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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华尔街日报：中国恒大债务危机：困局评估

上个月，中国恒大集团未能按时向海外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

10 月份很有可能将面临数年来最大规模的违约。投资者正在设法

克服各种不确定因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尚不明确。政府表

示会设法缓解此事对国家利益造成的冲击。这可能包括救济中国

投资者、银行、恒大供应商以及交付全款购置尚未竣工住宅的购

房者等措施。总体而言，恒大等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已然出现趋冷迹象。与此同时，分析

人士预测，恒大美元债的国外持有者几乎不会收到好消息。恒大

在上个月表示，已聘请到财务顾问，并表示存在违约风险。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分析人士普遍表示，恒大的违约不会引发类似雷曼兄弟破产

后的信任危机。不过，恒大仍是中国多年来不断扩大的房地产泡

沫中最大的地产商。至少就其在国内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而言，

过去十年来中国住宅市场的投资使得 21 世纪初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相形见绌。

建筑业繁荣

恒大地产的雄心令人震惊。截至去年年底，恒大地产有 700

多个在建项目，总楼面面积达 1.32 亿平方米。相比之下，帝国大

厦的总楼面面积约为 25.7 万平方米。恒大困境的不确定性部分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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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销售方式。许多楼房建成之前就已被恒大售出。截至今年上

半年，该公司已经预售了总价值约 2000 亿美元的大约 140 万套个

人房产。

需求猛增

中国楼市繁荣的又一大迹象：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即

使纽约、伦敦和巴黎也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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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付账单

恒大此次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堆积如山的债务。截至今年 6

月份，其总负债额约达 3040 亿美元。这包括 890 亿美元的待清偿

有息负债，其中有 42% 的负债不到一年到期。该公司还有近 200

亿美元的美元债券。9 月 23 日，公司未能偿付 8350 万美元的海

外美元债利息，使国外投资者纷纷权衡行使追索权。在这笔未偿

还利息构成债券违约之前，恒大有 30 天的宽限期。

本周三，恒大表示，已与一家中国国企达成协议，以 15 亿

美元出售其在一家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股份，这表明国家机构正试

图助力恒大地产摆脱债务危机。

作者：Peter Santilli，2021 年 10 月 3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vergrande-debt-crisis-sizing-up-

a-big-mess-1163325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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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博新闻社：马克 • 扎克伯格这周不好过，而

现在才到周二

脸书公司 (Facebook Inc.) 在全球范围内的宕机暴露出依赖其

社交网络产品的风险，在一名美国举报人的证词可能会使其在国

内遭到更多不必要的审查之际，这一事件推动欧洲监管机构加大

力度以遏制该公司的影响力。虽然欧洲一觉醒来发现 Facebook、

Instagram、WhatsApp 和 Messenger 的服务重新上线，但周一发生

的大规模宕机还是很快引发了批评。欧盟反垄断首席专员、数字

政策负责人玛格丽特 • 韦斯塔格尔（Margrethe Vestager）表示，

脸书的宕机会使人关注该公司的主导支配地位。“一直以来，让

人们有选择的余地都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致力于维护数

字市场的公平竞争，”韦斯塔格尔说，“我们所看到的宕机说明，

只依赖个别大公司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管它们是谁。”

此次社交网络平台的瘫痪导致 27.5 亿多人所使用的服务中

断，对脸书公司而言，此事发生的时机很不妙。周日在美国电视

台接受采访后，举报人弗朗西斯 • 豪根（Frances Haugen）将于周

二出席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向议员们阐述有关脸书

的所谓“可怕真相”。豪根指责公司将利益置于用户安全之上，

而随着脸书服务的瘫痪，她的这一指控仍旧是头条新闻，这促使

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大 • 奥卡西奥 - 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

Cortez）强调依赖网络通讯服务的国家所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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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在纽约股市上涨 1.3%，达到 330.33 美元，此前周一跌

