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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撬动政治: 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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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发的博弈ꎬ 不仅影响该地区利益攸关

国经济领域的能源合作ꎬ 同样也深刻反映着复杂的地区国家间关系ꎮ 东地中

海天然气开发所引发的矛盾分歧ꎬ 形成了以色列、 希腊和塞浦路斯为一方ꎬ
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为另一方的地区对立阵营ꎬ 也凸显出美国和欧盟的

重要作用ꎮ 受到能源合作的驱动ꎬ 塞浦路斯、 以色列和希腊之间的政治合作

也将不断加强ꎬ 土耳其与 “北塞浦路斯” 的地区孤立状态则难以改变ꎮ 由于

土耳其、 希腊、 以色列和塞浦路斯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ꎬ 东地中海天

然气所引发的纷争难以解决ꎬ 地区国家间的博弈也将长期持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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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影响国家安全、 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一

些交战国将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ꎬ 通过限制、 切断和占领对方的石油供

给链条ꎬ 来提升自身的战略优势ꎮ 在中东ꎬ 相关国家也以能源作为争夺地区

霸权的重要工具和手段ꎮ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ꎬ 英国和法国就希望通过占领

苏伊士运河来掌控能源运输的命脉ꎮ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ꎬ 石油也

曾成为阿拉伯产油国改变西方国家一味偏袒以色列态度的因素之一ꎮ １９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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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介入海湾危机ꎬ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确保海湾石油的正常出口ꎮ① 因此ꎬ
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ꎬ 既可以成为国家间关系的 “黏合剂”ꎬ 也可以

成为加剧国家间矛盾的 “导火索”ꎮ 能源的开发ꎬ 基于利益因素ꎬ 既被当事国

之间关系所影响ꎬ 也反作用于当事国之间的关系ꎮ
学界对于能源和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ꎬ 一方面集中于能源供给格局所体

现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ꎬ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等

非西方经济体的快速崛起ꎬ 改变了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能源供给格

局ꎻ② 另一方面ꎬ 主要关注能源进口国与能源出口国之间的政治博弈ꎬ 比如在

乌克兰危机中ꎬ 欧洲担心俄罗斯会通过减少天然气出口量ꎬ 来打压乌克兰和

欧盟ꎮ③ 就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而言ꎬ 它给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和政治红利ꎬ 也给地区国家间能源合作提供了可能ꎮ④ 一些研究者据此认

为ꎬ 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将会促成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改善ꎮ⑤ 事实上ꎬ 这仅是

其影响的一个方面ꎬ 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开发引发的能源出口国之间的政

治纷争愈演愈烈ꎬ 更需引起注意ꎮ⑥ 一则ꎬ 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等国能

源合作不断深化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以色列、 塞浦路斯、 希腊和埃及等国联合

举办了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ＥＭＧＦ)ꎬ 并在 １２ 月签署了建设东地中海

天然气管道的相关协议ꎬ 拟建设贯通以色列、 塞浦路斯、 希腊和意大利的

天然气管道ꎬ 将东地中海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市场ꎮ 另则ꎬ 土耳其也加快

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测与开发进程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与位于

利比亚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海上划界协定ꎬ 并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直

接出兵利比亚ꎬ 此举遭到了塞浦路斯、 以色列、 埃及和欧洲国家的广泛批

评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ꎬ 埃及与希腊签署海上边界协议ꎮ 随后ꎬ 围绕东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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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ꎬ 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升级ꎬ 战云密布ꎮ 东地中海天然

气的开发ꎬ 不仅成为东地中海国家间政治博弈的新议题ꎬ 更加深了以色列、
塞浦路斯与土耳其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分歧ꎬ 也进一步凸显了既有的塞浦路

斯问题和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因此ꎬ 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东

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现状ꎬ 梳理相关国家间的复杂关系ꎬ 进而对东地中海

天然气开发的前景进行预测ꎮ

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的开发现状

天然气作为世界上已大规模生产且广泛利用的能源ꎬ 大部分集中在中东

和欧洲地区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６ ９２１ 兆立方英尺ꎬ 东地中海

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１８ ２ 兆立方英尺ꎬ 仅占世界探明天然气储量的

０ ２６％ ꎮ① 尽管该地区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比例较小ꎬ 但由于东地

中海沿岸地区国家能源需求旺盛ꎬ 且紧邻欧洲ꎬ 因此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受

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东地中海分布着 ８ 个具备成油条件的大型盆地ꎬ
分别是黎凡特盆地 (Ｌｅｖａｎｔ Ｂａｓｉｎ)、 尼罗河三角洲盆地 (Ｎｉｌｅ Ｄｅｌｔａ Ｂａｓｉｎ)、
西阿拉伯盆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扎格罗斯盆地 (Ｚａｇｒｏｓ Ｂａｓｉｎ)、 塞浦

路斯盆地 (Ｃｙｐｒｕｓ Ｂａｓｉｎ)、 拉塔基亚盆地 (Ｌａｔａｋｉａ Ｂａｓｉｎ)、 厄拉多斯内盆地

(Ｅｒａｔ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Ｂａｓｉｎ) 和朱迪亚盆地 (Ｊｕｄｅａ Ｂａｓｉｎ)ꎮ② 这些具有天然气成油条

件的盆地ꎬ 分布于埃及、 以色列、 巴勒斯坦加沙地区、 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周

边海域ꎮ 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诸多原因ꎬ 目前只有以色列、 塞浦路斯和土

耳其等国在东地中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勘测和开发ꎮ
(一) 塞浦路斯的天然气开发及其利益

塞浦路斯采取与外国企业合作的形式ꎬ 开发周边水域的天然气资源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塞浦路斯政府将南部海上专属经济区划分为 １２ 个区ꎬ 并且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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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１１ 个区域授权海外公司进行勘测和开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美国诺搏能源

(Ｎｏ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公司获得了第 １２ 区的勘测和开采许可ꎮ ２０１２ 年初ꎬ 塞浦路斯

政府开始了第二轮专属经济区招标ꎬ 招标范围涉及除第 １２ 区外所有区域ꎬ 授

权期限为三年ꎮ 其中ꎬ 第 １ 区、 第 ２ 区和第 ９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ꎬ 被意大利

埃尼能源集团 (ＥＮＩ) 和韩国天然气公司 (ＫＯＧＡＳ) 组成的联合体取得ꎻ 第

１０ 区和第 １１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ꎬ 被授予了法国道达尔 (ＴＯＴＡＬ) 能源公

司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在塞浦路斯组织的第三轮招标中ꎬ 埃尼和道达尔共同获得

第 ６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ꎬ 埃尼获得第 ８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ꎬ 埃克森美孚

和卡塔尔天然气公司ꎬ 共同获得了第 １０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 诺博能源公司宣布ꎬ 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的第 １２ 区发

