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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参与南极事务的利益关切
与政策选择∗

赵宁宁

∗

　 　 内容提要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ꎬ 近年来南非对南极政策进行

不断调整和优化ꎬ 包括强化南极活动保障能力建设、 谋划制定南极科研

战略、 开展南极外交、 推动南极环境保护等ꎮ 这种调整和优化是由南非

在南极地区的政治、 经济、 科研和环境等战略利益决定的ꎮ 但是ꎬ 面对

英、 澳等国进一步强化南极事务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ꎬ 以及国内不完善

的协调机制和资金掣肘因素的影响ꎬ 南非的南极政策能否顺利实施面临

着很大的不确定性ꎬ 这些都会使得现阶段南非介入南极事务的力度和程

度受到限制ꎮ 中国作为南极治理利益攸关方ꎬ 在南极事务中与南非拥有

相似的利益诉求ꎬ 在南极事务中与南非保持密切沟通和交流有助于拓宽

双方合作领域ꎬ 丰富中国与南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内涵ꎮ
关 键 词　 南极地缘政治 　 南非 　 南极政策 　 «南极条约»

中南合作

作者简介　 赵宁宁ꎬ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 国家领

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极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ꎬ 已

经成为各国科研能力展示、 综合国力比拼和国家战略扩展的新前沿ꎬ 尤其是

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ꎬ 南极治理已然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非传

统安全热点议题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第 ４０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中国北京

５９

∗ 本文系教育部 ２０１４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参与极地治理战略研究”
(１４ＪＺＤ０３２) 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２０１６ 年特别资助项目 “我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研

究” (２０１６Ｔ９０７１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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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ꎬ 中国提出保护与开发南极的五点倡议ꎮ 与会国家代表围绕南极条约体

系运行、 南极视察、 南极旅游、 南极生态、 环境影响评估、 气候变化影响、
南极特别保护区和管理区以及未来工作等议题ꎬ 进行了深入讨论ꎮ

南非在南极事务中的利益关切

南非是最早参与南极事务的国家之一ꎮ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南非国

内就有外交官员及学者主张对东经 ０ 度至东经 ４５ 度之间的南极大陆声索主

权ꎬ 但由于南非政府在该问题上举棋不定、 英国政府态度模棱两可ꎬ 以及挪

威率先于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正式宣称对西经 ２０ 度和东经 ４５ 度之间的广阔大陆拥有

主权 (被挪威命名为 “毛德皇后地”)ꎬ 使得南非失去声索 “南极领土” 的重

要机遇ꎮ 但在 １９４７ 年ꎬ 南非政府宣称对紧邻南大洋的爱德华王子群岛

(Ｐｒｉｎ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拥有主权ꎬ 并实际控制了该群岛ꎬ 为其在南极地区的

活动奠定了地理优势ꎮ① 在 １９５８ ~ １９５９ 年间ꎬ 美国出于拉拢南非、 抵制苏联

在南半球扩展势力范围的动机ꎬ 邀请并极力支持南非参加 «南极条约» 国际

谈判会议ꎬ 使其成为 «南极条约» 的 １２ 个原始缔约国之一ꎮ② 随后ꎬ 南非在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０ 年期间开展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ꎬ 并在挪威 “南极领地” 建立了

“萨那伊” (ＳＡＮＡＥ) 常年科考站ꎬ 为其参与南极事务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近年

来ꎬ 南非积极参与南极事务ꎬ 受到政治、 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 但增强南

非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挖掘南极经济机遇、 维护国家环境和经济安全等

是其主要推动因素ꎮ
(一) 借助南极事务平台ꎬ 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南非于 １９９４ 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ꎬ 在经济、 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取得

了明显进步ꎮ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南非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速ꎬ 成为非洲大

陆发展较快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ꎮ 凭借稳定的经济增势ꎬ 南非成为世界

重要新兴经济体之一ꎮ 南非经济实力的增强强有力地推动了其发挥全球新兴

大国影响力的政治抱负ꎮ 在外交实践中ꎬ 南非立足 “非洲复兴”ꎬ 坚持 “泛非

主义” 和 “南南团结”ꎬ 依靠 “新兴国家” 的整体力量提升在区域和全球事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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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ꎮ① 对于南非来说ꎬ 积极参与南极事务既是本国外交政

策亟待深化的重要领域ꎬ 又是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纵深合作的重要方向ꎬ 更是

确保和提升本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ꎮ
第一ꎬ 南非作为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之一ꎬ 在 «南极条约» 体系的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ꎮ 在 １９９４ 年之前ꎬ 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ꎬ 包

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中止了南非的会员资格ꎬ 但在南极事务中ꎬ 由

于美国和英国的有力 “维护”ꎬ «南极条约» 协商国会议是南非可以参加的少

数国际舞台之一ꎮ 因此ꎬ 在冷战期间ꎬ 南非倍加重视南极事务ꎬ 视南极条约

协商国会议是显示本国 “国际存在”、 发出国际声音的主要舞台ꎮ② 在新南非

成立后的一段时期ꎬ 由于外交方向和领域的拓展以及外交资源的限制ꎬ 南非

对南极事务的关注有所下降ꎬ 没有发挥与其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身份相

符的国际影响力ꎮ③

第二ꎬ 近年来ꎬ 金砖国家俄罗斯、 巴西、 印度和中国等纷纷通过建立科

学考察站、 申请建立南极特别保护区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和特

别管理区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ｒｅａ) 等形式加强在南极地区的 “实质

性存在”ꎬ 其中俄罗斯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出台 «俄罗斯 ２０２０ 年前与更长期

的南极战略»ꎬ 明确俄罗斯在南极地区各领域活动的基本方向ꎬ 提出俄罗斯南

极政策的总体目标ꎬ 包括保持南极作为和平合作的区域、 借助南大洋的生物

资源增强俄罗斯经济活力和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威望ꎮ④ 巴西在 ２００６ 年联合波