幅达 4.9%。脸书在欧洲已经面临大量反垄断和隐私调查，即便是

像收购一家客户服务软件提供商这样的小型交易也会受到严格审

查。上个月，该公司因WhatsApp数据问题被罚2.25亿欧元（2.61

亿美元），并分别面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德

国竞争监管机构 Bundeskartellamt 的反垄断调查。

欧盟立法者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对新法律进行投票，该法律将

限制脸书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向新服务领域扩张的能力。欧洲议会

的德国绿党议员 Rasmus Andresen 说，服务中断说明依赖一家公

司作为关键沟通渠道的“严重后果”，之前就不该允许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欧盟和美国的每个人现在都必须

认识到，我们需要针对类似垄断的强有力法规，”Andresen 在一

份声明中说，“我们需要密切的跨大西洋合作。”

政治余波

脸书瘫痪事件促使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 塔伊普 • 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呼吁建立新的数字“秩序”。埃尔多

安几乎无法容忍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批评。总统办公室通讯负责人

法赫列廷 • 阿尔图恩（Fahrettin Altun）表示，长达数小时的宕机

说明了社交网络是多么“脆弱”。他敦促迅速发展“国内”社交

网络平台。“我们所看到的问题说明，我们的数据是多么危险，

我们的社交自由是多么迅速而轻易地受到限制，”阿尔图恩在一

系列推特帖子中说。民族主义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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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对宕机表示欢迎，议员贝娅特丽克斯 •冯 •斯托奇（Beatrix 

von Storch）表示，她希望（脸书公司的）竞争对手从中受益。在

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马杜 • 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的通讯

团队、政府官员以及 36 个州的州长在服务瘫痪 6 小时期间全部陷

入了沉默（，没有发出任何政府信息）。自从6月5日推特（Twitter）

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被屏蔽后，政府越来越依赖 Facebook 通

知公众。总统办公室发言人拒绝置评。匈牙利反对派政客们利用

Facebook 产品以绕开国家媒体，他们感叹无法依赖 Facebook 开展

反对总理欧尔班 • 维克托（Viktor Orban）的运动。

布达佩斯市长考拉丘尼 • 盖尔盖伊（Gergely Karacsony）在

周二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对我们这些反对派政界人士来说，

“Facebook”是我们能与你们对话的最后的媒体渠道之一，它并

不完全受控于”欧尔班的青民盟（Fidesz）政党。他说，Facebook

出现的问题威胁到信息传播的能力。

Facebook 的一系列应用程序有近 30 亿日常用户。服务瘫痪

迫使一些电信公司采取行动。总部位于巴黎的电信公司 Iliad SA

旗下的波兰分公司在其网站上的一篇博文中说，在当地时间下午

6:30 至 7:30 之间，打给客户服务的电话数量增加了八倍。它不

得不重新配置网络以防超负荷。伦敦开放权利组织（Open Rights 

Group）的执行董事吉姆 •基洛克（Jim Killock）在接受采访时说：“这

次宕机表明，我们确实过度依赖于一家公司，有必要促进多元化

竞争。”“他们对数据驱动、注意力优化产品（attention-optim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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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的依赖是有危险的，需要通过促进竞争的干预措施加以

改变。”

作者：Jennifer Ryan，Aoife White，2021 年 10 月 5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0-05/facebook-outage-

stings-as-whistle-blower-prepares-to-reveal-all)

二、全球顶尖智库

（一）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法国视角下的美英澳安全协议、战略自治

与印太未来问题 

在法国看来，美英澳安全协议的影响远不止是取消法澳潜艇

合同那么简单。该协议更表明，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盎格鲁体

系国家（the Anglosphere）推进的战略议程与法国的战略愿景越

来越难以相容。法国外交部长让 - 伊夫 • 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指责美方和澳方表里不一，并感叹两国所为与长期盟友间