现了 “阿芙洛狄忒” (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 天然气田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诺博公司在第 １２
区进行钻井作业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埃尼公司开始在第 ９ 区进行钻井作业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诺博能源公司、 戴勒克钻井和艾维娜石油开采公司 (Ｄｅｌｅｋ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ｖｎｅｒ Ｏｉ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① 共同宣布ꎬ 在第 １２ 区发现的 “阿芙洛狄忒” 气田具

有较高的商业价值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道达尔、 埃尼和卡塔尔天然气公司分别宣

布ꎬ 在第 ３ 区、 第 ６ 区和第 １０ 区开展钻井勘测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埃克森美孚公

司宣布ꎬ 在第 １０ 区发现了储量为 ５ 兆 ~ ８ 兆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资源ꎮ
塞浦路斯对于周边水域的天然气资源开发ꎬ 不仅希望能够获得经济收益ꎬ

也希望能够提升塞浦路斯的国际地位ꎮ 天然气开发将会帮助塞浦路斯改变过

度依赖于旅游业和金融业的经济结构ꎬ 带动港口、 天然气储运以及国际通讯

等领域的建设ꎬ 提升塞浦路斯的就业率ꎮ 同时ꎬ 塞浦路斯期待未来将天然气

出口到欧洲市场ꎬ 进一步提升本国在欧盟的地位和重要性ꎬ 并且增强在塞浦

路斯问题上的话语权ꎮ 天然气的开发ꎬ 将会在 “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深

刻影响塞浦路斯ꎮ”②

(二) 以色列的 “天然气革命” 与能源独立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能源供需缺口较大ꎬ 但是国内资源匮乏ꎬ 只能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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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勒克钻井和艾维娜石油开采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由以色列戴勒克钻井公司和艾维娜石油

开采公司合并组成ꎮ 塞浦路斯第 １２ 区毗邻以色列天然气田ꎬ 由诺博公司和戴勒克公司共同勘测和开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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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 ｃ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ｏｉｌ － ａｎｄ － ｇａｓ / ＣＹ＿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Ｎｏｅｘ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０２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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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进口各类能源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ꎬ 以色列在北部专属经济区

内发现了多个天然气田ꎬ 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以色列在沿海

城市阿什克隆 (Ａｓｈｑｅｌｏｎ) 周边海域发现了可供开采的天然气田ꎬ 并命名为

诺亚 (Ｎｏａ)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以色列发现了名为 “马利 Ｂ 区” (Ｍａｒｉ － Ｂ) 的天然气

田ꎬ 储量约为 １ １ 兆立方英尺ꎮ 但是ꎬ 由于 “马利 Ｂ 区” 天然气田资源储量

较小ꎬ 到 ２００４ 年已经被开采殆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以色列在专属经济区西北部发现

了该国专属经济区内最大的天然气田———利维坦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天然气田ꎮ 利

维坦面积约相当于 ６ ５ 个特拉维夫①ꎬ 天然气蕴藏量估计为 ２２ 兆立方英尺ꎮ②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宣布发现了储量丰富的 “塔玛厄” (Ｔａｍａｒ) 天然气田ꎬ 被誉

为 “２０１２ 年全球发现最大的天然气田” ③ꎬ 天然气储量为 １０ 兆立方英尺ꎮ 塔

玛厄天然气田预计可以满足 “未来十年以色列 ５０％ ~ ８０％的消费需求”ꎮ④ 除

了塔玛厄和利维坦之外ꎬ 以色列还在专属经济区发现了其他几个天然气田ꎬ
包括在塔玛厄东部的达利特 (Ｄａｌｉｔ) 气田和塔宁 (Ｔａｎｉｎ) 气田等ꎬ 其中达利

特天然气田蕴藏量约为 ４ 兆立方英尺ꎬ 塔宁气田蕴藏量约为 ６ ９４ 兆立方

英尺ꎮ⑤

目前ꎬ 以色列的天然气田正处于逐步开发利用阶段ꎮ 塔玛厄天然气田于

２０１３ 年进行开采ꎬ ２０１９ 年天然气产量达到 ３ ７００ 亿立方英尺ꎮ 以色列天然气

开发为该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ꎮ 根据以色列国家能源部发布的年度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ꎬ 以色列的天然气收入总计为 ２ ４４ 亿美元ꎬ 绝大部分源于地中海塔玛

厄天然气田的开发收入ꎮ 而以色列最大的气田利维坦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开始运

营ꎬ 贡献了 ９ ５ 亿美元的能源红利ꎮ⑥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ｒｒｉｏｎ Ｌｕｆｔꎬ “Ａ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Ｊｕｎｅ １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 ｐｒｉｎｔ －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ａ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ｇａｍｅ － ｃｈａｎｇｅｒ － １ ２９５５２２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３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２２ ｔｃｆ”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ａｔｇａｓ －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 ｉｄＵＳＬ６Ｎ０ＰＯ０８Ｑ２０１４０７１３ꎬ ２０１９ －１２ －２１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ｒｅａｍｓ: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ｉｎｔｌ / ｃｍｓ / ｓ / ２ / １ｄ
ｂｄａ５７４ － ｆ１６ｄ － １１ｅ１ － ａ５５３ － 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ｄｃ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７

Ｉａｎ Ｋｅｒｓｈｎｅ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ｅｇｉｎｓ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ｆｒｏｍ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３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０１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ｉｓｒａｅｌ － ｔｕｒｎｓ － ｏｎ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ｆｌｏｗ － ａｔ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 ｓｉｔｅ ｈｔｍｌ? ＿ ｒ ＝ ０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１

Ｒｏｂｉｎ Ｂｅｃｋｗｉｔｈ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Ｇａｓ Ｂｏｎａｎｚａ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６３ꎬ Ｎｏ 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４６ － ４９

«以色列 ２０１９ 年油气收入达到 ２ ４６ 亿美元»ꎬ 载国际燃气网: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ｓ ｉｎ － ｅｎ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ｇａｓ － ３２７９１６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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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８ 年以色列的天然气消费量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ꎬ “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ｅ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６

　 　 对于以色列而言ꎬ 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利益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能源消费结构将从燃煤发电转向天然气发电ꎮ 从图 １ 可以看

出ꎬ 以色列的天然气消费量逐年增长ꎬ 天然气已经成为该国主要的发电燃料ꎮ
以色列天然气发电量占以色列发电总量的比重 ２０１６ 年为 ５５ ２％ ꎬ① ２０１８ 年占

比升至 ６６％ ꎻ 而煤炭发电占比则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２％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０％ ꎮ ２０１８
年底ꎬ 以色列政府确定了 “２０３０ 年底淘汰所有燃煤发电” 的目标ꎬ 但随着天

然气工业的快速发展ꎬ ２０１９ 年决定 ２０２５ 年底 “气电” 全面取代 “煤电”ꎬ 从

而正式进入无污染的天然气发电时代ꎮ② 另一方面ꎬ 受到以色列天然气田持续

新发现及可采储量上升等利好因素的影响ꎬ 该国正在加速迈入能源出口国的

行列ꎮ 以色列的专属经济区还可能蕴藏着其他天然气田ꎮ 法国能源调查机构

贝西普芳莱布 (Ｂｅｉｃｉｐ Ｆｒａｎｌａｂ) 公司认为ꎬ 以色列周边还蕴藏其他巨大的

天然气田ꎬ 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９ 年ꎬ 以色列每年将

出产 ７ ９８１ 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ꎬ 成为重要的天然气出产国ꎮ③ 由此看ꎬ 以色

