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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序言
防卫研究所发行《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国的军事和安全，由本所的所属研
究人员从中长期观点分析应关注的事态，向内外广泛提供。2011年3月以来，我们在各

摘要

年度发行1期日文、英文、中文版报告。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
媒体等的高度关注，同时，防卫研究所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分析，加深了包括中国在内、
与各国、各地区研究机构和相关人员的交流及对话。

前言

第9期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以“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为副标题，
对中国的秩序战略分析其内容和前景。在此基础上，就中国的政策对东南亚、南亚、
太平洋岛屿国家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进行分析。
此外，我们在撰稿时参考了与国内外研究学者及相关人员进行意见交换获得的启示，

第一章

注意提出客观性分析。撰写时参考的各种一次资料、二次资料记载于卷末注脚。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是从研究人员独自的视点出发撰写的内容，并不是日本
政府、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正式见解。本报告由饭田将史（撰稿负责人、执笔第1章）
、
庄司智孝（执笔第2章、第4章）、栗田真广（执笔第3章、专栏）执笔。此外，编辑工

第二章

作由室冈铁夫（主编）、有江浩一、岩本广志、远田弘明、大井一史、河野桂子、小桥
史行、泽田宽人、高桥一郎、原田有、三笠展隆、南浩、山下隆康完成。
我们希望《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能够加深有关中国的国内外政策讨论，并且

第三章

对深化日中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开展协作作出贡献。
2019年2月
防卫研究所

理论研究部部长

室冈铁夫
专栏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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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

与原有秩序产生摩擦的中国对外战略

习近平政权同时推进两项对外方针: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为代表、重视协调的“和
平发展道路”，以及以强行向海洋扩展为代表、不惜发生对立的“核心利益的维护”。
另外，中国宣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求通过自身主导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
权来改写国际秩序。中国的这种动向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警惕。另外，发
展中国家对缺乏经济合理性和透明性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怀疑不断扩大。中国
追求“核心利益”的行动正在加剧与周边各国的摩擦。中国在亚洲地区秩序方面的战
略推进未必顺利。

第二章

由中国形成的地区秩序与东盟的应对——从“崛起”到“中心”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对崛起的中国采取了“参与和牵制”、
“经济和
安全”、“中国和美国”等谋求实现各种二元性平衡的两面战略应对。对此，中国极力
将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安全联系起来，力图使东盟在南海问题等方面顺从中国的意向。
面对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开展的支援攻势，推进互联互通的东盟积极响应。
由于中国对东盟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贡献，中国扩大了对东盟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超越了“崛起”，逐渐成为地域秩序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关系已经到
达了新的阶段。然而，马来西亚新政权表明重新审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等，
东盟对外战略的平衡本质在2018年再次明确。

第三章 “一带一路”与南亚——前途莫测的中印关系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下推进对南亚各国的经济参与，可能将中国推向支
配性大国，其在该地区的存在超过作为地区霸权国的印度。因此，印度产生了警惕，
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不仅仅是经济性项目，而且还带有政治和战略上的意图，
因此印度加强对区域内各国的参与，推进自身的多边连接性构想，加强了与区域外主
要国家的合作等对抗策略。对此，中国希望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得到
印度的协助，以及需要解决因汉班托塔港的交付造成“一带一路”建设形象恶化的问题，
中国向印度表现出让步的姿态，印度也予以回应，在2018年4月的中印首脑会晤中有了
两国之间的“复位”。但是，围绕对南亚各国的参与，中印之间的竞争今后还将继续，
从长期考虑，这很有可能会损害迄今为止的整体性中印关系所具备的“协调下对立”的
性质。

第四章

太平洋岛屿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南端

中国把“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端定义为太平洋
岛屿国家，作为该建设计划的一个环节，近年来大幅度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其

iv

摘要

他方面的支援。太平洋岛屿国家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基本上对中国的支援表示非常欢迎，
序言

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目前，中国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参与
主要是在两国之间进行。中国虽然无法否定在中长期阶段开始战略性发展的可能性，
但中国似乎首先致力于在该地区确保经济权益，以及运用经济实力提高政治影响力。
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向太平洋岛屿国家发展的警惕增加。大洋洲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和

摘
概要

新西兰担心自身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在该地区拥有属地的法国也提高了戒备。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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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撰稿人 ：饭田将史）