的彼此期待相去甚远。

印太地区与法国

法属留尼汪（La Réunion）是一座火山岛，常年狂风侵袭。

地图上，留尼汪看起来就像是个完美的小圆点。该岛位于马达加

斯加以东，处印度洋最南端水域。最新人口统计显示，该岛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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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85 万法国居民。法国海外领土马约特岛（Mayotte）位于莫

桑比克海峡北部，岛上法国居民人数达 29 万。印太地区的法国

公民还有另外 160 万分散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瓦

利斯和富图纳群岛（New Caledonia, French Polynesia, Wallis and 

Futuna）以及其他小岛屿。上述法国海外领土专属经济区面积总

计达 900 万平方公里。法国除向欧盟出口外，还向亚洲出口，占

总出口量三分之一。以上种种，可认定法国确实是“印太国家”，

印太未来与法国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毫无疑问，法国会优先

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建立“多极化、稳定和包容的秩序”，并希望

保持和加强实现该秩序的相关能力。

所以，法国对美英澳安全协议反应如此强烈，原因不言自明。

在法国看来，法国与澳大利亚的潜艇购买合同帮助澳大利亚这一

关键盟友增强了国防能力，同时提升了法国自身国防工业的实力

与专业知识。实际上，法澳潜艇合同金额占法国国防承包商海军

集团（Naval Group）预期营收的 10％左右。为履行该合同，海军

集团还创建了澳大利亚子公司。法澳合同等其他协议由法国政府

牵头，希望基于原本与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协议，

其国防工业能够渗透进入印太市场。

当然，法国的采购能力是为了能与其在印太地区部署军事力

量相辅相成。这一军事力量已相当强大，而且未来只会更强。印

太地区法国军事人员数量达到 7000 至 8000 人，有 15 艘战舰和

38 架飞机。此外，法国还会从本土定期调派特遣部队，提供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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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法国国防部与美国、印度和日本合作，定期举办和参加类

似近期孟加拉湾进行的多国军演。

法国除依靠本国丰富资源外，还认为欧盟及印太地区的潜在

伙伴至关重要，能够推进法国在印太的利益。事实上，美英澳签

署协定后，法国政府立即指出，欧洲战略自治是法国和欧盟其他

成员国必须采取的下一步行动。

打破二元性

法国之所以公开抨击美澳协议，若能想到上述原因，就不难

联想到另一个更深的原因。正如媒体猜测，法国愤怒的原因并不

完全是因为其被外交孤立。诚然，美英澳协议让人更加怀疑美国

对其欧洲盟友承诺的长期性，但这只是一方面。事实上，美英澳

安全协议让法国政府暴跳如雷，是因为该协议与法国维护印太安

全的愿景背道而驰。换言之，美英澳建立军事和防务联盟的初衷

是公开抵制中国在印太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法国看来，此举势必

会强化对权力的二元理解，即美国与中国双方博弈，其他所有国

家要么在中美间选边站，要么夹在中间。美英澳安全协议签署后，

印度、东南亚国家等都表示质疑，可见法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得出

这种结论的国家。法国“印太战略”明确强调了该问题：“中美

战略竞争……为维护本国利益而优先考虑中美安排和权力关系，

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崩溃 "。因此，战略自治被看作是让欧洲大国

从这种恶性发展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也是在印太地区建立新多极

秩序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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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法国一直在编织一张复杂的外交行动网络，以缓和

局势。马克龙总统积极与印度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法美产生不和后，

马克龙总统首先联系的国家领导人就是印度总理莫迪。法印双边

关系几十年来不断发展，这只是最新的进展。在 2019 年巴黎的一

场为期两天的峰会上，法国与印度加速推进了战略融合，双方进

行了联合军演，还签署了价值 79.1 亿欧元的战机采购合同。过去

十年中，东盟与欧盟的关系也在稳步提升，东盟成员国（新加坡

和越南）和欧盟签署了两项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几项正在谈判中。

在 2020 年，东盟和欧盟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彼此在防务政

策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当然，日韩是法国和欧盟在印太的天然盟友。

尽管日韩两国政府更加关心美英澳安全协议和美国“转向亚洲”