兰、 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南极阿德默勒尔蒂湾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Ｂａｙ) 成功申请建立

了南极地区第一个特别管理区ꎬ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发布 «巴西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间

南极科学计划»ꎮ 该文件建议根据南极地区和南美洲环境的联系确定 ５ 个科学

研究优先领域ꎬ 其中强调对影响南美洲尤其是巴西的过程研究ꎮ⑤ 印度更是在

１９８３ 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之后ꎬ 在南极事务中 “后来者居上”ꎬ 其南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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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涛: «南非视野下的全球治理»ꎬ 载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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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彰明较著ꎬ 在南极国际治理中发挥了具有一定可见度的国际影响ꎮ①

因此ꎬ 推动金砖国家之间在南极事务中的合作ꎬ 既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新

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领域ꎬ 又有助于南非借助金砖国家平台参与南极事务ꎬ
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ꎮ

表 １　 南极五大 “门户城市” 基本情况　 　

阿根廷乌斯怀亚

常住人口 ６ ７６ 万人ꎬ 被视为地球最南端的城市ꎻ 国际社会
前往南极旅游的 ９０％ 的游客选择乌斯怀亚作为旅游起点ꎻ
阿根廷南极科学考察的大本营ꎬ 但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南极
科考的后勤保障基地ꎮ

新西兰基督城

常住人口 ３６ 万人ꎬ 是美国、 意大利和韩国开展南极科考的
后勤保障基地ꎻ １９９２ 年建立了国际南极中心ꎬ 提供有关南
极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多媒体视听资料ꎻ 尚未成为国际南极
旅游界开展南极旅游的起点ꎮ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
常住人口 １２ ５ 万人ꎬ 是距离南极半岛最近的门户城市ꎻ 目
前有 ２０ 多个国家选择蓬塔阿雷纳斯作为南极科考的后勤保
障基地ꎮ

澳大利亚霍巴特
常住人口 ２２ ５ 万人ꎬ 在 ５ 个南极门户城市中基础设施建设
最为完善ꎬ 是中国和法国开展南极科考的后勤中转站ꎬ 是
南极文化历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ꎮ

南非开普敦

常住人口 ３７５ 万人ꎬ 是距离南极大陆最远的门户城市ꎬ 是
比利时、 俄罗斯、 德国、 挪威等欧洲国家开展南极科考的
重要后勤保障基地ꎬ 也是欧洲国家民众前往南极旅游的重
要中转中心ꎮ

　 　 资料来源: “Ｆ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ｆｉｖｅ － ｃｉｔｉｅｓ － ｔｈａｔ － ｃｏｕｌｄ － ｃｈａｎｇｅ － ｔｈｅ － ｆｕｔｕｒｅ － ｏｆ －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 ６６２５９ꎬ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０５

(二) 挖掘南极经济机遇ꎬ 推动科技创新及相关产业发展

目前ꎬ 南非深化南极事务参与也包含着经济利益的考量ꎮ 第一ꎬ 南非希

望把立法首都开普敦打造成通往南极的 “新门户”ꎬ 为南极科考和南极旅游提

供运输和通信服务ꎮ 开普敦与澳大利亚霍巴特 (Ｈｏｂａｒｔ)、 新西兰基督城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智 利 蓬 塔 阿 雷 纳 斯 ( Ｐｕｎｔａ Ａｒｅｎａｓ )、 阿 根 廷 乌 斯 怀 亚

(Ｕｓｈｕａｉａ) 并称南极五大 “门户城市”ꎮ 与其他 ４ 个城市相比ꎬ 开普敦虽然距

离南极大陆最远ꎬ 却是挪威、 比利时、 德国、 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南极科考保

８９

① 郑英琴: «体系融入模式 － 印度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路径及启示»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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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基地的优先选择 (参见表 １)ꎮ① 同时ꎬ 南极独特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当今

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ꎬ 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前南极大陆最富商业性的行

业ꎬ 其中南极半岛和周围岛屿如南设得兰群岛 (Ｓｏｕｔｈ Ｓｈｅｔ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成了

游客首选地ꎮ②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美国人首次开展南极商业旅游以来ꎬ 目前

除了美国、 俄罗斯、 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南极旅游大国ꎬ 还有南美的智利、
阿根廷以及亚洲的日本等ꎬ 均在南极开展了南极旅游项目ꎮ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开普敦等 ５ 个 “门户城市” 的政府代表在智利签署 «南大洋门户城市合作协

定»ꎬ 力图在南极科考、 旅游、 教育、 后勤保障和商业机会开发等方面展开合

作ꎬ 共同维护南极生态环境和挖掘南极经济机遇ꎮ④

第二ꎬ 南非希冀借助南极科考ꎬ 推动科技创新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ꎮ
南极科学考察与研究既是一国参与南极事务的 “敲门砖”ꎬ 也是一国科技水平

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ꎬ 更是一国实现科技创新、 带动国内相关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抓手ꎮ 当前ꎬ 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在进行南极科考的同时ꎬ 也在探索

相关技术产业的开发研究ꎮ 譬如ꎬ 作为南极事务头号强国ꎬ 美国既把南极科

学考察与研究视为加强在南极地区 “积极而有影响存在” 的主要工具ꎬ 又把

其作为挖掘南极军事价值、 评估南极资源潜力与分布的主要路径ꎮ 当前ꎬ 整

合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是南非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ꎮ 早在 １９９６ 年ꎬ
南非就在 «科学技术白皮书» 中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南非颁布 «国家研究和开发战略»ꎬ 对南非国家的创新体系具有里程碑意