前言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迅速增强，提高了在国际社会作为“大国”的
自我认识，不断加强关于国际秩序应有方式的独立主张。中国指责现有经济秩序有利
于发达国家，缺乏平衡，主张旨在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全球经
济治理的重组”。关于现有的安全秩序，中国还指责受部分军事强国的“冷战思维和零
和博弈的旧时代”的强烈影响，倡导不依存同盟关系的“新安全观”。根据这种观点，
习近平政权强调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口号，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立场。
中国不仅主张改写国际秩序的必要性，而且也在实际上为了其实现加强行动。其
中最主要的就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国提出了支援连接东亚与欧洲的陆路
和海路基础设施强化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设立
中国成为最大出资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等，依靠经济实力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国将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以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为杠杆，旨在改写经济秩序。当初“一带一路”建
设计划的重点是中国周边地区的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地，按照改写国际秩序的目标，
“一
带一路”建设计划正在向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全球性概念扩大。
同时，中国将有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利益视为“核心利益”，也强调坚决保
护的方针。中国以海洋为中心，与周边各国存在围绕“核心利益”的对立，习近平政
权通过炫耀军事力量和海上执法机构的能力威慑对方国家，加强依靠实力将现状按照
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的活动。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设立军事基地等，切实强化
在海洋的军事性存在，制约成为地区安全秩序要素的美军行动，公然试图采取削弱其
存在的活动。
中国依靠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推动改写现有国际以及地区秩序的动向，
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
设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还面临着中国产生的政
治影响力的提高。中国依靠实力改变现状的尝试，也给地区的安全带来无法否认的影响。
中国加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指责，也引起了支持自由、民主、法治等基于普世价值观
秩序的各国的警惕。
本报告的首要目的是理解目前中国采取的秩序战略。换而言之，就是要明确中国
对今后的国际和地区秩序设定了什么目标，以怎样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在此基础上
的第二个目的是揭示在成为中国的秩序战略对象的地区，中国的政策怎样被接受，以
及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反应。据此，在确认中国的秩序战略内容的同时，也或许可以
评估其给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带来的影响。
本报告基于上述问题意识，第1章就习近平政权以对周边地区以及国际秩序的改写
为目标的秩序战略的内容和前景进行了分析。第2章分析了在中国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

2

前言

的东南亚地区，中国的地区秩序战略引发了哪些问题，以及地区各国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序言

第3章分析了中国在陆路和海路扩展显著的南亚地区，其影响力的扩大给印度和巴基斯
坦的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第4章分析了中国对“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南端的南
太平洋岛屿国家采取的行动。
（撰稿人 ：饭田将史）

摘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第四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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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原有秩序产生摩擦的
中国对外战略
（撰稿人 ：饭田将史）

第一章

1 协调与强硬并存的习近平的对外姿态
2012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向国内外宣布，今后中国应实现的目
1

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久，习近平就实现这个“中国梦”的对外
政策提出了以下两大方针。第一个方针是，通过推进与他国的协调关系，构建有利于
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个方针是，即使导致与他国关系恶化，也要维护中国的“核
心利益”。此后中国的对外政策按照这两大方针展开，只要习近平担任领导人，今后这
种状况也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1月28日举办了关于对外
政策的集体学习。在这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
这条“和平发展道路”是在前任胡锦涛总书记时代确立的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其要
点是，随着政治的多极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深化，
“通
2

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习近平指出，为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必要的，必须更好走“和
平发展道路”。主张“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
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另外，习近平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
3

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也就是习近平明确了通过进
一步扩大与各国的经济相互合作关系，在推动中国的发展和建设稳定国际环境的同时，
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经济课题和规则构建等姿态。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集体学习中也强调了中国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的
方针。关于“核心利益”包括的内容，中国政府的解释为“①国家主权，②国家安全，
③领土完整，④国家统一，⑤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⑥经济
4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根据该说明，中国以统一为目标的台湾、少数民族对政
府的不满日益激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相关问题，与印度的陆地边境、
东海、南海等领土及主权相关问题，以及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谴责和反对等，
也被认为是与“核心利益”相关的问题。习近平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强
调“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也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
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苦果”。另外习近平还主张，“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对于采取有损中国“核心利益”行动的国家，表明了不适用基于协调的“和平发展道路”以
及不惜采取强硬手段的姿态。
此后，习近平政权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积极开展了基于推进“和平发展道路”和
维护“核心利益”两个方针的对外政策。基于前一个方针的代表性政策是由“丝绸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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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带”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提出。2013年
序言