的策略，但两国与欧盟在一定领域中当前和未来都会更加趋同。

日本和欧盟于 2018 年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2019 年签署了

重要的印太地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同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

定。

法国为提升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以

很难接受澳在潜艇合同上的突然转变。在 2016 年，两国签署协

定，强化情报分享，之后在 2017 年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协定，

2018 年则签署了法澳关系愿景声明。马克龙总统甚至选择悉尼作

为 2018 年启动印太战略的地点，表明法国政府把法澳双边关系视

为外交政策核心。中美二元对立之外，法澳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澳方决定取消战略伙伴关系中的这一重要部分，让法国极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1 年第 17 期

11

其失望。特别是澳方此举的目的是与美国保持一致，直接破坏了

法国尝试建立的印太多极愿景。

结论

美英澳联盟形成，法国对此愤愤不平，原因是这项新的安全

协议的确可能加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最终破坏印太长期安全。

各国认识到，美国国家利益将越来越与欧洲相悖，欧洲国家应该

为实现本国愿景做好准备。这构成了法国和欧洲战略自治的政治

基础。战略自治旨在为印太地区打造多极、稳定、包容的未来，

意义和质量上与如今的秩序绝不相同。

作者：Andrea Moreschi，2021 年 10 月 4 日

翻译：严格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aukus-strategic-autonomy-and-

the-future-of-the-indo-pacific/)

（二）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奥库斯”

（AUKUS）协议：对欧洲和印太地区安全的关键时刻

自“奥库斯”（AUKUS）协议公布以来，媒体大多关注的是

法国的强烈反应，以及其对北约和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影响。法

国外交部长让 •伊夫 •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认为这是“在

背后捅刀”。财政部长布鲁诺 • 勒梅尔（Bruno Le Maire）称欧洲

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因为“奥库斯”协议清楚表明，欧洲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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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赖美国。法国宣布将就澳大利亚取消法澳潜艇交易向澳方寻

求高额经济赔偿。此外协议公布当天，欧盟在布鲁塞尔公布印太

战略，表明其有志提升在该地区的形象，变得更为活跃。“奥库斯”

协议公布的时机不佳，加之全然关注军事，表明美国正无视欧盟

采取的广泛和平衡之道，支持“新冷战式”的威慑，与中国开展

核竞争。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Borrell）强烈支持法

国关于欧盟战略自主权的呼吁，尤其是建立一支由约 5000 人组成

的欧盟快速干预力量，能使欧盟在危机中有更多自主选择权。九

月初，欧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斯洛文尼亚的克拉尼（Kranj）

开会商讨阿富汗问题时，已经就该想法展开讨论。“奥库斯”协

议公布后，跨大西洋关系迅速出现巨大裂痕，北约秘书长延斯 •

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因此一再呼吁盟友将联盟的更高

价值和利益置于双边争端和分歧之上。

拜登与马克龙通话后，美法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美国试图

减小对法国这个铁杆盟友的伤害，表示支持法国的一些核心政策

目标。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明确表示欧盟有必要拥有自己的军

事体制和武装力量，承认其对跨大西洋安全和北约的重要贡献。

美国对此的认可态度将弱化东欧各盟国的观点，后者认为欧洲拥

有战略自主权只会让美国更疏远，也与北约秘书长一再提出的论

点背道而驰，即欧盟的防务努力与北约军事规划交叠，削弱北约

集体防务使命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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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向澳大利亚靠拢，并非