义ꎬ 其核心目标是加速经济发展ꎬ 在可持续基础上创造财富ꎬ 改善人民生活

质量ꎮ⑤ 南非科技创新计划的目标是加强在具有战略意义和新兴技术领域的新

技术研发ꎬ 并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ꎬ 促进新技术成果市场

化ꎮ⑥ 由此ꎬ 南非将南极科考视作南非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相互融合的重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Ｊｕ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ａｌａｚａｒ: Ｆ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ꎬ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ｆｉｖｅ － ｃｉｔｉｅｓ － ｔｈａｔ － ｃｏｕｌｄ － ｃｈａｎｇｅ － ｔｈｅ － ｆｕｔｕｒｅ － ｏｆ －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 ６６２５９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Ｋｌａｕｓ Ｄｏｄｄ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９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１３

周超: «南极旅游去还是不去»ꎬ 载 «中国海洋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ꎮ
Ｍａｒｋ Ｂｏｅｋｓｔｅｉｎꎬ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ｏ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ꎬ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 －８
«南非: 坚持立法先行实施创新驱动»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ｉ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７０１ /

ｃ１３６６５５ － ２７２３７２１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ꎮ
杜华斌: «南非: 加大投资健全科技创新体制»ꎬ 载 «科技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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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台、 提升南非科技创新水平和相关经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依托ꎮ 此外ꎬ
南极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是南极条约体系的重要支柱ꎬ 南非积极参与南极事

务ꎬ 可以借助南极条约体系规则ꎬ 加强与其他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在科研领

域的国际合作ꎬ 共享南极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ꎬ 进而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

实现ꎮ
(三) 保护南极生态环境ꎬ 维护国家环境和经济安全

南极环境问题的形成有自然和人为两种因素ꎮ 自然因素如全球气候变暖ꎬ
生活在温带或亚热带生物可能会在南极地区生长繁殖ꎬ 这必然会引起南极地

区生态系统的变迁ꎬ 从而带来一些新的环境问题ꎻ 人为因素是指人类活动给

南极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ꎬ① 尤其是南极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同样包含着脆弱性

和不可逆性ꎬ 面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破坏ꎬ 南极生态环境的抵抗力和自我修

复能力都十分有限ꎮ 正如国际南极事务知名学者多纳德罗斯威尔 (Ｄｏｎａｌｄ
Ｒ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所言: “南极地区曾经经历了大规模的鲸鱼、 磷虾、 海豹等生物

资源捕捞以及矿产资源的勘探ꎬ 虽然这些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目前都已受到

限制ꎬ 但科考、 旅游和航运等活动仍然会给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危

害ꎬ 尤其是气候变化给南极环境安全带来了巨大影响ꎬ 才使得南极地区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ꎮ②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ꎬ 西濒大西洋ꎬ 东临印度洋ꎬ 海岸线全长 ３ ０００
公里ꎮ 这种地理位置的临近性使其更加容易遭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南极生态环

境变化的不利影响ꎮ 由于南大洋气候变化对整个南半球甚至全球气候变化都

有决定性影响ꎬ 因此早在 ２０ 世纪初南非就在亚南极地区 (Ｓｕｂ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ｒｅａ)
的戈夫岛 (Ｇｏｕｇｈ Ｉｓｌａｎｄ) 建立了气象观察站ꎬ 试图了解南大洋气象条件变化

对南非农业发展的影响ꎮ③ 南非外交部在 １９６６ 年南极政策文件中ꎬ 把 “获取

南极地区气象数据” 和国家战略安全、 商业利益和空中交通航线视为南非在

南极地区国家利益的 ４ 个方面ꎮ④ 当前ꎬ 作为一个深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国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潘敏: «国际政治中的南极: 大国南极政策研究»ꎬ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１４２ 页ꎮ
Ｄｏｎａｌｄ Ｒ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ꎬ Ｋａｒｅｎ Ｎ 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Ｄ Ｈｅｍｍｉｎｇｓꎬ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３ － １５
Ｊａｎ Ｇｌａｚｅｗｓｋ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００
Ｊａｎｅ Ｖｅｒｂｉｔｓｋｙ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Ｓ: Ａｎ Ｕ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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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 南非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应对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ꎮ 南非早在

２００４ 年就出台了 «南非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ꎬ 并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相

继颁布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绿皮书» 和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ꎮ 其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 提出ꎬ 南非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具体目标是:
“确保南非在经济、 社会和环境上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应对紧急情况”ꎻ
“为世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应有的贡献”ꎬ 并从适应和减缓两方面具体规

划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路径ꎮ①

因此ꎬ 保护南极地区生态环境平衡和环境稳定ꎬ 不仅事关全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ꎬ 也关乎南非的环境安全甚至经济安全ꎮ 从国家安全的视角重视南极

环境保护ꎬ 未雨绸缪ꎬ 是南非政府积极参与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关切ꎮ

南非参与南极事务的政策选择

南非在南极事务参与进程中ꎬ 结合本国对南极地区国家利益的认知、 自

身综合实力以及南极事务参与历史ꎬ 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和举措ꎬ 以保障和

拓展本国在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ꎮ
(一) 结合国家政策需求ꎬ 谋划南极科研战略

南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成为众多科学研究不可

多得的平台ꎮ 以南极为平台开展的相关研究包括动植物研究、 地壳变动、 气

候变化和宇宙观察研究等ꎮ 这些研究对于探索地球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ꎬ 帮

助人类理解和应对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ꎬ② 并且南极地

区是世界上少有的科学活动占主导的地区ꎬ 科研成果能与各国的政策制定和

政治倡议相关联ꎮ③ 在当前南极治理进程中ꎬ 科研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一国南极权益能否得以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ꎬ 从而造成 “权益与能力挂

钩” 的事实ꎮ④ 加强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及夯实南极知识储备ꎬ 既有助于强化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ｚａ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ｈａｎｇｅ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ｗｈｉｔｅ －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６

丁煌: «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７７ 页ꎮ
Ｊｏｈｎ Ｒ Ｄｕｎｄｅｎｅ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ａｌｔｏｎꎬ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２３
郑英琴: «美国主导全球公域的路径及合法性来源———以南极为例»ꎬ 载 «美国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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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国内对南极的认知并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ꎬ 又有助于南非开展南极外交