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演讲。在
演讲中，习近平主张中国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谋求中亚地区的主导权和势力范围，
指出“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稳定等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是中国同中亚各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和重要内容”。作为促进中国和中亚等欧亚各国

摘要

经济合作和发展的新合作架构，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关于其具体内容
习近平提出建议，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
，
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推进本币兑换和结算增强抵御金融
5

前言

风险能力等 。
次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在国会发表演讲，强调了加强与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ASEAN）各国合作关系的方针。在政治方面，他指出有必要加强东
盟与中国的互信，表明了与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愿望。在经济方面，提

第一章

出了通过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水平，扩大双边贸易，将中国发展的受益带给
东盟各国的方针。另外，习近平还建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
表明愿支持东盟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另外习近平建议，在
加强同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表

第二章

6

明愿同印度尼西亚共同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三章

图1-1 ：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概念图（2015年3月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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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

东南亚
南太平洋

（资料来源）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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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政权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特别重视构建与周边各国的协调关系，
可以说其目的是灵活运用扩大的本国经济实力，通过为周边各国提供经济利益，从而
建立良好关系，在谋求中国周边环境稳定的同时，提高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以及安全方
面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全面发展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作为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提出“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
安全合作更加深化”。此外，习近平还主张，通过发展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使
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中国的）亲和力、感召力、
影响力”。在该座谈会上，确认了通过推进周边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和亚投行
的设立，扩大自由贸易区等，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方针。另外，在安全方面，提
出基于“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推进与周边各国的安全合作，主
导性参与地区的安全合作。进而，通过在国外广泛宣传这种针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政策，
7

实现使“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目标 。
此后，中国为了实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目标，积极推进各项政策。
在经济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而主导推进资金供给架构的
完善。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
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将出资400亿美元设立
丝绸之路基金。由中国单独出资设立的丝绸之路基金的融资对象项目由中国政府判断
决定。另一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就亚投行的成立继续进行谈判，2014年10月获得21个
国家的参加，在北京签署了成立亚投行的协议文件。后来，英国、法国、韩国等参加，
创立成员达到57个国家，2015年6月在北京签署了亚投行成立协定。亚投行由中国倡导
成立，中国为最大出资国，总部设在北京等，是中国拥有强大主导权的首家国际金融
机构。亚投行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上影响力提升的象征。
中国在安全方面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中国提出了关于亚洲安全的独特观念，明确
了主导构建以亚洲各国为中心的多国安全合作架构的意图。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CICA）第四次峰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讲，
指出尽管进入21世纪，关于亚洲安全的观念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
应积极推进“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取而代之。习近平谈到“强
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反对在亚洲以美国为中心结盟，
同时也谈到“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指出以亚洲各国为中心构建
安全合作架构的必要性。具体而言，扩大和加强CICA，提出“应该在此基础上探讨建
8

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的建议 。在这次演说中，习近平谴责了因美军强有力的存在
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所支持的亚洲现有安全秩序，表示了以自身倡导的安全理念
为基础，主导构筑新的多边安全架构的意图。
另一方面，习近平政权也在周边地区展开了以维护“核心利益”为目标的强硬政策。
习近平特别重视确保和扩大海洋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等“海洋权益”，加强解放军和海
上执法机构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存在，频繁开展高压性活动。在2013年7月召开的关于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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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亚投行成员国与出资比例（2018年9月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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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政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
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
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并进一步提出，
“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9