意外之举。美英与澳大利亚保持长期防务关系，后者是北约在亚

洲唯一的“机会增强伙伴国”（EOP），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近

年来澳大利亚曾派遣部队参加北约在波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

和亚丁湾的行动。美英在“五眼”情报共享联盟中与澳大利亚开

展深度合作，盟友还包括新西兰和加拿大。因历史渊源深厚又同

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五个国家结为“五眼”同盟，且近年来

一直拒绝德国等“外人”加入。有趣的是，如今英国似乎热衷将“五

眼”上升至军事层面，不止于共享情报。上周，“五眼”国家的

军事领导在伦敦会晤，评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否存在潜在

恐怖威胁。我们需要观察这些军事交流是否变得更为常态化并最

终导致联合规划和资产统筹。

几十年前，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防御协定《太平洋

安全条约》（ANZUS）。20 世纪 80 年代，新西兰的兰格政府拒

绝美国的核动力舰船访问新西兰港口，防御协定由此出现动摇，

直至今日新西兰仍坚持这一政策。因此，“奥库斯”协议公布时，

现任新西兰总理杰辛达 • 阿登（Jacinda Ardern）表示欢迎，认为

其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有益。但她明确表示，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在

最终投入使用后，将不允许进入新西兰港口。新西兰的反核立场

导致美国收回其对《太平洋安全条约》的承诺。

然而近期，美国在对澳安全关系上加倍努力。中国在该地区

的影响力扩大，美国因此在澳大利亚设立早期预警和追踪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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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市建立训练基地。澳

大利亚密切参与了环太平洋演习等美国组织的海上演习，还向美

国购买战斗机和舰艇。于美国而言，与澳大利亚拉近距离具有极

为重要的优势——能将澳大利亚这个地区大国作为军事基地和主

要的太平洋领土，从那里向整个地区投送美国的力量。目前为止，

美国只能使用关岛、夏威夷和冲绳等小岛屿。事实上，在公布“奥

库斯”协议的第二天，美国就宣布将派遣更多部队到澳大利亚进

行训练和轮换部署。

同样，英国利用其外交政策、安全与国防的综合评估措施来

拉近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以此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英国正

派遣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远征部队与澳大利亚和美国部队一起在澳

北部地区训练。还计划在达尔文市建立永久的规划和协调小型总

部，同时让一到两艘护卫舰在印太地区驻扎（可能在新加坡）时

刻待命。

尽管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公告中都没有明确提到中国，

但评论家都认为“奥库斯”协议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在印太地区实

现战略目标的企图。三国都明确表示，协议远非一项潜艇采购交

易。它是成熟的永久性军事联盟，还将包括外交协调、网络安全、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发展、培训和演习、共同规划和基地共享。

毫无意外，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核潜艇。澳大利亚认为目

前印太地区面临的威胁，需要其潜艇具备抵达战略目标遂行作战

行动的航程、一次在水下停留数月的潜航能力，以及投射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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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火力、收集情报和部署特种部队的能力。这样的核潜艇即便

部署在菲律宾以东，也能够打击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决策者认为，

这种打击能力将迫使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规划更为复杂化，并至

少在未来数十年内增加对华威慑力。

由于这是一项长期战略，澳大利亚需等到 2040 年左右才能

接收第一批潜艇。这是因为目前尚不清楚澳大利亚的潜艇将基于

哪种设计，潜在选项包括美国“弗吉尼亚级”或英国“机敏”级

（Astute），或是将两者融合为一的新设计。此外，有关核技术

转让的敏感问题、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和三个合作伙伴间的

分工等复杂问题都需要进行谈判。澳大利亚的船员和维修团队也

需要接受广泛的培训。即使互为盟友，这些问题也是微妙的，需

要时间。澳大利亚可能还需要为这8艘核潜艇支付600多亿美元，

大约是购买 12 艘法国常规潜艇的两倍。

关于“奥库斯”协议和核潜艇交易的长期战略影响，我们认

为包括四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印太及其他地区的核扩散问题。潜艇交易意味着美英

将与澳大利亚分享先进的核技术、材料和专业知识。美英都已明

确表示，他们不会给澳大利亚提供核武器。实际上，目前美国不

能将核弹头用于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然而，为潜艇的核反应堆提

供燃料的高浓缩铀与制造核弹头的高浓缩铀是一样的。因此，不

仅中国，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将保持警惕，以确

保潜艇交易不违反 1975 年《核不扩散条约》。虽然美英坚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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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并不违反条约，人们仍将关注澳大利亚由此获得了多少核自