和推进南极国际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南非科技部在与环境事务部协商、 听取南非科研专家的意

见、 结合国际海洋与南极研究趋势的基础上ꎬ 向南非国会科学与技术专门委

员会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提交了 «南非海洋与南

极研究战略»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供其审议ꎮ «南非海洋

与南极研究战略» 旨在 “建立国家范围的海洋与南极科学研究体系ꎬ 推动人

才培养、 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ꎬ 提升南非国际影响力”ꎮ 该战略文件指出ꎬ 南

非海洋与南极研究的具体目标是: “完善海洋与南极研究管理体系ꎻ 为海洋与

南极研究提供可持续性的资源保障ꎻ 强化海洋与南极研究人才资源储备ꎻ 发

展海洋经济ꎬ 改善南非人民生活质量ꎻ 提升国民对海洋和南极研究的认知度

和认可度ꎻ 实现科技创新带动国内就业率”ꎮ «南非海洋与南极研究战略» 分

为两部分独立内容ꎬ 即 «南非海洋研究战略» 和 «南非南极研究战略»ꎬ 其

中 «南非南极研究战略» 聚焦于 ４ 个领域: 地球系统科学 (包括地球空间学、
海洋洋流学、 气候变化与南极地区的相互关联)、 南极生物科学 (包括气候变

化影响下的生物学、 南极生物多样性研究、 生物技术研发)、 南极人力资本储

备 (包括地缘政治学科、 国际法学科、 国际公共政策学科、 人类史学科) 和

技术创新 (南极科考技术和装备研发)ꎮ 战略文件指出ꎬ 为保障该战略的有效

执行ꎬ 南非科技部将与环境事务部、 农业林业渔业部联合成立执行委员会ꎬ
确保战略执行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ꎬ 并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技术指导ꎮ①

(二) 立足南极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ꎬ 加强南极活动保障能力建设

南极地区自然环境险恶ꎬ 开展高频次和高质量的科学考察和研究需要依

托稳固且有成效的南极活动保障能力ꎮ 南极活动保障是指南极后勤、 作业、
物流等方面的支持ꎬ 以及相关的业务能力建设ꎮ 这是一国在南极实质性存在

的物质基础和硬件指标ꎬ 也是一国提升南极影响力的根基所在ꎮ② 第一ꎬ 在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间ꎬ 南非政府不断加强对南极科研的资金支持ꎬ 为持续开展南

极科学调查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经费保障ꎬ 也为其提升南极科研能力奠定了重

２０１

①

②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ｍｇ ｏｒｇ ｚａ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２０９０４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郑英琴: «体系融入模式———印度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路径及启示»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３ 页ꎮ



南非参与南极事务的利益关切与政策选择　

要支撑 (参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间南非南极科研经费 　 　 (单位: 南非兰特)

年份 资金投入 增幅

２００４ ３ ７６７ ３２４

２００５ ６ ２１３ ９４３ ６５％

２００６ ６ ９９１ ７８２ １３％

２００７ １０ ０５６ ９３８ ４４％

２００８ １４ ３９０ ２１１ ４３％

２００９ １６ ６７９ ３５１ １６％

２０１０ １７ ９６４ ６２４ ８％

２０１１ １２ ８２７ ４００ － ２９％

２０１２ １４ ９９７ ７４７ １７％

２０１３ ９ ５９６ ７０１ － ３６％

２０１４ １３ ９０８ ７３６ ４５％

２０１５ ２１ ９１９ ３９４ ５８％

　 　 资料来源: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Ｔｏｍ Ｗｈｅｅｌｅｒꎬ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ꎬ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Ｎｏ ２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５

第二ꎬ 南非 １９９７ 年在南极大陆重建 “萨那伊” 常年科考站ꎬ 并在爱德华

王子群岛的马里恩岛 (Ｍａｒ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和戈夫岛建立了两个南极科考基地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南非环境事务部出资 １３ 亿兰特订购的新型南极科学考察船 “厄
加勒斯 ２ 号” (Ａｇｕｌｈａｓ ＩＩ) 正式服役ꎬ 代替已经运行 ３３ 年的 “厄加勒斯号”
考察船ꎮ “厄加勒斯 ２ 号” 在设计理念上定位为 “多用途”ꎬ 既可以为南非南

极科考站提供后勤保障ꎬ 又可以在南大洋承担海洋科学调查与研究工作ꎮ① 该

船配备了 ８ 个固定的集装箱实验室和 ６ 个可移动集装箱实验室ꎬ 便利科研人

员在南大洋开展水文调查、 生物多样性、 海洋地质学、 气候变化研究等领域

的科学考察ꎬ 被誉为 “南大洋海洋科学发展的重要一步”ꎮ②

３０１

①

②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ｓ Ｉｓｌａｎｄ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 ｚａ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ｓ＿ ｉｓｌａｎｄｓ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Ａｎｎｅ 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ꎬ Ｃｏｌｅｅｎ Ｌ Ｍｏｌｏｎｎｅｙ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０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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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强化南极研究人才储备能力建设ꎮ 近年来ꎬ 南非相继实施了 “优
秀中心计划”、 “研究首席计划” 和系列人才培养计划ꎬ 南极研究领域的人才

培养和储备是这些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其中ꎬ “优秀中心计划” 主要是资助

本国科研群体的研发活动ꎮ 通过跨学科、 跨机构的大规模联合研究ꎬ 致力于

占领世界科技前沿ꎬ 同时在战略领域培养高质量人才ꎬ 解决科学、 工程和技

术人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ꎮ① 目前ꎬ 南非已经成立 １５ 个 “优秀中心”ꎬ 其中