列的 “天然气革命” 不仅使该国 “能源独立” 成为可能ꎬ 也帮助以色列实现

了巨大的能源收益ꎮ

６２

①

②

③

当前以色列国内已经建立了 ５ 个天然气发电站ꎬ 分别是达利亚 ( Ｄａｌｉａ) 发电站、 多阿德

(Ｄｏｒａｄ) 发电站、 埃什科尔 ( Ｅｓｈｋｏｌ) 发电站、 米舍尔洛特姆 (Ｍｉｓｈｏｒ Ｒｏｔｅｍ) 发电站和雷奥丁

(Ｒｅａｄｉｎｇ) 发电站ꎮ Ｓｅｅ Ｅｒｅｚ Ｃｏｈｅ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３７

王林: «以色列要借天然气实现能源独立»ꎬ 载新能源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ｎｅ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５０３０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５ꎮ

Ｅｒｅｚ Ｃｏｈ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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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耳其的天然气开发与国内供需矛盾

土耳其十分重视勘测和利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ꎮ 土耳其国内的

天然气资源匮乏ꎬ 现有的天然气田集中在黑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区 ( Ｔｈｒａｃｅ
Ｂａｓｉｎ)ꎬ 且储量较小ꎬ 仅能满足当地需求ꎮ 土耳其天然气进口严重依赖于俄罗

斯ꎬ ２０１３ 年ꎬ 土耳其 ５８％的天然气通过 “蓝溪” (Ｂｌｕｅ Ｓｔｒｅａｍ) 管道从俄罗

斯进口ꎬ 近 ２０％的天然气从 “东南管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和 “跨安纳

托利亚天然气管道”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从伊朗和阿塞拜疆

进口ꎬ 另有少量天然气通过液化天然气船从阿根廷运抵土耳其东部港口伊兹

密尔ꎮ① 因此ꎬ 土耳其一直希望促成天然气进口的多元化ꎬ 摆脱对俄罗斯天然

气的依赖ꎮ 为此ꎬ 土耳其一方面与中亚、 中东和高加索的天然气产出国商讨

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ꎬ 从中亚、 里海、 高加索和伊拉克北部进口天然气的可

能性②ꎻ 另一方面ꎬ 积极勘测国内和周边海域的天然气资源ꎬ 满足日益增长的

国内能源需求ꎮ③

表 １　 土耳其的天然气产量、 需求量与进口依赖度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产量
(亿立方
英尺 /年)

７４ ８ ６４ ２ ２２５ ６ ３１６ ７ ２４０ ８ ２６８ ７ ２２３ ２ １３８ ７

需求量
(亿立方
英尺 /年)

１２２４ ７ ２４８２ ２ ５２３９ ９６６７ ８ １３４６４ １５７６６ １５９８１ １６８１０

进口依赖度
(％ ) ９３ ９ ９７ ４ ９５ ７ ９６ ７ ９８ ２ ９８ ３ ９８ ６ ９９

　 　 资料来源: Ｖｅｄａｔ Ｙｏｒｕｃｕ ａｎｄ Öｚａｙ Ｍｅｈｍｅｔ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Ｇｅｗｅｒｂｅｓｔｒａｓｓ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７３

７２

①

②

③

Ｇｌａｃｏｍｏ Ｌｕｃｉａｎｉ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２

这些项目包括土库曼斯坦—跨安纳托利亚管道—欧洲天然气管道 (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 ＴＡＮＡＰ －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ꎬ 伊拉克—土耳其天然气管道 (Ｉｒａｑ －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ꎬ 阿拉伯

天然气管道和基尔库克—杰伊汉天然气管道 (Ｋｉｒｋｕｋ － Ｃｅｙｈａ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项目等ꎮ
Ｖｅｄａｔ Ｙｏｒｕｃｕ ａｎｄ Öｚａｙ Ｍｅｈｍｅｔ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Ｇｅｗｅｒｂｅｓｔｒａｓｓ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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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测活动ꎬ 主要由土耳其本国的能源企业来

进行ꎮ 土耳其石油公司 (ＴＰＡＯ) 接受土耳其政府和 “北塞浦路斯” 当局授

权ꎬ 勘测和开发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ꎮ ２０１４ 年之后ꎬ 土耳其开始派出

勘测船前往东地中海进行地质勘测ꎬ 寻找天然气资源ꎮ 随着塞浦路斯天然气

开发不断取得成果ꎬ 感到压力的土耳其在 ２０１９ 年加快了在东地中海天然气的

勘测步伐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土耳其宣布派遣勘测船前往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

的第 １ 区、 第 ８ 区和第 １２ 区进行勘测活动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土耳其派遣钻井船

“法提赫 １ 号” (Ｆａｔｉｈ － １) 到达塞浦路斯以西海域进行钻井作业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土耳其第二艘钻探船 “亚伍兹号” (Ｙａｖｕｚ) 到达塞浦路斯东北部海域进

行钻井作业ꎮ 尽管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进行了多次勘测ꎬ 但是未能发现可供开

发的天然气田ꎮ
总体看ꎬ 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ꎬ 且探明的储量有限ꎬ

尚未显著影响全球的能源格局ꎮ 但对于塞浦路斯、 以色列和土耳其而言ꎬ 能

够在东地中海开发天然气资源ꎬ 收获能源带来的经济红利都极具诱惑ꎮ 东地

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也因此对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对于

以色列而言ꎬ 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能源收益ꎬ 也帮助

以色列改善了地缘政治环境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协议ꎬ 将在未

来 １０ 年向埃及输送 ２ ２ 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ꎬ 总价值高达 １５０ 亿美元ꎮ②

埃及天然气部长谢里夫伊斯梅尔 (Ｓｈｅｒｉｆ Ｉｓｍａｉｌ) 就表示ꎬ 埃及需要维持与

以色列的友好关系ꎬ “埃及的国家利益、 经济需求及在中东的政治经济角色ꎬ
都是我们引入以色列天然气的重要原因ꎮ 埃及的利益高于一切ꎬ 我们必须从

战略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ꎮ”③ ２０１５ 年ꎬ 以色列天然气出口到埃及和约旦ꎮ
“以色列和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开发国ꎬ 以及不断高涨的天然气需求ꎬ 将会促成

曾经的敌对国家转而谋求合作提升以色列的地区作用及国际影响力ꎮ”④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Ｋｅｎ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Ｆｏｒｇｏ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ｅｓꎬ Ｆｏｒｂ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 ｃｏｍ/ ｓｉｔｅｓ / ｋｅｎ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８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 ａｒｅ －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ｄｉｖｉｄｅｓ － ａｎｄ － ａｒｅ － ｆｏｒｇｉｎ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ｔｉｅｓ / ＃
３２ｃ５０ｄ５８１５ａａ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０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Ｇａｓ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Ｅｇｙｐｔ”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ｅｌｌ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ｗ ｃｏｍ / ｅｎ / ｉｓｒａｅｌ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 ｍａｊｏｒ － ｇａｓ － ｄｅａｌ － ｗｉｔｈ － ｅｇｙｐｔ / ａ － ４２６４７０２２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８