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也就是习近平指示把“海洋权
益”定位为“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坚决维护，为了这个目的而加强必要的能力。
实际上，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等周边海域积极开展解放军和海上执法机构的活动，
对关于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等有争议的周边各国等施加压力，依靠实力推进“海洋权益”的
确保和扩大。在南海，中国关于岛屿的领有权和专属经济区（EEZ）等与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对立。2014年5月，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将深
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派到西沙群岛南部海域进行海底试钻。越南主张该海域是
本国专属经济区，反对中方单方面试钻，派出海警巡视船和渔船到现场海域抗议。对此，
中国方面派出以中国海警局公务船为中心的大量船只予以对抗。中国巡视船对越南的
巡视船和渔船反复进行喷水和船体碰撞，越南方面发生了翻船和人员受伤。
此外，中国还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2013年底前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填埋南沙
群岛的7个地形，建造人工岛礁。在一些人工岛礁上，也出现了建设大型港口设施和跑
道的动向，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将这些人工岛礁用于军事目的。另外，中国海军也表
现出在南海妨碍美军行动的动向。2013年12月，中国海军的登陆舰靠近在海南岛南部海
域航行的美国“考彭斯”号巡洋舰，采取诸如在前方阻挡的行动等，妨碍了航行安全。
2014年8月，中国空军的歼-11战机异常接近在南海上空飞行的美国海军的P-8巡逻机，
发生了危险的飞行。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中国领海、领空之外，考彭斯和P-8采取了遵
循国际法认可的航行自由、飞行自由的行动。中国军队在南海对美军的干扰行为不得
不说是凭借实力对现有海洋秩序的挑战。
中国在东海也凭借实力推进“海洋权益”的扩大。中国对日本固有领土尖阁诸岛
单方面主张领有权。2012年9月以后，中国海上执法机构的公务船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
活动常态化，通过反复入侵日本领海威胁日本的主权。解放军也通过加强在东海的活
动提升对日本的压力。2013年1月，中国海军护卫舰对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照射火控雷达，
进行危险的挑衅。2013年11月，中国以包括尖阁诸岛的日本领空在内的方式，单方面宣
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要求位于该“东海防空识别区”内飞行的所有航空器
应向中国当局通报飞行计划，并宣布中国武装力量将对不遵从中国指令的航空器采取“防
御性紧急处置措施”等，提出与承认
公海上空飞行自由的现有国际法背道
而驰的要求。可以说中国在东海也以
军事力量为背景推进改变现有秩序。
正如以往所见， 习近平政权最初
的对外政策着重于中国的周边地区。
外交部长王毅在2013年11月指出，
“周
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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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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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各种报道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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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中国沿着这种“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旨在谋
求深化和稳定与中亚和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同时，倡导“亚洲安全观”，推进构建周边地
区新的安全架构。同时，根据重视维护“核心利益”的方针，通过军事力量和海上执

第三章

法力量加快进入周边海域，对于领土主权问题和海洋资源纷，推进争凭借实力变更现状。
该时期的中国可以说在国力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高经济和军事性存在，以强化在周
边地区的影响力、构建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以及维护“核心利益”有利的地
区秩序为目标。

专栏

2 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为目标的中国
第四章

中国外交以扩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以及改写地区经济和安全的秩序为目标，
其焦点逐渐向世界扩大。不仅是在周边地区，而且通过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谋
求改写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掌握主导权。

结语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对形势提出了国际秩序正处于重大转变期的认识，并主张中国应该推进其改革。习近
平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当今世界的“国
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正在进行，主张“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
，
并强调“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
语权”，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同时，虽然习近平提出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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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展道路”，但是也重申“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的
立场，强调“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
。另外习近平还指出，
“中
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11

国气派”，提出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维护“核心利益”为主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习近平政权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国际秩序改革的背景，是认识到西方
各发达国家的国力停滞不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力迅速
提高，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在2015年10月举行的关于全球治理的
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
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
革命性的变化”。作为其结果，“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
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此外，为了“推
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12

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 。
如上所述，中国谋求建立的“新型国际关系”将现有的国际秩序视为对发达国家
有利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内容，要求扩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的形
成和运营方面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对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基础的自由、民主、人
权等普世价值观呈现冷淡姿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创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
强调联合国宪章中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张，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
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
受到尊重，“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13

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就是在中国推进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一方面国家间的平等性和不干涉内政受到极端重视，另一方面在
推进自由民主化政治和尊重人权等治理的质的方面受到轻视。
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从在周边地区建立中国所希望的秩序扩大到改革全球秩序，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也发生了变化。当初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重点是加
强东亚与欧洲的欧亚地区的连接。根据2015年3月中国政府首次公布的关于“一带一路”建
设计划的官方文件，“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从中国经过中亚、俄罗斯到欧洲的路线、从
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波斯湾的路线、以及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的路线为
重点。另外，“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是从中国沿岸经南海及印度洋到欧洲的
14

路线、以及从中国沿岸经南海到南太平洋的路线 。然而，中国把“一带一路”建设计
划的对象地区逐渐扩大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
中国于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欧亚各国为中
心的29个国家首脑参加了该论坛，其中也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拉丁美洲
的阿根廷和智利的首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为了推进“一
带一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15

“会议传递出各方合力
大关切” 。另外，论坛闭幕后，习近平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指出，

12

与原有秩序产生摩擦的中国对外战略

16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信号” 。中国在2015年
序言

12月发表的“非洲政策文件”和2016年11月发表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倡
导构建与各地区的“命运共同体”，邀请这些地区的首脑参加论坛，体现了这个方针。
17