南极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是开普敦大学生物多样性优秀中心的重要研究方

向ꎮ② “研究首席计划” 旨在从 ２００６ 年起ꎬ 在 １５ 年内每年向每位首席科学家

资助 ３００ 万兰特ꎬ 总额高达 ２ ２５ 亿兰特ꎮ③ 该计划将依据 ２００２ 年 «国家研究

与开发战略»ꎬ 在具有地理优势的南极研究、 海洋生物科学、 生物多样性等优

势科学领域设立 ５ 个席位ꎬ 以保持这些领域在世界科技中的比较优势ꎬ 在全

球气候变化科学、 生物经济、 空间科技等国家重点研究领域设立 １６ 个席位ꎬ
以应对知识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等ꎮ④

(三) 积极开展南极外交ꎬ 推动南极事务合作

合作是中等国家参与解决全球多边治理问题的主要出发点ꎮ⑤ 相对于大国

而言ꎬ 南非等中等国家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ꎬ 开展国际合作ꎬ 参与

各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双边或多边外交进程是中等国家的国际行为偏好ꎮ 南

非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南极研究科学

委员会、 国际海事组织等多边平台的成员国ꎬ 为其借助南极多边制度平台开

展南极外交、 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身份便利ꎮ
在双边外交领域ꎬ 南非与英国、 挪威、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在

南极后勤保障和科研合作方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ꎮ 在多边外交舞台ꎬ 南

非注重在 “巴西 －印度 － 南非三国对话论坛” 和金砖国家机制框架下推动南

极事务合作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 南非、 印度和巴西在 “三国对话论坛” 框架下召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杜华斌: «南非: 加大投资健全科技创新体制»ꎬ 载 «科技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４ 日ꎮ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ｒｆ ａｃ ｚａ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ｒｃｃｅ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ｅｎｔｒｅ － ｏｆ －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谢成锁、 安建基: «南非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进展»ꎬ 载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４ 页ꎮ
«南非面向世界遴选 ６２ 位科研领军人才»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ｇｎｗｋｊｄｔ / ２０１１０８ / ｔ２０１１０８１０＿ ８８９６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１０ꎮ
魏光启: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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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南极科研工作研讨会ꎮ 三国官员及学者就南极研究的科学技术和后勤保

障供应问题以及三国南极合作的长期目标进行了研讨ꎮ 同时ꎬ 三国在南极条

约协商国会议舞台上密切磋商和交流ꎬ 推动三国联合南极科学考察项目的制

定和实施ꎬ 并联合提出行使 «南极条约» 赋予的视察权ꎮ① 在金砖国家机制

下ꎬ 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召开的第四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上ꎬ 金砖五国

决定成立科技创新资金资助方工作组ꎬ 签署了 «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
和 «实施方案»ꎬ 决定在该框架下联合征集多边研发项目ꎬ 其中南非国家研究

基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则倡议推动海洋与极地科学技术联合

研发项目ꎮ②

另外ꎬ 在南极治理权力扩散的背景下ꎬ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然成为参与南

极治理的重要一方ꎬ 它们推动和平、 科学、 环境保护等南极价值并促成价值

的内化ꎬ 起到了实质性的保护南极环境的作用ꎮ③ 在实践中ꎬ 南非注重与国际

极地基金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南极与南大洋联盟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南极海洋联盟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等国

际非政府组织开展南极合作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南非与国际极地基金会达成 “历
史性” 合作协议ꎮ 根据协议ꎬ 双方将在南极后勤保障、 信息获取、 教育项目、
科技研发、 学者交流、 国际学术论坛举办等方面相互给予支持ꎬ 同时双方将

在开普敦建立 “南极气候变化观测网络”ꎬ 提升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

平和应对能力ꎮ④

(四) 注重南极环境保护ꎬ 提升南极政策的道义支撑

维护南极地区较为原始的生态环境、 避免使之受到各类资源开发和其他

人类活动的破坏ꎬ 是 «南极条约» 各缔约国的共识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在法国和澳大

利亚拒绝签署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后ꎬ «南极条约» 缔约国谈判

签署了旨在全面保护南极环境的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ꎮ 此后ꎬ
南极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南极国际治理最为重要的议题ꎮ 环境生态已经成为南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张新生: «巴西积极开展南极科研国际合作»ꎬ 载 «科技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ꎮ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推动金砖国家框架下科技创新合作的通知»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

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ｔｚｔｇ / ２０１６０５ / ｔ２０１６０５２７＿ １２５８３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７ꎮ
王婉潞: «南极治理中的权力扩散»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７ 页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ｌａ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ｉｐｆ＿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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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缘政治发展新的主要驱动力ꎮ① 对于南非而言ꎬ 积极推动南极环境保护ꎬ
既是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利益的重要保障ꎬ 又可以彰显南非南极政策的国际道

义要义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在 «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磋商期间ꎬ 南

非就基于环境安全的考虑ꎬ 反对在南极大陆进行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ꎮ 南非

谈判代表就曾 “忧虑” 作为南半球国家ꎬ 南极大陆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会对南

非海域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ꎮ② １９９６ 年ꎬ 为确保 «南极条约»、 «关于环境保

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和 «南极海豹保护公约» 得到南非国民有效遵守和执

行ꎬ 南非国会通过了 «南极条约法案»ꎮ 该法案赋予南非环境事务部长在 “南
非公民的行为引起南极地区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以及遭受破坏风险之际” 行使

执法权ꎬ 同时赋予环境事务部制定相关行政规章ꎬ 以契合南非所承担的保护

南极生态环境的国际义务ꎮ③ 为实施 «南非海洋保护区扩展战略»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南非环境事务部宣布在亚南极地区的爱德华王子群岛及周围海域设立海