Ｏｆｉｒ Ｗｉｎｔｅｒꎬ “Ｅｌ － Ｓｉｓ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２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７

Ｅｒｅｚ Ｃｏｈ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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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ꎬ 力图提升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上的话

语权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①签订了海上划界协

定ꎮ 根据协议ꎬ 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将以 “大陆架原则” 划分东地

中海地区边界ꎬ 土耳其的大陆架囊括了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部分专属经济区ꎮ
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受到土耳其的支持和帮助ꎮ 土耳其不仅向民族团结政

府辖下的军队提供军事装备ꎬ 还与卡塔尔一道提供财政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出兵利比亚ꎬ 并同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军事合作协

议ꎬ 共同抵抗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ꎮ 土耳其希望通过支持利比

亚民族团结政府ꎬ “来增强自己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的话语权”ꎬ 以获得更多的

“国际支持”ꎮ② 在土耳其军队的帮助下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所辖军队ꎬ 重新控制了的黎波里及其周边区域ꎬ 击退了利比亚国民军的进攻ꎮ
土耳其人提出ꎬ 要以利比亚中部能源重镇苏尔特 (Ｓｉｒｔｅ) 和战略要地朱夫拉

(Ｊｕｆｒａ) 为停火区域的建议ꎬ 引起了埃及和阿联酋等国的不满ꎮ 对塞浦路斯、
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来说ꎬ 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事关本国能源利益和战略利

益ꎬ 且与塞浦路斯问题、 东地中海划界问题和巴以问题等地区敏感议题紧密

相关ꎬ 难以让步ꎮ

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展开的博弈

近年来ꎬ 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议题上ꎬ 形成了以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

斯” 为一方ꎬ 塞浦路斯、 以色列和希腊等为另一方相互对立的局面ꎮ 两个阵

营之间的对立关系ꎬ 源于多方面的深刻矛盾ꎬ 并且受到了域外大国的影响ꎮ
(一) 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博弈阵营的矛盾

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ꎬ 未能促成地区国家间的广泛合作ꎬ 反而使得地

区国家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状态ꎮ 其中ꎬ 土耳其较为孤立ꎬ 仅与尚未得到

９２

①

②

２０１１ 年之后ꎬ 利比亚国内局势长期动荡ꎬ 并且形成了位于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ꎬ
与东部城市托布鲁克为中心的国民代表大会对峙的局面ꎮ 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国际社会ꎬ 大多承认的黎

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性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相关的海

上划界协议ꎮ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Ｌｉｂｙａ Ｇａｍｂｉ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ｔｕｒｋｅ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ｌｉｂｙａ － ｈｏｗ － ａｎｋａｒａｓ －
ｍｏｖｅｓ － ａｒｅ － ｓｅｒｖｉｎｇ － ｍｏｓｃｏ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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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实体——— “北塞浦路斯” 结为同一阵营ꎬ 而塞浦路

斯、 以色列、 希腊、 埃及等多国站在对立面ꎬ 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机制ꎬ
建立起了较为紧密的联系ꎮ 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博弈阵营的形成ꎬ 与它们在一

系列敏感问题上的分歧密切相关ꎮ
土耳其— “北塞浦路斯” 和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之间ꎬ 就 “北塞浦

路斯” 国际地位问题存在深刻矛盾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塞浦路斯国内局势动

荡ꎬ 土耳其族与希腊族发生冲突ꎮ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ꎬ 土耳其决定出兵塞浦路斯ꎬ
保护当地的土耳其族民众ꎮ 塞浦路斯希腊族武装在土耳其部队的强大攻势下

纷纷瓦解ꎬ 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约 １ / ３ 的地域ꎬ 建立了 “土耳其族保

护区”ꎬ 随后成立了 “土耳其族自治政府”ꎮ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族自治政

府” 变为 “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国”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它进一步升级为 “土耳其北

塞浦路斯共和国” (即 “北塞浦路斯”)ꎮ ８ 月ꎬ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达

成了 «人口互换协议»ꎬ 生活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希腊族和生活在塞浦路斯南部

的土耳其族分别前往南部的希腊族自治区和北部的土耳其族自治区ꎮ 尽管塞

浦路斯南北分别建立了由希腊族主导的 “塞浦路斯政府” (南塞浦路斯) 和

土耳其族主导的 “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国” ( “北塞浦路斯”)ꎬ 但是国际社会

(土耳其除外) 拒绝承认 “北塞浦路斯” 的合法性ꎮ 正是基于南北塞浦路斯

分裂问题ꎬ 土耳其一方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与 “北塞浦路斯” 的特殊关系ꎬ 保

留在 “北塞浦路斯” 的驻军ꎬ 保护塞浦路斯境内的土耳其族ꎮ① 而另一方面ꎬ
塞浦路斯政府则将土耳其视为 “入侵者”ꎬ 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塞浦路斯的内部

动乱归咎于土耳其的 “外来干涉”ꎮ② 由此ꎬ 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未建立直

接的外交关系ꎬ 土耳其也拒绝承认塞浦路斯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合法地位ꎮ
土耳其和希腊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矛盾ꎮ 历史上ꎬ 希腊和土耳其

之间曾经爆发多次大规模战争ꎬ 两国民众的敌对情绪长期存在ꎮ③ 现实中ꎬ 土

０３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Ｔｏｚｕｎ Ｂａｈｃｈｅｌｉꎬ “Ｃｙｐｒｕｓ １９７４: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６ － ２１ꎻ Ｆｉｏｎａ Ｂ Ａｄａｍｓｏｎ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４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１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２７７ － ３０３

Ｃｌｅｍｅｎｔ Ｄｏｄｄ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５

对于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对立和敌意ꎬ 汤因比曾经在其著作 «文明的接触: 希腊与土耳其的

西方问题» 的第三章中ꎬ 有过精彩的论述ꎮ 参见 [英国] 阿诺德汤因比: «文明的接触: 希腊与土

耳其的西方问题»ꎬ 张文涛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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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和希腊不仅在塞浦路斯国内冲突中彼此指责对方在 “制造混乱”ꎬ 还在爱

琴海岛屿归属、 领空、 大陆架划分等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ꎬ 导致土耳其

与希腊在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濒临冲突边缘ꎮ①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爆发未

遂军事政变ꎬ 一些土耳其军事将领逃亡希腊并得到了希腊政府的庇护ꎬ 导致

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 (ＡＫＰ) 政府与希腊紧张关系长期持续ꎮ②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源于巴以问题ꎮ 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 政