目前在中国的外交中，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被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
对于以改革国际秩序为目标的中国而言，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可或缺。
“一带
摘要

一路”建设计划成为通过提供经济机遇获得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倡导的新国际秩序的
手段，可以说其对象地区还扩大到发展中国家众多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另一方面，中国按照同时重视维护“核心利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针，

前言

进一步加强以向海洋扩展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在海外的展开。中国完成了在南海填海建
造人工岛礁，随后推进军事基地化。特别是在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建造了3,000m
级跑道，开始用于军队的运输机。另外，在进行雷达和对空导弹等布署的同时，还建
设医院等，谋求强化作为军事基地的功能。中国充分运用南沙群岛的军事基地，稳步

第一章

提高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另外，2016年7月，根据菲律宾的提诉进行审理的仲裁法院做
18

出否定中国主张的“九段线”的判断，中国不仅将其视为“废纸” ，还进行轰炸机在
南海的巡逻和水面舰艇的实弹演习等，以实力对抗国际法秩序。
中国在日本周边的东海和西太平洋也同样加强行动。2016年6月，中国海军护卫舰

第二章

首次进入尖阁诸岛的毗邻水域。2016年8月，数百艘中国渔船和十几艘中国公务船涌向
尖阁诸岛的周边海域，发生了反复侵犯日本的毗邻水域和领海的事态。中国军机频繁
在东海上空飞行，航空自卫队对中国飞机的紧急起飞次数继续处于高水准。另外，解

第三章

放军正在加强经由东海和南海向西太平洋开展的行动。2016年12月，以中国海军航母“辽
宁号”为旗舰的航母编队通过宫古海峡从东海进入西太平洋，之后开展通过巴士海峡
进入南海的训练。通过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上空的中方轰炸机和空中预警机等进入西
太平洋的训练也在增加。解放军向西

专栏

太平洋展开频繁活动，可以说目的在
于提高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
能力，制约美军在该海空域的行动。
中国军队也在进一步扩大对远方

第四章

的存在感。2017年8月，中国在非洲的

在与那国岛南部海面航行的“辽宁号”
（照片 ：统合幕
僚监部“关于中国海军舰艇的动向”2018年4月20日）

吉布提设立了第一个海外基地。中国
海军从2008年12月开始参加在亚丁湾打
击海盗行动，通过吉布提基地的设立，

结语

被认为中国军队打击海盗行动和人道
19

救援活动等可以更加顺利地进行 。
2017年7月，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在
波罗的海进行了联合演习。参加这次
演习的中国海军驱逐舰等3艘军舰从印
度洋经大西洋到达加里宁格勒，同俄

在西太平洋上空飞行的轰-6型轰炸机（照片 ：统合幕
僚监部“关于中国飞机在东海及太平洋的飞行”
，2018
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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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有秩序产生摩擦的中国对外战略

图1-5 ：自卫队飞机应对中国飞机的紧急起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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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料来源）根据统合幕僚监部公布的资料整理。

罗斯海军的舰艇等进行了联合防空等
20

“维
课目的演练 。根据中国国防白皮书，
第二章

护海外利益安全”是中国军队的战略
21

任务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
推进，中国的企业和劳工也加速向海

第三章

外发展，向印度洋、非洲、欧洲方面
的军事存在的扩大，或许也有保证在
这些地区不断增加的中国“海外利益”安
全的意图。

专栏

3 改写国际秩序的艰难路程
第四章

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再任总书记，进一步提高了在党内的政治权威，
他表明了将进一步推进自己倡导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针。在十九大报告中，习
近平提出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形势判断，并强调应该“推

结语

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外，通过“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主张“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22

“推进‘一带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此外，
23

一路’建设”也明确写入在十九大修改的党章 。通过这些状况判断，旨在改革国际秩
序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为构成习近平政治权威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作为实
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或许可以说成了习近平外交的招牌政策。在2018年3月召开的

15

第一章

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新闻媒体时发言，将国家
24

主席习近平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核心利益的维护”等的重要性。关于这次会议，中央外事工
25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指出，
“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
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己也为了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取得成果，积极开展对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SCO）首脑
会议在青岛召开。除了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首脑也在正式加入
上合组织后首次出席这次会议，习近平在会议上呼吁“不断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必
要性，同时，上合组织各国应合作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共建“上合组织命
26