洋保护区ꎮ 该保护区旨在维护爱德华王子群岛及附近海域的生物多样性ꎬ 并

为国际社会探究气候变化对南大洋的影响提供 “参考点”ꎮ④ 同时ꎬ 南非是南

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较为 “活跃” 的成员ꎬ 南非通过向委员会提供南大洋

科学调查资料和数据等方式ꎬ 推动委员会在南大洋非法捕鱼活动、 公海保护

区建设等领域 “建章立制”ꎮ
(五) 强化南极宣传和教育ꎬ 培育国民南极意识

强化有关南极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国民南极意识ꎬ 保障南极研究人才储备

能力建设ꎬ 受到南非政府的高度重视ꎮ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 «南非海洋与南极研究

战略» 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通过加强南极宣传和教育ꎬ 提升南非国民对南极

研究的支持度和认可度ꎮ 为实施和推进南极教育ꎬ 南非政府注重推进南极遗

产收集和保护ꎬ 期望借此提升国民南极意识ꎮ 在南非参与南极事务的 ６０ 年历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陈玉刚、 周超、 秦倩: «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Ｌｉｚｅ － Ｍａｒｉ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ｔｔꎬ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ꎬ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７２ － ９３

Ｊａｎ Ｇｌａｚｅｗｓｋ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２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ｒｉｎ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 ｚａ / ｍｅｄ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ｐｒｉｎｃｅｅｄｗａｒｄｉｓｌａｎｄ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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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ꎬ 南非科学家在南极大陆、 南大洋和亚南极地区从事了大量生物学、 地

质学和气象学的研究ꎮ 这些研究纪录分散在南非国家和地方档案馆、 个人日

记当中ꎮ 为此ꎬ 南非科技部、 国家研究基金会、 开普敦大学等联合在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期间实施了 “南极遗产保护项目”ꎬ 整理、 鉴定、 归档和数字化这些

宝贵的科学记录ꎬ 其中包括 ３ ０００ 余张地图、 图纸、 照片以及口述历史访谈

等ꎮ 开普敦大学环境史学家兰斯斯特尔特 (Ｌａｎｃｅ Ｓｉｔｔｅｒｔ) 指出ꎬ “南极遗产

保护项目” 的实施有助于改变国民对南极事务的 “狭隘” 认识ꎬ 有利于南非

高校及科研机构高效地获取相关信息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南非环境事务部向国

会提请设立 “南极中心”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ꎬ 以便于南非国民从中可以更

直观地了解和认知南极ꎬ 促进国民的南极意识提升教育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ꎮ②

另外ꎬ 为激发年轻一代对南极科学研究的强烈兴趣ꎬ 加强南极海域生态

环境的认知ꎬ 南非科技部、 国家研究委员会以及开普敦大学联合参与了国际

“环南极航行探险”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ｍ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活动ꎮ 该活动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正式启动ꎬ 参与该活动的南非、 瑞士、 德国、 俄罗斯、 法

国、 澳大利亚等 ３０ 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乘坐俄罗斯 “凯什尼科夫院士号”
(Ａｋａｄｅｍｉｋ Ｔｒｅｓｈｎｉｋｏｖ) 极地考察船从南非开普敦出发ꎬ 经过澳大利亚霍巴特

港和智利蓬塔阿雷纳斯港ꎬ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返回开普敦ꎬ 主要开展气象

学、 海洋学、 生物学、 冰川学等领域的 ２０ 余个研究项目ꎮ③

南非参与南极事务的制约因素

南非政府结合自身在南极地区的利益关切ꎬ 采取一系列政策积极介入南

极事务ꎬ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ꎬ 但在实践中ꎬ 南非深度介入南极事务受到国内

外多重因素的制约ꎮ

７０１

①

②

③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Ｌｅｇａ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ａｋｅｓ Ｓｈａｐ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１０８２７１８１６１７２４ꎬ ２０１１ －０８ －２７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ｍｇ ｏｒｇ ｚａ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２３６０６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５

Ｉｓｓｕｆｏ Ｈａｌｏ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Ｄｏｒｒ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ｍ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１２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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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因素

在国内层面ꎬ 一方面ꎬ 南非南极事务管理和协调机制不完善ꎬ 已经成为

南非强化南极科考、 深度参与南极治理的重要障碍ꎮ 南极事务涉及外交、 科

考和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ꎬ 在南非国内涉及外交部、 环境事务部、 科技部等

多个部门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便成为参与南极事务的重中之

重ꎮ 目前ꎬ 南非国际关系和合作部负责参加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ꎬ 科技部负

责南极科学考察和开展南极科考国际合作事宜ꎬ 国家研究基金会为南极科研

提供资金资助ꎬ 环境事务部和劳工部则负责南极科考的后勤保障ꎬ 包括南极

科学考察站的修建和维护工作ꎬ 南非海军和空军则为科研人员前往南大陆和

南大洋开展科学调查等提供舰船、 飞机、 医疗等保障工作ꎮ 但在实践中ꎬ 科

技部和环境事务部在南极科考中存在职责重合和竞争ꎬ 致使 “厄加勒斯 ２ 号”
考察船更多承担了南极科考站后勤保障的工作ꎬ 使得科技部无法 “支配” 该

船只承担南大洋海洋科考的工作ꎮ 根据环境事务部年度计划ꎬ 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期间ꎬ “厄加勒斯” 考察船为南大陆科考站提供后勤保障的天数是 １５４ 天ꎬ
其他时间更多停泊在港口维修ꎬ 即使 “厄加勒斯 ２ 号” 考察船正式服役后ꎬ
这一年度计划也没有改变ꎬ 与德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存在明显差距ꎬ 其

中德国南极科考船全年 ９０％的时间可以提供给科考人员从事南大洋科考ꎬ 而

澳大利亚 “极光号” (Ａｕｒｏｒａ) 考察船每年可以提供 ７ 个月的海洋考察行程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南非环境事务部在国会环境事务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咨询会上指