府长期支持加沙地区的 “伊斯兰抵抗运动” ( “哈马斯”)ꎬ 抨击以色列对加沙

的军事行动和全面封锁ꎮ ２０１０ 年以色列和土耳其曾因 “加沙救援船” 事件而

导致两国断交ꎮ③ 土耳其反对以色列单方面开发沿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ꎬ 批评

以色列 “盗取巴勒斯坦人民的天然气和自然资源”④ꎻ 土耳其领导人还多次威

胁ꎬ 要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控制下的加沙地方政府合作ꎬ
共同开发巴勒斯坦加沙沿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ꎬ 打破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的

封锁ꎮ⑤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声称 “以色列不能独享东地

中海的资源”ꎬ 甚至威胁 “如果必要将同以色列开战”ꎮ⑥ 尽管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

和以色列曾经短暂地达成了和解协议ꎬ⑦ 但是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土以关系再次因为

巴以问题而相互驱逐大使ꎬ 双边关系陷入危机ꎮ
土耳其与 “北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希腊、 以色列的亲疏关系ꎬ 影响到

了地区资源的开发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埃及、 塞浦路斯、 希腊、 以色

列、 意大利、 约旦和巴勒斯坦七国在开罗签署了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成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争议岛屿主要包括爱琴海的普塞里摩斯岛 ( Ｐｓｅｒｉｍｏｓ)、 富尔诺伊岛 ( Ｆｏｕｒｎｏｉ)、 西里纳岛

(Ｓｉｒｉｎａ)、 阿盖瑟尼西岛 (Ａｇａｔｈｏｎｉｓｉ)ꎬ 以及克里特岛西南约 ３０ 公里处的盖维德斯岛 (Ｇａｖｄｏｓ) 和盖

维德普拉岛 (Ｇａｖｄｏｐｕｌａ)ꎮ
王晋: «土耳其希腊爱琴海对峙为哪般?»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Ｋ０ｔｒ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２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艘开往加沙的土耳其船只ꎬ 在登船检查时遭到了土耳

其船员的反抗ꎬ 以色列军警枪杀了 １０ 名土耳其船员ꎮ 此次事件致使土耳其和以色列互相驱逐大使ꎬ 两

国关系陷入僵冷ꎮ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ｚｉｚ Ａｂｄｕｌ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Ｂａｙａｔｉꎬ “Ｇｅ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ｚ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ａｓ—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２

Ｓｈｉｒａ Ｅｆｒｏｎ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ａｌｉｆ: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０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 Ｗｅ Ｃａｎ Ｇｏ ｔｏ Ｗａｒ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０７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０７ｔｕｒｋｅｙ ｈｔｍｌ? ＿ ｒ ＝ ０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５
王晋: «土以复交的天然气因素»ꎬ 载 [新加坡] «联合早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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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章程ꎬ 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则被排除在外ꎬ 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议

题上ꎬ 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ꎮ
(二) 利益攸关方博弈的焦点

土耳其— “北塞浦路斯” 阵营ꎬ 和塞浦路斯—以色列—希腊阵营之间ꎬ
就如何划定东地中海的海疆ꎬ 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ꎮ 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

列在划分海上疆界议题上ꎬ 形成了比较紧密的法律关系ꎮ 塞浦路斯和希腊都

主张ꎬ 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来划定东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海上疆域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塞浦路斯签署了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Ｚｏｎｅ)ꎬ 承认了 “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 １２
海里” 的规定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塞浦路斯加入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再次确定了 １２ 海里领海和 ２００ 海里

专属经济区的相关原则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塞浦路斯与埃及签订了海上专属经济区划

界协议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塞浦路斯与黎巴嫩签订了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协

定ꎮ① 塞浦路斯通过与埃及、 以色列和黎巴嫩签订海上划界协议ꎬ 达成了东地

中海划界问题的共识ꎮ 希腊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要求根

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划定在东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ꎮ②

尽管以色列并未签署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与塞浦路斯达

成了海上划界协议ꎬ 并支持塞浦路斯和希腊在东地中海划界问题上的主张ꎮ
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对海上划界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ꎮ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第 １２１ 条规定岛屿可以拥有 “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ꎬ③ 而土

耳其西部海域大部分岛屿被希腊所占据ꎬ 如果承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土

耳其在东地中海将受到希腊的压制ꎬ 因此土耳其未签署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ꎬ 也不承认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 的主张ꎮ 土耳其提出ꎬ 地中海沿岸国

家的领海范围应当被限定在 ６ 海里ꎬ 且不应拥有 “专属经济区”ꎮ 具体到土耳

其和塞浦路斯的海上划界问题上ꎬ 土耳其认为ꎬ 塞浦路斯 “６ 海里领海” 以

２３

①
②

③

塞浦路斯与黎巴嫩的海上划界协定ꎬ 并没有被黎巴嫩议会所批准ꎮ
关于希腊签署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影响ꎬ ｓｅｅ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ꎬ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Ｇｒｅｅ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Ａｌｄｏ Ｃｈｉｒｃｏｐꎬ Ａｎｄｒé Ｇｅｒｏｌｙｍａｔｏ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Ｏ Ｉａｔｒｉｄｅｓ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Ａｅｇｅａｎ Ｓｅ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ａ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８９ － １０２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全文参见联合国网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ｆｉｌｅｓ / ＵＮＣＬＯＳ － １９８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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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域ꎬ 都应该属于土耳其大陆架的延伸①ꎬ 因此塞浦路斯海上专属经济区的

１、 ４、 ５、 ６、 ７ 五个区域ꎬ 应当属于 “土耳其大陆架”ꎬ 未经土耳其允许ꎬ 塞

浦路斯无权开发这一区域的天然气资源ꎮ 塞浦路斯主导的天然气开采活动ꎬ
被土耳其视为 “非法盗取土耳其领海资源”ꎮ②

在东地中海划界问题上的巨大分歧ꎬ 使得相关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

级ꎮ 土耳其极力阻止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开发进程ꎮ 早在 ２００２ 年ꎬ
土耳其就曾派出海军舰艇ꎬ 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阻拦了一艘挪威勘测船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海军再次派出舰船ꎬ 在塞浦路斯以东海域拦截了两艘隶

属于挪威石油地质服务公司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 －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勘测船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随着塞浦路斯政府开启第二轮海上专属经济区天然气开发 “招标”ꎬ 土耳

其也宣布ꎬ 塞浦路斯划定的第 １、 ４、 ５、 ６、 ７ 区域为 “土耳其大陆架区域”ꎬ
并且威胁 “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护土耳其在大陆架内的合法权益”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派出军舰ꎬ 拦截了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第 ３ 区进行钻井勘

测的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团的勘测船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海军举行代号为 “蓝色

祖国” (Ｂｌｕ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的军事演习行动ꎬ 超过１００ 艘海军舰艇参演ꎬ 范围涉及黑

海、 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区域ꎬ 宣示土耳其捍卫在大陆架海洋权益的决心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的 «海洋管辖区限制谅