“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强调，
运共同体”。2018年7月，
“阿拉伯各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表明了以“一带一路”为杠杆，
27

推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设想 。另外，习近平还为了出席在南非召开的金砖五
国（BRICS）首脑会议，历访中东、非洲各国。此时，习近平与访问地的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塞内加尔、卢旺达、毛里求斯签订了关于“一带一路”的协定。习近平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召开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未来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
比加速演变的10年”
，
“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
，强调金砖国家应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此外，习近平表示，
“希望金
28

砖国家、非洲国家、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伙伴网络”。
如上所述，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大力开展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以改写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外交，然而其前景未必乐观。因
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凸显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招致以美国为首
的先进民主主义各国的警戒和反对。关于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指责发达国家掌握主导
权的“不公正、不合理”，主张构建强化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于
中国的这种主张，从努力维持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先进民
主主义各国的角度来看，被视为一种挑战性姿态。特别是美国在东亚海洋面对中国提
高对美A2/AD能力、推动通过实力变更现状的具体行动，对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动向
加强了戒备。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表示，中国是对现有秩序的
29

“改变现状势力”，严厉指责“中国想把美国赶出印度·太平洋地区” 。在唐纳德·特
朗普政权关于对中贸易问题采取严厉姿态的背景下，这种对中国的战略戒备可能会提高。
另外，西欧各国担心，中国提高对中东欧各国的影响力有可能损害欧盟的向心力。李
克强总理于2018年7月出席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各国首脑会议（16+1）时表明
了在该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立场，强调16+1合作缩小欧洲各国之间的发
30

展差距，符合欧洲的整体利益，努力消除西欧各国对中国的忧虑 。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产生疑虑。中国在
世界各地推行“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项目，虽然有的项目进展顺利，但面临纠纷的案
例也在增加。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建设。由于中国提供高额融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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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设施的建设虽然有所进展，但项目本身缺乏经济合理性，使难以偿还债务的斯里
序言

兰卡将港口向中方企业租赁99年。为了实施这种缺乏经济合理性的项目，中国向发展
中国家贷款过度的债务，发生难以偿还债务的国家不得不向中国让步的事态，引发了“债
31

务陷阱”的指责 。另外，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项目的方式轻视对方国家的
民主进程、缺乏透明度也导致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关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项目，
摘要

在接受国政权交替之际受到反对的案例接连不断。在2015年发生政权交替的斯里兰卡，
前政权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项目引发了强烈的反对。2018年发生马来西亚政
权交替，关于前政权与中国达成一致的铁路建设，新政权以债务负担过重为由进行重

前言

新审核。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时，依赖于与对方国家权力控制者的关系，轻
视民主性决定过程和向民众的说明责任等的中国方式开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强硬推进“核心利益的维护”的中国姿态阻碍了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改善。习近平政权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视为“核心利益”，在军事力量的背景下进行

第一章

保障和扩大。在南海增强军事基地，在东海和西太平洋频繁开展舰船和飞机的活动，
在洞郎地区也引发了与印度的军事对峙。中国“核心利益”对于对方国家而言也是极
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让步非常困难。关于这些问题，中国在军事力量的背景下
越想强制改变现状，对方国家的对中不信任就越高。习近平政权最初以构建“周边命

第二章

运共同体”为目标，后来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得不认为，如果不能获
得周边各国的信赖，就无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更无从谈起。

第三章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推进国际秩序变革和维护“核心利益”的“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或许可称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如果真正以改写国际秩序为目标，不仅要
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新旧秩序的对立，而且需要努力获得为了维持现有秩
序作出贡献的发达国家的理解与合作。另外，为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仅是

专栏

部分领导人，广泛提高民众对中国的信赖也非常重要。为了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重
要作用，必须获得地区各国的支持是先决条件。今后的习近平政权能否在“走和平发
展道路”和“核心利益的维护”两个方针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首先在周边地区能否
构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值得关注。
（撰稿人 ：饭田将史）

第四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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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 —