出ꎬ “南非迄今没有出台综合性的国家南极战略文件ꎬ 南极事务分散在环境事

务部、 科技部、 劳工部、 国家研究基金会、 海军等部门ꎬ 这已经制约了南非

南极科考计划的实施ꎬ 使得南非南极事务参与并未取得预期的目标ꎮ 鉴此ꎬ
环境保护部提请国会审议成立非洲极地研究所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ａ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以理

顺南非南极科考的部门职责”ꎮ②

另一方面ꎬ 近年南非经济形势的下行对南极科研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增加

了不确定性ꎮ 各国南极科研能力以国家南极科考经费投入为主要支撑ꎮ 南非

政府一直是南极研究和开发计划的主要资助者ꎮ ２０１５ 年 «南非海洋与南极研

８０１

①

②

Ａｎｎｅ 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ꎬ Ｃｏｌｅｅｎ Ｌ Ｍｏｌｏｎｎｅｙ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０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ｍｇ ｏｒｇ ｚａ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２３６０６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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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战略» 虽然制定了详细的南极科考计划和目标ꎬ 但并没有制定具体的资金

资助计划ꎮ 从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南非经济增速明显放缓ꎬ 南非南极科学计划能否

顺利得到足够资金资助ꎬ 已经在南非科考界引起忧虑ꎮ
(二) 国际因素

在国际层面ꎬ 南非深度介入南极事务面临着南极传统大国夯实南极事务

主导者地位的压力ꎮ 南极事务的参与国家具有不同的身份ꎬ 这些国家从权限

上可以分为缔约国和协商国ꎮ 根据 «南极条约» 的相关规定ꎬ 所谓协商国是

在南极开展了实质性科研活动 (以建立科考站为主要衡量标准)ꎬ 有权派代表

参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缔约国ꎬ 并拥有会议表决权 (目前共有 ２９ 个南极条

约协商国ꎬ 参见表 ３)ꎮ 由此可见ꎬ 具有不同身份的国家ꎬ 在南极事务中的参

与权是不同ꎬ 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在南极事务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小与强

弱ꎮ 在南极条约体系发展过程中ꎬ 澳大利亚、 英国、 新西兰等 １２ 个原始缔约

国掌控着主要的话语权ꎬ 而其中又以澳大利亚等 ７ 个领土声索国和美、 俄两

国为核 心ꎬ 这 ９ 个 国 家 构 成 了 南 极 条 约 体 系 中 的 “ 核 心 权 力 集 团 ”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Ｂｌｏｃ)ꎬ 它们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发展ꎮ①

表 ３　 «南极条约» ２９ 个协商国　 　

２９
个
协
商
国

１２ 个原始
缔约国

１７ 个新入
协商国

７ 个领土
声索国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阿根廷、 智利、 英
国、 法国、 挪威

５ 个非领土
声索国家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比利时、 南非

波兰 (１９７７ 年)、 德国 (１９８１ 年)、 巴西 (１９８３ 年)、 印
度 (１９８３ 年)、 中国 (１９８５ 年)、 乌拉圭 (１９８５ 年)、 意
大利 (１９８７ 年)、 西班牙 (１９８８ 年)、 瑞典 (１９８８ 年)、
秘鲁 (１９８９ 年)、 保加利亚 (１９９８ 年)、 芬兰 (１９８９
年)、 韩国 (１９８９ 年)、 荷兰 (１９９０ 年)、 厄瓜多尔
(１９９０ 年)、 乌克兰 (２００４ 年)、 捷克 (２０１４ 年)

〗

　 　 资料来源: «南极条约» 秘书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ｅｖＡＳ / ａｔ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 ＝ ｅ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２ꎮ

南非虽然是 «南极条约» 的 １２ 个原始缔约国之一ꎬ 但也是这些国家中在

南极事务上影响力和话语权最弱的国家ꎬ 这可以从向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提

交会议文件的数量和设立特别保护区的数量中看出ꎮ 向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９０１

① Ｔｉ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Ｌ Ｖａｎｄｅｒｚｗａａｇꎬ Ｐｏｌ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８９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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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ꎬ 是衡量一国在南极治理规则制定中影响力的重要指标ꎮ 据统计ꎬ
提交第 ２２ 届至第 ３１ 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的文件总量中ꎬ 南非是 １２ 个原始

缔约国当中排名最为靠后的国家ꎬ 而澳大利亚、 英国和新西兰提交文件数量

的比例则分别高达 ８ ７％ 、 ７ ６％ 和 ７ １％ ꎮ① 单独设立和合作设立南极特别

保护区ꎬ 是对一个国家认知和了解南极程度的衡量和检验ꎬ 也是该国南极

科考成就的展示ꎬ 更是当前加强在南极地区 “实质性存在” 的主要政策工

具ꎮ② 目前ꎬ 在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当中ꎬ 唯有南非和比利时没有在南

极大陆申请设立特别保护区ꎬ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非在南极事务上的薄弱

影响力 (参见表 ４)ꎮ

表 ４　 各国在南极设立的特别保护区现状　 　

类型 １ 国家 个数 国家 个数 类型 ２

单
独
设
立

美国 １５ 波兰 ２

英国 １３ 俄罗斯 １

新西兰 １２ 中国 １

澳大利亚 １０ 日本 １

智利 ６ 挪威 １

阿根廷 ２ 印度 １

法国 ２ 韩国 １

意大利 ２

合
作
设
立

中国与澳大利亚: １

中国与澳大利亚、
印度、 俄罗斯: １

阿根廷与智利: １

美国与意大利: １

英国与智利: １

　 　 资料来源: «南极条约» 秘书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ｅｖＡＳ / ａｔ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 ＝ ｅ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２ꎮ

近年来ꎬ 英国、 挪威、 澳大利亚等南极治理 “核心权力集团” 成员相继颁

布了有关南极的战略文件ꎬ 以期进一步增强对南极事务的管控力度ꎬ 夯实南极

事务的主导者地位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英国外交部公布 «英属南极领地战略文件»ꎬ
提出通过 “保持英国在南极地区的实质性存在ꎬ 保障英属南极领地的安全、
强化公民南极主权意识、 保护南极生态环境、 完善南极领地的法律和行政管