解备忘录»ꎬ 力图通过双边法律文件的形式来为自己的海上划界主张寻求依

据ꎮ 根据 «备忘录»ꎬ 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在地中海开辟了一条南北

纵向的 “海上边界走廊”ꎮ «备忘录» 损害了希腊、 埃及、 以色列和塞浦路斯

等相关国家的海上划界诉求ꎬ 遭到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ꎮ 埃及、 塞浦路斯、
希腊、 以色列、 意大利和法国纷纷发表声明ꎬ 表示 «备忘录» “没有法律效

力”ꎬ 不予承认ꎮ 希腊政府驱逐了土耳其驻希腊大使ꎬ 愤怒的希腊民众还袭击

了土耳其驻希腊外交人员的车辆ꎮ 为了确保 «备忘录» 签订方———利比亚民

３３

①

②

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认为ꎬ “大陆架原则” 为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ꎬ 扩

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ꎬ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

２００ 海里ꎬ 则扩展至 ２００ 海里ꎮ
“Ｔｕｒｋｅｙ － Ｌｉｂｙ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ｋｅｓ ｕｐ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ｔｕｒｋｅｙ － ｌｉｂｙａ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０１ －２２

Ａｙｌａ Ｇｕｒｅｌꎬ Ｆｌｏｎａ Ｍｉ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ｙ Ｔｚｉｍｉｔｒａｓꎬ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ꎬ Ｏｓｌｏ: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ｓｌｏ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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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政府不被利比亚 “国民议会” 政府及其支持的利比亚 “国民军” 推

翻ꎬ 土耳其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向利比亚派遣军队ꎬ 引起了地区国家的警惕ꎮ 塞

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ꎬ 以提升各方军队

的协作程度ꎻ 埃及也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举行军事演习ꎬ 向土耳其展示实力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埃及议会授权塞西总统向利比亚派出军队ꎬ 以抗衡土耳其在利比亚

的影响ꎮ① 东地中海的紧张局势逐渐升级ꎬ 冲突风险不断增大ꎮ
(三) 欧美对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博弈的介入

东地中海的天然气争端ꎬ 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影响和干预ꎮ 欧盟在东地

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态度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其一ꎬ 塞浦路斯和希腊都

是欧盟成员国ꎬ 因此 “局势越紧张ꎬ 欧盟对于塞浦路斯的支持力度就越大ꎬ
塞浦路斯也就会因此获益”ꎮ② 其二ꎬ 欧盟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唯一的国

际组织缔约方ꎬ 尽力维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权威性③ꎬ 因此支持签署

该文件的塞浦路斯和希腊ꎮ 其三ꎬ 欧洲能源企业ꎬ 如法国道达尔和意大利埃

尼能源集团等ꎬ 都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投资勘测与开发ꎬ 法国和意大利

也看好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前景ꎮ 意大利在 ２０１９ 年同意加入 “东地中海天

然气管道” 项目ꎬ 而法国则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正式请求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

论坛ꎮ
欧盟委员会在多个外交场合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测活动提出

了批评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通

过决议ꎬ 要求土耳其 “秉持睦邻友好的原则ꎬ 在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ꎬ 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主权”ꎬ 并威胁对土耳其展开制裁ꎬ 暂停双方在航空

领域的高级别对话ꎬ 减少对土耳其的援助ꎮ④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和利比亚

４３

①

②

③

④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ｉｓｉ Ｇｅｔ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Ｔｒｏｏｐｓ ｔｏ Ｌｉｂｙａ”ꎬ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Ｊｕｌｙ ２０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ｌｉｂｙａ － ｅｇｙｐｔ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ｔｒｏｏｐｓ － ｓｉｓｉ － ｄｅｐｌｏｙ － ｈｉｆｔｅｒ －
ｓｉｒｔｅ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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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划界协定后ꎬ 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ꎬ 要求土耳其 “尊
重国际海洋法律ꎬ 尊重睦邻友好原则ꎬ 尊重相关区域沿海国家的海上疆域与

主权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欧盟理事会发布了 «欧盟外长关于东地中海形势的声

明»ꎮ 该声明明确提出 “与塞浦路斯团结一致”ꎬ 要求土耳其 “遵守国际法ꎬ
秉持睦邻友好原则”ꎮ② 鉴于东地中海局势持续紧张ꎬ ８ 月 ２５ 日ꎬ 德国外长马

斯到访土耳其ꎬ 斡旋土耳其和希腊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ꎮ
美国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态度ꎬ 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其一ꎬ

美国受到来自于以色列的外交游说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要求美国总

统特朗普ꎬ 在东地中海议题上 “遏制土耳其的野心”ꎮ③ 其二ꎬ 美国的大型能

源企业ꎬ 如埃克森美孚和诺博能源集团都参与了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周边水域

的天然气勘测与开发进程当中ꎬ 美国需要保护这些能源企业的利益ꎮ 其三ꎬ
美国看好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提出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建设ꎬ 希望借

机削弱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上ꎬ 美国成为该组织的永久观察员国ꎮ
美国不仅通过外交手段表达立场ꎬ 还直接出兵介入东地中海的摩擦事件ꎮ

美国国务院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发布声明ꎬ 要求土耳其 “停止在塞浦路斯海域内进

行钻探活动”ꎬ “鼓励各方保持克制ꎬ 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ꎮ”④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国会解除了针对塞浦路斯长达 ３２ 年的武器出口禁令ꎬ 此举被土耳其

视为将会对东地中海局势带来 “升级的危险”ꎮ⑤ 面对土耳其舰只的干扰ꎬ 美

国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派出护航军舰ꎬ 保护美国能源企业的勘测船在塞浦路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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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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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海域的勘测活动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土耳其和美国在东地中海举行联合

军演ꎮ
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纷争ꎬ 由地区的既有分歧和矛盾所引发ꎬ 反过来

也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冲突ꎬ 形成了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为一方ꎬ 希腊、
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为另一方激烈博弈的局面ꎮ 塞浦路斯问题、 巴以问题、 东

地中海划界问题、 土耳其与欧盟纷争等既有矛盾ꎬ 共同导致了东地中海天然

气开发纷争ꎻ 而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纷争ꎬ 也加剧了土耳其、 塞浦路斯、 希

腊和以色列等地区国家间的矛盾ꎬ 深刻影响着利比亚问题、 土耳其与欧盟和

美国的关系ꎮ

东地中海天然气能源开发的影响

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ꎬ 天然气开发也将进一步影响地区国

家间的政治关系及地区局势ꎮ
第一ꎬ 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之间能源合作不断巩固ꎬ 政治关系更趋

紧密ꎮ 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三国以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项目为核心ꎬ 促进多边合作机制从设想到付诸实践ꎮ
２０１０ 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希腊时ꎬ 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就提

出了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设想ꎬ 计划将希腊作为中转站ꎬ 把以色列沿

海的天然气资源出口到欧洲ꎮ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 塞浦路斯和希腊三国

签署了合作意向ꎬ 推动 “能源供应安全、 可持续发展和该地区国家间合

作”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三国领导人举行会谈ꎬ
就东地中海油气管道问题达成合作意向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包括塞浦路斯、 希腊、
以色列在内的七国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ꎬ 共同开发和利用东地中海天然