第二章
由中国形成的地区秩序
与东盟的应对——
从“崛起”到“中心”
（撰稿人 ：庄司智孝）

第二章

1 中国的崛起与东盟
东南亚位于印度洋-太平洋的大致中心，作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点，在地缘政
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另外，该地区还具有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等国际主要海上通道。对
中国而言，东南亚不仅是连接中国与中东、非洲、欧洲的海上交通要冲，而且中国南
部与东南亚的大陆各国相接，两者的经济联系紧密，同时对于中国在南部的安全，大
陆部分的东南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东南亚是中国地缘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地区，在
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为代表的中国地区秩序构想的拼图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图块之一。
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日本和美国也把东南亚视为存在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
安倍晋三政权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各国在以往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大
度加强安全方面的合作关系，日本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要人往来也非常活跃。关于美国
也同样，巴拉克·奥巴马前政权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将东盟规定为加强合作的对象
之一。基于“再平衡”，美国表明在菲律宾和泰国等原有同盟国的基础上，还将与印度
尼西亚和越南等新伙伴推进安全保障合作。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而日本和美国打算按照“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维持促进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地区秩序。由此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中
国与日美之间就今后的地区秩序发生了竞争。在两种地区秩序的对立之间，东盟将如
何应对，在地区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本章根据上述问题意识，关于由中国形成新地区秩
序的动向和东盟的应对，特别关注有关南海的安全和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为代表
的经济合作两个方面。我们将针对东盟各国行动方式的特点、各种“二元性”
（两面性）
与“平衡”进行论述。
中国对东盟各国始终是重要的区域外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以东盟为主轴的
多边关系始终对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和各国的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
中国重要性的性质发生剧烈变化，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中国从支援东南亚地区的共产
游击队、使各国体制不稳定的“革命出口国”向对外扩大改革开放政策、成为推进经
济合作的互惠伙伴转型。特别是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应对使东盟
各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了促进东盟各
国的出口而规避人民币贬值，并且采取本国内需刺激政策等，给人以对受到金融危机
1

巨大影响的东盟的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国家的印象 。
另外在同一时期，中国与东盟之间发生了安全问题。在中国和东盟各国争夺领土
主权和海洋资源的南海，中国于冷战结束前后大力向该海域扩展。在该海域的南沙群
岛发生了中国与越南的军事冲突（1988年）、菲律宾宣称领有权的美济礁被中国占据（1995
年）等直接影响东盟安全的事件，各国对中国的忧虑增加。关于中国的扩展，当时发
生了以从菲律宾撤离基地为象征的美国从东南亚的“脱离”
（disengagement），起因于在
2

冷战结束背景下地区的战略环境产生了“力量的真空”。
此后，东盟面对崛起的中国，不得不需要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时而相互矛盾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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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应对。因此，东盟制定的策略也可以说是“双面战略”。这就是同时采取参与和牵制
序言

的策略，在积极与中国加深合作关系的同时，以非对立手段牵制中国的行动，力图避
3

免中国对东盟产生过大的影响力 。虽然在参与方面主要是促进经济合作，但期待通过
外交谈判的说服以及在安全方面形成互信措施从而避免安全问题的严重化。而在牵制
方面主要用于解决安全问题，另外也包括避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东
摘要

盟方面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双面战略立足于包括“参与和牵制”在内的3种平衡之上。第一是如前所述的经济
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东盟一方面以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为目的，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前言

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妥善处理以南海为代表的安全问题。东盟在中国崛起之际，始终谋
求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在谋求这两个方面的过程中有时也会产生矛盾，但是对问题
的优先顺序没有明确，总是在保持是是非非的态度。东盟式多边机制在谋求经济和安
全平衡时有利。东盟的多边合作、对话机制与东盟-中国2者之间的框架可称具有防止中

第一章

国巨大的影响力直接波及东盟中小国家的防护墙作用。
双面战略中的第二平衡是对外关系之间的平衡。美国与中国同样，从冷战时期开始
直到后冷战时期以及目前都对东盟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在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的夹缝中，
东盟各国回避了选择其中一个大国的局面，寻求对美关系和对中关系的平衡。另外，东

第二章

盟煞费苦心地力图避免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过度波及各国和地区总体，特别是从中国崛起
4

的观点考虑，采取了保持美国对地区安全方面的干预、牵制中国的态度 。
在对外关系之间平衡的局面中，东盟的框架也得到了灵活运用。除了美国和中国外，

第三章

东盟各国也同样要求日本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域外主要国家参与东盟事务。东盟建
立全方位合作关系的目的在于，为了不偏向美中任何一方，而且避免因陷入美中紧张
的夹缝而无法动弹的局面，尽可能保持更多的对外关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东盟各
5