主权，特别是在核燃料棒的再处理或本土反应堆的开发和维护等

方面。

澳大利亚是否会在适当时机开始自己的核武器研究计划？美

英是否会对此进行高度管控，并将乏燃料棒送回进行再加工？美

英是否保有不允许澳方获取的黑匣子技术？同时，防核扩散专家

将关注其对更广泛地区的影响。例如，韩国拥有可以发射弹道导

弹的常规潜艇。现在它是否会认为，作为与美国结盟的一部分，

其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大门已经打开？至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

会可能希望为澳大利亚的核计划设立强化检查和核查制度，采取

严格的保障措施。

第二个问题：其他国家是否会寻求加入“奥库斯”协议？在

反驳法国的批评时，鲍里斯 • 约翰逊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都坚称，

“奥库斯”协议不具有排他性。然而，这个说法有点假。“奥库斯”

协议的三个创始国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文化和战略联系。

很难想象其他成员会享有同样的信任水平、准入条件和角色地位。

鉴于与澳大利亚的交易被拒绝，法国肯定不会申请加入。如今法

国似乎优先考虑与印度开展防务合作。法国已经向印度出售“阵风”

战机，且有人猜测它将试图把先前澳大利亚终止交易的部分“梭鱼”

潜水艇卖给印度。这不禁让人想起十年前，受到美国和北约的压力，

法国无法向俄罗斯出售“米斯特拉”号两栖攻击舰，而不得不转

卖给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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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印太国家都十分欢迎“奥库斯”，特别是日本、

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菲律宾与中国就南海的领

土管辖权和岛屿准入问题发生争执后，转向了美国。相比之下，

马来西亚对此持批评态度，担心印太地区的关系会日益军事化，

而越南迄今为止一直低调行事。毫无意外，中国政府敌意十足——

显然将“奥库斯”协议视为遏制和挑战中国的一项行动。

然而，即使是印太地区的亲美国家也不太可能希望直接卷入

一项防务协定，这只会让它们与中国这个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发生冲突。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私下欢迎美国在该地区扩充更强

的军事存在，并在较小程度上欢迎英国加大军事投入，以此制衡

中国，但它们很可能两面下注对冲风险。

这就导致了“奥库斯”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间的关系问题。

四方是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论坛，已经存在16年，

最近拜登政府使其重焕生机。四方表面上为了建立自由、开放和

可前行的印太地区而努力。它组织了一系列海上演习来展示决心，

也为打击海盗、防止海上事故做准备训练，同时协调自由航行巡逻，

提供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

上周五，四方在白宫举行首脑级会议，议程广泛，包括推广

5G、统一技术标准和分配新冠疫苗。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恢复出

口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疫苗（此前已中断 6 个月）。凭借其广泛的

社会经济议程和对合作安全的强调，四方似乎注定要成为印太地

区总体软实力的战略保护伞，而较小的硬实力威慑则由“奥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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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也许未来两者之间会有某种衔接，可能是涉及印度、日本、