气资源ꎬ 讨论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事宜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以色列总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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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亚胡、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举行会晤ꎬ
签署了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合作文件ꎮ 根据规划ꎬ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全

长约 ２ １００ 公里ꎬ 始于以色列ꎬ 经塞浦路斯、 希腊的克里特岛将天然气输送至

希腊本土ꎬ 穿越希腊后将管道连接到目前仍在建的跨亚得里亚海输气管ꎬ 最

终通过意大利并入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网ꎮ 通过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与合作ꎬ
“帮助希腊、 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关系扩大了希腊、 以色

列和塞浦路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ꎮ①

第二ꎬ 土耳其与希腊、 塞浦路斯的冲突风险加剧ꎮ 土耳其是唯一承认

“北塞浦路斯” 合法性的国家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北塞浦路斯” 从土耳

其获得了 ３００ 亿里拉 (约 １００ 亿美元) 的援助和贷款ꎮ② 土耳其要求塞浦路斯

和 “北塞浦路斯” 一同开发东地中海的天然气资源ꎬ 藉此推动 “北塞浦路

斯” 获得国际承认ꎮ 塞浦路斯则反对土耳其的主张ꎬ 将土耳其视为塞浦路斯

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ꎮ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划界矛盾将进一步激化ꎮ 土耳其已经部署了 ４

艘勘测和钻探船活跃在东地中海区域ꎬ 希望寻找到可供开发的天然气田ꎮ③ 土

耳其舰只的勘测范围不仅覆盖了塞浦路斯周边水域ꎬ 还覆盖了土耳其—希腊

争议水域ꎬ 引起了希腊的警惕和反对ꎮ④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 土耳其恢复了科

考船奥鲁奇雷斯号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勘探活动ꎬ 并派出护卫舰护航ꎮ 此举

引来希腊军舰的对峙ꎬ 随后法国声援希腊ꎬ 并表示将加强其在东地中海地区

的军事存在ꎬ 东地中海紧张形势持续升级ꎮ 鉴于土耳其和希腊在历史上的复

杂关系ꎬ 以及现实中的海上划界纷争ꎬ 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测活动ꎬ
极易引发两国民间的对立情绪ꎬ 导致双方冲突风险激增ꎮ

第三ꎬ 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开发ꎬ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在欧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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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ｒｅｍｙａꎬ Ｊｕｌ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ｒｅａｌｎｏｅｖｒｅｍｙａ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３６８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ｏｆ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
ｃｙｐｒｕｓ －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 ｏｎｌｙ － ｂｙ － ｔｕｒｋｅ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６

这 ４ 艘舰只是勘测船 “巴巴罗斯号”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 和 “奥卢齐斯号” (Ｏｒｕçｒｅｉｓ)ꎬ 钻井船 “法
提赫 １ 号” (Ｆａｔｉｈ － １) 和 “亚伍兹号” (Ｙａｖｕｚ)ꎮ

Ｓａｌｉｍ Ｋａｈｒａｍａｎꎬ “Ｇｒｅｅｋ Ｎａｖｙ Ｐｌａｙｓ Ｃａｔｃｈ －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Ｎａｖ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 Ａｈｖａ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ｈｖａｌ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ｒｅｅｃｅ － ｔｕｒｋｅｙ / ｇｒｅｅｋ － ｎａｖｙ － ｐｌａｙｓ － ｃａｔｃｈ － ｔｕｒｋｅｙ － ｎａｖａｌ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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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应格局中的地位ꎮ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国内不同团体的政策倾向

与行为ꎬ 对于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① 欧盟

市场的天然气绝大多数依赖于外部进口ꎬ 因此十分重视土耳其在欧盟能源进

口中的 “能源桥梁” 地位ꎮ 土耳其也希望能保持对于欧盟的 “能源桥梁” 地

位ꎬ 以此获得与欧盟博弈的政治筹码ꎮ② 土耳其认为ꎬ 利用土耳其境内的现有

管道ꎬ 不仅降低了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难度ꎬ 也能向欧洲提供物美价

廉的天然气ꎮ③ 塞浦路斯、 希腊和以色列计划建设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ꎬ 将

极大地冲击土耳其的能源区位优势ꎮ 由于计划建设的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
并不过境土耳其ꎬ 因此 “对于土耳其来说难以接受势必威胁土耳其对于

欧盟的能源战略价值ꎬ 削弱土耳其在欧盟能源进口中的重要作用ꎮ”④

第四ꎬ 欧盟和美国虽介入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博弈ꎬ 但力度有限ꎮ 近年

土耳其对美国和欧盟的僵冷关系ꎬ 由两方面原因导致ꎮ⑤ 一方面ꎬ 土耳其认为

美国和欧盟阴谋颠覆土耳其政府ꎮ 土耳其政府认为ꎬ 美国和欧盟实施了 ２０１６ 年

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ꎮ 在政变之后ꎬ 土耳其希望引渡在美国居住的政变 “组
织者” ———土耳其 “居伦运动” 领导人穆罕默德费图拉居伦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ｕｌｅｎ)ꎬ 而这一要求被美国所拒绝ꎮ⑥ 一些参加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军

官也得到了希腊和德国等欧盟国家的庇护ꎮ 政变发生后ꎬ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

党的一系列国内政策ꎬ 也遭到了美国和欧盟的批评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和美国

同土耳其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土耳其将叙利亚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ｆｆｒｙ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 ｅｄｓ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５２１

“ＴＡＮＡＰ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ꎬ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１ / ｔａｎａｐ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ｋｅｙ －
ｒｏｌｅ － ｆｏｒ － ｅｕｒｏｐ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ｕｐｐｌ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 －０１ －１７

在土耳其境内主要有三条天然气管道: 一是从伊朗的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多乌巴亚泽特

(Ｄｏｇｕｂａｙａｚｉｔ)ꎬ 经埃尔祖鲁姆 (Ｅｒｚｕｒｕｍ) 到土耳其海峡ꎬ 随后入境保加利亚ꎬ 与 “跨巴尔干天然气管

道” ( Ｔｒａｎｓ Ｂａｌｋａｎ) 相连ꎬ 将伊朗的天然气输送到欧盟市场ꎻ 二是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 (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ꎬ 经土耳其并入 “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ꎬ 将天然气输送至欧洲ꎻ 三是俄罗斯的 “蓝
溪天然气管道” (Ｂｌｕｅ Ｓｔｒｅａｍ)ꎬ 过境土耳其后并入欧洲的 “跨高加索天然气管道”ꎮ

“Ｎｅｗ Ｇａ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ｍａ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ｓｔ ｅｕ / ｎｅｗ － ｇａｓ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ｍａｙ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６

慈志刚、 韩志斌: «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１ ~ ８５ 页ꎮ
王晋: «土耳其政变总统和精神领袖的对决»ꎬ 载 «联合早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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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的库尔德政治军事团体 “民主联盟党” (ＰＹＤ) 视为 “恐怖组织”ꎬ 并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先后发动了 ３ 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ꎬ 旨在打击叙利

