꎬ 强烈反对这些反政府武装ꎮ 在冲突最为激烈的 ２００９ 年ꎬ 部分

地方社区便公开支持政府军 “维持秩序与和平的行动”ꎬ 并邀其在自己社区长

期驻扎ꎮ②

若从尼日利亚全国层面看ꎬ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则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尼日尔河三角洲在政治、 经济领域被边缘化的态势ꎮ 随着 “尼日

尔三角洲解放运动” 等反政府武装日益活跃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不得不重新

审视对三角洲地区所采取的政策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联邦政府建立了旨在解决危

机的 “尼日尔三角洲技术委员会”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ꎮ 该委员

会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三角洲地区ꎬ 并由 “奥贡尼人生存运动” 领导人雷杜米

提 (Ｌｅｄｕｍ Ｍｉｔｅｅ) 担任主席ꎮ 与此同时ꎬ 联邦政府还成立了 “尼日尔三角洲事

务部”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ꎬ 以应对三角洲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 环

境保护与就业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ꎮ③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中ꎬ 该部门的预算高

达 ２ ４１０ 亿奈拉 (约合 １５ ５ 亿美元)ꎮ 与此同时ꎬ 联邦政府还大幅增加了对三

角洲地方社区以及诸如 “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 这类发展组织的拨款ꎬ
并将三角洲地区可支配的油气收入比例提高到 ２３％ ꎮ④

(三) 对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同样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尼日利亚造成了巨大影

响ꎮ 起初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并未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给予足够重视ꎬ 仅是将

其定义为石油盗窃团伙ꎮ 然而ꎬ 随着三角洲地区冲突的不断升级ꎬ 它们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逐渐到了政府无法承受的地步ꎮ 据统计ꎬ 仅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

中ꎬ 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以及油品盗窃就使尼日利亚蒙受了约 ６１６ 亿美元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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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ꎮ 联邦政府不得不增加武器采购预算ꎬ 并加大了在三角洲地区的军事清剿

力度ꎬ 这成为 ２００７ 年以来国家军费急遽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见图 ２)ꎮ 这一

时期在三角洲的军事行动规模甚至超过了比夫拉战争ꎮ①

图 ２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４ 年尼日利亚军费开支 (单位: １０ 亿奈拉)

资料来源: “ＳＩＰＲＩ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ｌｅｘ / ｍｉｌｅｘ＿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２０１６ －０７ －１９

除了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冲突ꎬ 随后的大赦行动也给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带

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ꎮ 为了诱使武装分子放弃抵抗ꎬ 政府开出了极为优厚的

条件ꎬ 包括每月 ６ ５ 万奈拉 (约合 ３５０ 美元) 的生活补助 (目前尼日利亚的

最低工资标准仅为 １ ８ 万奈拉) 以及大量技能培训项目ꎮ② 最终ꎬ 近 ３ 万名武

装分子接受了大赦ꎬ 超过政府预期一倍以上ꎮ 该项目的开销也随之大大增加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大赦及其配套项目上花费了 １ ２７０ 亿奈

拉 (约合 ８ １９ 亿美元)ꎬ 而在 ２０１２ 年一年中ꎬ 政府就为此花费了 ７４０ 亿奈拉

(约合 ４ ７７ 亿美元)ꎮ③ 这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ꎬ 被迫削减项目预算ꎬ 到

２０１６ 年ꎬ 政府在大赦项目上的预算仅为 ２００ 亿奈拉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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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同样对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构成带来了重

要影响ꎮ 直至 ２００７ 年ꎬ 来自三角洲地区的政治家从未在政府中担任过副总统

以上的职务ꎮ 随着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升级ꎬ 政府决定与三角洲地

区进行必要的权力分享ꎬ 以便为平息叛乱创造条件ꎮ 随着奥马鲁穆萨亚

拉杜瓦 (Ａｌｈａｊｉ Ｕｍａｒｕ Ｙａｒ’Ａｄｕａ) 就任尼日利亚第 １３ 任总统ꎬ 伊乔人古德勒

克乔纳森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成为尼日利亚第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副总

统ꎮ 随后ꎬ 乔纳森代表联邦政府积极与武装分子展开对话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亚