韩国、法国或德国的高级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训练和演习，但

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英国和法国有可能将以“+2”的形式

与四方建立联系。巴黎毕竟坐拥 200 万人口，在太平洋地区长期

驻扎 7000 名士兵，所以完全有理由视其为一个太平洋大国。

同时，澳大利亚正寻求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以弥补中国对

其实施禁令后在牛肉、葡萄酒、谷物和木材方面的贸易损失。未

来其他印太国家也有可能受邀参加四方安全对话，讨论共同关心

的话题，如气候变化、灾害应对、网络安全和保护过度捕捞造成

的鱼类资源日益减少问题。四方完全可以发展成一个拥有官僚机

构的国际组织，并寻求在整个印太地区建立民主规范的技术、外

国投资、疾病和疫情应对及劳工标准。

第三个问题是未来欧盟在该地区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中欧关

系何去何从。欧盟在其刚刚公布的印太战略中试图采取中间路线，

留意到日益增长的安全风险、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同时也留

意到中国现在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入中国市场和获得中国投

资对欧盟新冠后复苏非常重要。然而，“奥库斯”进一步表明，

试图在日益激烈的美中竞争和对抗中走中间路线正变得越来越困

难。

几天前，中国拒绝德国护卫舰巴伐利亚号的港口访问，该舰

与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护卫舰一起在印太地区进行部署，体现

出欧盟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兴趣和寻求合作的愿景。然而中国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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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的信息却是，德国应该派出贸易代表团而不是军舰，尽管程

度不高，北京也不欢迎欧盟扮演军事角色。通过采取各种方法，

欧盟曾希望它能弥合中美间的差距，促使美国达成多边贸易协议

并与中国合作，同时接受加剧的技术和标准竞争，并更加注重军

事平衡。

然而，欧盟发现天平正往军事那一端倾斜，美中都要求欧盟

站队。那么欧盟是否会尝试与四方建立伙伴关系，并借此从内部

缓和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作为欧盟战略自主权的一部分，走自己

的路，与东盟等同时包括民主和独裁国家的区域体进行更多互动，

推动建立囊括所有印太国家的全面区域安全架构？

在此方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是个典范，其具有

军事透明度和标准的信任建立流程。如今欧盟需要进行重要辩论，

以此决定如何在不太友好的地区背景下实施印太战略，取代对美

国的长期依赖。出于对澳方取消潜艇交易的愤怒，法国阻止欧盟

与澳大利亚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做法，同样毫无益处。欧盟高级

代表博雷利（Borrell）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 9 月 28 日举行

第 11 次中欧战略对话，届时我们将关注对话传达出哪些信息。

最后是区域贸易结构问题，它对军事联盟起至关重要的补充

作用。美国试图将印太地区聚合成反映民主规范和标准的多边关

系密集网络，却忽略了重要的贸易层面。毕竟是整个地区的贸易

和投资增长带来了惊人的崛起。正因如此，许多地区和外部力量

担心战略竞争可能会破坏此类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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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TP）谈判。特朗普

上任的第一项举措却是退出 TPP，后续也没有开展行动。TPP 涉及

12 个国家，本应详细涵盖知识产权保护和国有企业补贴等重要问

题。TTP 协定破产后，泛太平洋各国继续向前，签订了自己的协

议，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同样，中

国提出了替代方案，即包含 15 个国家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RCEP）。但在劳工法、环境标准和对国有企业的管控方面，

RCEP 的标准并没有那么严格。中国大陆正寻求加入 CPTPP，中国

台湾也是如此 。

相反，美国担心劳工和国会反对，无意达成新的区域贸易协

定。毫无疑问，美国认为可以通过促成其他安排来规避这个问题。

例如，就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空间通信和其他现代战争前沿领域，

促进印度、日本和“奥库斯”成员国开展专家小组间的合作。韩国、

新加坡或台湾地区可以随后加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比中国

多，中国只能指望巴基斯坦。因此美国认为比起中国，它更能在

不断发展的区域结构中起主导地位。然而，忽视贸易大错特错，

因为长远来看，中国掌握着贸易的关键。

如果印太国家主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向美国寻求安

全保障，那么该地区的制度架构将持续割裂。美国不会建立其寻

求的由共同技术、环境和金融标准支撑的全面规则体系。它会丧

失将中国纳入这些开放民主的规范之下，以合作取代对抗的机会。

因此，贸易政策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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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将军喜欢说：“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破局，

乱中取胜”。就印太地区而言，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把局

势搅乱，以图在长期内解决该地区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在三国需

要证明，这些搅乱的局势都能得到妥善安置。

作者：Jamie Shea，2021 年 10 月 1 日

翻译：谭茜莹

(https://www.friendsofeurope.org/insights/the-aukus-deal-a-moment-of-

truth-for-europe-and-for-security-in-the-indo-pacific-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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