亚 “民主联盟党”ꎮ 美国和欧盟则将 “民主联盟党” 视为在叙利亚打击极端

组织的重要伙伴ꎬ 反对土耳其对 “民主联盟党” 发动军事行动ꎮ① 在利比亚

问题上ꎬ 土耳其支持位于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ꎬ 还直接出兵介入利比亚

内战ꎮ 而美国和欧盟则反对土耳其干预利比亚事务ꎬ 认为土耳其的军事介入

将使利比亚问题长期化和复杂化ꎮ②

尽管与土耳其存在着多方面的分歧ꎬ 但是欧盟和美国介入东地中海天然

气纷争的力度有限ꎮ 美国和欧盟尽管在口头上表达了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ꎬ
但缺少介入东地中海纷争的强烈意愿ꎮ③ 欧盟需要维持与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

的合作ꎬ 防止土耳其境内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ꎻ④ 美国需要安抚土耳其ꎬ 保证

美国在叙利亚北部驻军的安全ꎻ 在军事合作领域ꎬ 美国和欧盟都希望土耳其

能够留在北约框架下ꎬ 避免土耳其倒向俄罗斯ꎮ⑤ 欧盟和美国尽管会在外交领

域不断对土耳其予以谴责和批评ꎬ 但是不会对土耳其进行大规模的制裁甚至

干预ꎮ

结　 语

与天然气资源分布颇为丰富的中东海湾地区和欧亚大陆的俄罗斯、 中亚

地区相比ꎬ 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量、 产能在全球能源供需结构中所占比重极

为有限ꎬ 但需注意的是ꎬ 东地中海位于欧洲、 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ꎬ 对于土

耳其、 以色列、 塞浦路斯而言ꎬ 关乎经济利益、 能源战略安全ꎬ 由此引发以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ꎬ 参见王晋: «叙利亚重建的困境、 归因与超

越»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 ~ ２９ 页ꎮ
Ｇａｌｉａ Ｌｉｎｄｅｎｓｔｒａｕｓｓꎬ Ｓａｒａｈ Ｊ Ｆｅｕｅｒ ａｎｄ Ｏｆｉｒ Ｗｉｎ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 Ｌｉｂｙ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ａｌ”ꎬ ＩＮ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ꎬ Ｎｏ １２３８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 ２０１９
Ｇｅｏｒｇｅ Ｎ Ｔｚｏｇｏｐｏｕｌｏｓ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ꎬ ＢＥＳ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６６５ꎬ ２０２０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ｃ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Ｓｕｍｍｅｒ /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６ꎬ ｐ ８２
Ｒａｃｈｅｌ Ｅｌｌｅｈｕｕｓ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Ｏ: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ｏｒｔｈ Ｓａｖｉｎｇ”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ｕｒｋｅｙ － ａｎｄ － ｎａｔｏ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ｗｏｒｔｈ － ｓａｖｉｎｇ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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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为一方ꎬ 塞浦路斯、 以色列和希腊为另一方ꎬ 在开

发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相互博弈ꎮ 受到多个地区敏感议题ꎬ 如塞浦路斯

问题、 巴以问题和利比亚问题的影响ꎬ 也受到了地区国家如塞浦路斯、 希腊、
土耳其、 以色列和埃及等国矛盾和分歧的影响ꎬ 天然气开发成为一个敏感且

复杂的政治议题ꎮ 围绕东地中海能源开发而出现的相关利益攸关国的政治角

力ꎬ 促使相关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ꎮ
对于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前景ꎬ 不宜过度乐观ꎮ 第一ꎬ 东地中海天然

气潜在的主要市场———欧洲市场ꎬ 对于东地中海天然气的需求并不急迫ꎮ 长

期以来ꎬ 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ꎬ 在 ２０１８ 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

气占据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４０％ ꎮ① 尽管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担心ꎬ 过度

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将会有损于欧洲国家能源安全ꎬ 但是 “俄罗斯不会切断

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ꎬ 因为俄罗斯需要保持向欧洲天然气输送管道的畅通ꎮ
大约 ６０％的俄罗斯财政收入来自于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出口ꎬ 其中绝大多数

都销往欧洲ꎮ”② 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充足ꎬ 价格稳定ꎬ 欧洲市场对

于其他天然气进口来源的需求并不迫切ꎮ③ 第二ꎬ 尽管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

斯” 政治关系紧密ꎬ 但是短期内无法实现天然气的开发收益ꎮ 土耳其的天然

气勘测能力较弱ꎬ 缺少成熟的勘测开发技术和设备ꎬ 加之 “北塞浦路斯” 的

国家地位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ꎬ 因此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主持下的东地

中海天然气开发进程ꎬ 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ꎮ 第三ꎬ 塞浦路斯和

以色列周边海域的天然气储量究竟有多少仍然存在争论ꎮ 一些专家分析认为ꎬ
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储量可能被 “高估”ꎮ④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ꎬ 埃尼能源集团

和道达尔公司先后宣布ꎬ 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的第 ９ 区、 第 １０ 区和第 １１ 区

并未发现具有经济价值的天然气资源ꎮ 第四ꎬ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仍

然存在不确定因素ꎮ 意大利国内反对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观点仍有较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ｐｒｉｃｅｓ － ａｎｄ － ｃｏｓｔｓ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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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撬动政治: 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　

大影响ꎬ 认为管道施工将影响意大利南部海域的生态环境ꎮ 而地中海海底复

杂的施工环境ꎬ 也很可能给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增加新的难题ꎮ① 实现

东地中海的天然气收益ꎬ 仍然需要较长时间ꎮ 未来ꎬ 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必然

会进一步加强在相关海域的天然气勘测活动ꎬ 天然气勘测与开发导致的地缘

政治博弈也将长期持续ꎮ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ｒｉｖ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ａｍｅ －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ｇ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ｙｐｒｕｓꎬ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ｃ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ｙｐｒｕｓ ｉｓｓｕｅꎬ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ｙｐｒｕ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ＥＵ ａｎｄ Ｕ 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ｙｐｒｕ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ｙｐｒｕｓ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ｙｐｒｕｓꎬ Ｇｒｅｅｃｅ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ｙｐｒｕｓ ｍ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ꎻ Ｃｙｐｒｕｓꎻ
Ｉｓｒａｅｌꎻ Ｔｕｒｋｅｙꎻ Ｇｒｅｅｃｅꎻ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Ｇａｓ Ｆｏｒｕｍ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１４

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ｌｉｎａｓꎬ “Ｈｉｇｈ Ｉｄｅａｌｓ ｂｕｔ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ꎬ Ｃｙｐｒｕｓ Ｍａ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ｙｐｒｕｓ － ｍａｉ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４ / ｈｉｇｈ － ｉｄｅａｌｓ － ｂｕｔ － ｌａｃｋｉｎｇ － ｉｎ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