拉杜瓦因健康问题无法履行总统职责ꎬ 乔纳森接管总统权力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正式接任总统ꎮ 这种由于三角洲地区长期冲突所引发的联邦政府结构的变化ꎬ
反映出尼日利亚族群问题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ꎬ 现代国家的构建也取得了

巨大成就ꎮ 不过ꎬ 综观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联邦政府与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的博

弈ꎬ 这一权力分享带来的效果并不理想ꎬ 毕竟三角洲民众不满的焦点在于石

油财富的分配ꎬ 而非政治权力的分配ꎮ① 联邦政府对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的

解决思路仍然停留在 ４０ 年前比夫拉战争的阶段ꎬ 对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

装的本质仍未充分认识ꎮ
此外ꎬ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对尼日利亚外交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ꎮ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ꎬ 其石油产量的波动会对国际石油市场造成严

重冲击ꎬ 威胁到美国等石油进口国的能源利益ꎮ 与此同时ꎬ 壳牌、 雪佛龙、
道达尔等国际石油巨头也在尼日利亚拥有大量投资ꎮ 作为反政府武装活动的

直接受害者ꎬ 这些公司也在要求本国政府维护其海外利益ꎮ 这共同导致西方

石油进口国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武装冲突的介入ꎮ 一方面ꎬ 它们向尼日利

亚政府军提供大量武器援助、 训练以及情报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 这些国家也通

过各种途径向尼日利亚政府施加压力ꎬ 要求其尽快平息武装冲突ꎮ

结　 语

回顾非洲历史可以发现ꎬ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反政府武装具有反殖民政府

的民族主义诉求ꎻ 冷战背景下ꎬ 实现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是许多反政府武装

的理想 (或旗号)ꎻ 时至今日ꎬ 获得部落认同、 宗教认同乃至外部世界的认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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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探析　

成了一些反政府武装的目标所在ꎮ① 然而ꎬ 对于任何时期、 任何地方的反政府武

装而言ꎬ 有效获取资源、 实现资金流转都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ꎮ 至于将资源作

为自身的斗争手段乃至目标ꎬ 这就是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最显著的特

征了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随着美国领导的 “反恐战争” 日益深入ꎬ 对支

持反政府武装的国际隐性资金链 (如哈瓦拉汇款) 的打击逐渐展开ꎮ 这导致

仰仗民众支持或外部力量捐赠的反政府武装赖以为生的 “资金 － 武器 (或食

品)” 供应链流转不畅ꎬ 促使反政府武装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ꎬ 建立 “资源 －
武器 (或食品)” 供应链ꎮ 更有甚者ꎬ 它们对于资源重要性的认知远胜于其他

诉求ꎬ 乃至成为反政府武装 “存活” 下去的唯一目的ꎮ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国”
兴起后ꎬ 通过控制石油资源实现了 “自给自足”ꎬ② 表现出显著的 “油气寄生

型” 反政府武装特征ꎬ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也是此类ꎮ 可以预

期ꎬ 随着资金流通渠道的逐渐被切断ꎬ 这类 “资源寄生型” 的反政府武装将

会在非洲等地大量出现ꎮ 因而ꎬ 关注尼日利亚的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

将具有深入透视典型个案的意义ꎮ
关于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的研究ꎬ 对中国也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国与尼日利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中国

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先后涉足尼日利亚石油业ꎮ 其中中石油 ( ＣＮＰＣ) 的

“ＯＰＬ２９８”、 “ＯＰＬ４７１” 区块ꎬ 中石化 (ＳＩＮＯＰＥＣ) 的 “１３７” 区块ꎬ 中海油

(ＣＮＯＯＣ) 的 “ＯＭＬ１３０” 区块均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ꎮ③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的影响扩大后ꎬ 尼日利亚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ꎬ 合作涵盖油气勘探、
炼油、 水电、 交通诸多领域ꎮ④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尼日利亚已是中国在非洲的

第三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三大投资目的地国ꎮ⑤ 同年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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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ꎬ 也贯穿了整个三角洲油气产区ꎮ① 中国与尼日

尔河三角洲的交集ꎬ 汇聚的不仅是合作发展的机会、 共同的利益ꎬ 同时也会

遭遇该地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ꎮ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尽早针对此问题ꎬ 建

立 “长期跟踪研究、 事前预警、 事后高效应对” 的主动防范模式ꎬ 努力规避

相应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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