理ꎬ 以及保持南极领地良好的财政状况”ꎬ 最终实现 “英属南极领地的安全和善

０１１

①

②

凌晓良、 朱建钢、 陈丹红等: «透过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文件和议案看南极事务»ꎬ 载 «中国软

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９０ ~ ２９７ 页ꎮ
吴依林: «环境保护与南极的 “软存在”»ꎬ 载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０６ 年第２６ 期ꎬ 第４３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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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ꎮ① 挪威作为南极领土 “声索国”ꎬ 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 “两极” 国家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颁布 «挪威在南极地区的利益和政策白皮书»ꎬ 向国际社会系

统阐述了挪威在南极治理中的利益关切和政策优先方向ꎮ 这是挪威 １９５９ 年缔

结 «南极条约» 之后制定的第一份综合性南极政策文件ꎬ 展现出其深度参与

南极事务的政治雄心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 澳大利亚公布了最新战略文件

«澳大利亚南极战略及未来 ２０ 年行动计划»ꎬ 明确地向国际社会阐释了澳大利

亚在南极地区的利益关切和战略目标: 竭力避免南极地区成为地缘政治竞争

的焦点区域ꎻ 维护澳大利亚 “南极领土” 的主权及临近海域的主权权利ꎻ 支

持和确保南极条约体系的有效性及权威性ꎻ 开展世界一流的南极科学考察ꎻ
挖掘南极大陆及南大洋的经济机遇等ꎮ③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ꎬ 南非能否摆脱南

极治理 “建章立制” 进程中的 “边缘者” 身份ꎬ 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余　 论

近年来ꎬ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ꎬ 南极地区作为自然资源的新

产地、 全球治理的新焦点和大国发展的新前沿ꎬ 受到众多国际社会成员的关注ꎮ
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吴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ꎬ “综
合各国南极考察的 ‘硬实力’ 和 ‘软实力’ 来评判ꎬ 目前在南极考察的国家可

被划分为三类集团ꎬ 其中美国是第一集团ꎻ 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
法国、 意大利和日本等为第二集团ꎻ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余一

些国家则属于第三集团”ꎮ④ 南非虽然具有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的身份优

势和南极 “门户国家” 的地理便利ꎬ 但在南极科考实力、 南极治理制度供给

能力等方面ꎬ 与美、 英、 澳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ꎬ 处于南极事务中的 “第三

集团”ꎮ 当前ꎬ 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ꎬ 南非立足国家发展和政策需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鲍文涵: «英国的南极参与: 过程、 目标与战略»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２ ~ ７７ 页ꎮ

Ｌｅｉ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ｅｎｓｅ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 Ｓｏｕｔｈ: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２０ Ｙｅａ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ｇｏｖ ａｕ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ｎｄ －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ꎬ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２８

«国家海洋局极地办介绍各国南极考察活动进展»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ｔｅｃｈ /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２２３２４５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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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 逐步强化南极科考能力建设、 开展南极外交和推动南极环境保护等ꎬ 有

效提升了南非在南极事务中的 “可见度”ꎮ 但面对较为稳固的南极地缘政治格

局和美、 英、 澳等国进一步夯实南极事务主导者地位的现实ꎬ 南非提升南极治

理 “建章立制” 影响力的政治抱负ꎬ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ꎬ
这使南非提升南极事务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努力受到很大限制ꎮ

南非积极谋划参与南极事务为中、 南两国开拓了广阔的南极合作空间ꎮ 南

极地区攸关我国外交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大局ꎬ 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一

个新空间ꎮ 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了 “查清中国海、 进军三大洋、 登上南

极洲” 的宏伟目标ꎬ 并于 １９８４ 年组建了首个国家南极考察队ꎮ ３０ 多年来ꎬ 中国

已经成功开展了 ３２ 次南极考察ꎬ 并在南极大陆建立了长城站、 中山站、 昆仑站

和泰山站４ 个科学考察站ꎬ 有效增强了中国在南极地区的实质性存在ꎮ ２０１５ 年７
月 １ 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把极地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

度ꎬ 其中第 ３２ 条规定: “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国际海底区域和

极地ꎬ 增强安全进出、 科学考察、 开发利用的能力ꎬ 加强国际合作ꎬ 维护中国

在外层空间、 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 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明确指出中国要 “积极参与网络、 深海、 极地、
空天等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ꎮ② 这一系列举动表明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愈来愈重视网络、 太空、 南北极等战略新边疆的国际治理ꎬ 为中国系统谋划

参与南极治理的策略提供了良好的国内政治基础ꎮ 中国和南非作为世界两大

新兴经济体ꎬ 同为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 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国际海事

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员国ꎬ 在南极事务中保持密切接触和沟通ꎬ 在南极

治理关键性议题领域互相寻求政治支持ꎬ 符合中、 南两国的共同利益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期间ꎬ 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南非环境事

务部共同签署了 «海洋与海岸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根据备忘录ꎬ 中南双

方将进一步加强在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观测与预测、 海岛保护与管理、 南极

研究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ꎬ 通过交流海洋领域最新成果、 开展合作项目、 举

２１１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８８８３１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ｌｈ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 / ｃ＿ １１１８３６６３２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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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论坛等活动ꎬ 促进双方学者、 专家、 政府官员的交流ꎮ① 因而ꎬ 中国理应抓

住历史机遇ꎬ 开展与南非在南极事务上的双边合作ꎬ 推动中、 南合作走向纵

深领域ꎬ 丰富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内涵ꎮ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Ｎｉｎｇｎ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ｙ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ｃｅｓ ｍｕｃ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ＵＫ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ｌｉｍｉ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ｌｓｏ ａ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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