国始终对与中国的关系设立“对冲”
（hedge）。他们运用东盟的多边框架，以包括美中
专栏

在内的区域外对话国为中心，不断成立和运用跨领域、全面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
无论是在两国间的层面、还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在谋求以合作和对话为主解决问题。
由此通过“参与和牵制”、“经济和安全”、
“中国和美国”等各种实现二元性平衡
的策略，东盟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力求保持战略性自律。这些平衡能否成立，在

第四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受到美中两个大国采取怎样的东盟政策所
左右。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前期，东盟的对中参与一面表现强烈，两者的关
系得到加强。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包括为了推进关
税下调等自由贸易协定的具体措施，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圈的形成作出了先决性努力。

结语

另外在2003年，中国作为区域外对话国家首次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在表
明构建包括政治合作在内、与东盟全面关系的积极姿态的同时，缔结了与东盟的战略
伙伴关系。
关于南海争端问题，东盟的双面战略也发挥了效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
前期，中国正式向该海域扩展，对此，东盟在1994年通过设立包括美中在内的亚太地
区安全合作框架（东盟地区论坛，ARF）
，对于冷战后的地区安全保障，东盟成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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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建立了促进区域外主要国家的参与和对话的机制。另外，关于南海争端问题，
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倡导下，1990年设立了第二轨道研讨会。据此，虽然为非正式，
东盟设立了关于南海争端定期与中国协商的机制。
关于南海争端，此后在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进行实务级专家协商、外长会议和首
脑会议等第一轨道协商，进行了有关制定在南海的行为准则的讨论。2002年，东盟与
中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
。DOC除了表明为了和平解决纠纷、稳定事态，
推进相关国家的自我克制、开展海洋调查等合作外，还“同意有关各方重申制定南海
行为准则将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朝最终
6

达成该目标而努力。”。中国就南海争端问题同意与东盟开展多边协商，可认为是因对
该问题谈判复杂化的担忧，对此使以经济为中心加强与东盟关系的目的优先。中国方
面的姿态在这个时期符合东盟希望的“将经济与安全保障分离，保持平衡”的方针。

2 东盟关于南海争端问题的应对
DOC签署后，东盟谋求将其进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COC），人们
曾认为将向着和平解决南海争端问题迈出新的一步。然而2010年前后，问题进入了新
的局面，有关南海的纷争扩大，向复杂化发展。其首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图2-1 ：南海的领有权问题
台湾

中国

西沙群岛

黄岩岛

越南
南沙群岛

菲律宾

马来西亚

纳土纳群岛

文莱
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撰稿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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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幅增强了海军力量和海上执法机构的能力，再次频繁进入该海域活动。在事态
序言

的当初，主要冲突对象是越南。中国海上执法机构的巡视船相继抓捕了在西沙群岛近
海作业的越南渔船，除此之外，发生了越南的资源勘探船的缆索被中国当局切断的事件。
由于这种事件反复发生，越南开始对安全感到深度担忧。
2014年发生的深水钻井平台事件对越南造成了特别强烈的冲击。同年5月，在越南

摘要

与中国争夺领有权的西沙群岛近海，实际控制该群岛的中国突然安装了巨大的深水钻
井平台，开始了勘探作业。越南对此视为中国强化对西沙群岛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化
行动，派遣海警巡视船到现场抗议等，进行强烈反对和抵抗。后来，中国于7月撤回了

前言

平台，虽然事态平息，但该事件向越南表明了自助努力的局限性。越南了解到，无论
如何在两国间层面努力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稳定，也不能防止中国侵犯越南的主权和海
洋权益。此后，越南在慎重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推进同以日美为首的其他区域外主要国
7

家的安全保障合作 。
第一章

2012年，贝尼格诺·阿基诺政权下的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发生了黄岩岛事件。同年4月，
在距菲律宾吕宋岛西侧约200km的黄岩岛海域，该国海军发现了正在作业的中国渔船，
试图对其进行取缔。对此，中国海上执法机构的2艘巡视船阻止菲律宾方面的行动，发
生了两者在黄岩岛对峙的事态。对峙状态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国对菲律宾施

第二章

加经济压力，包括限制该国主要出口产品的香蕉进口、停止赴菲律宾旅游等。随后通
过两国之间的谈判，菲律宾方面理解为双方就退出黄岩岛达成了共识。然而尽管菲律
宾方面撤离，但此后中国的巡视船再次出现在黄岩岛周边海域，阻止菲律宾的舰艇和

第三章

渔船靠近，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海域继续作业。由此，成为中国实际控制黄岩岛的事态。
正如在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冲突中的表现，中国在南海开始尝试“依靠实力改变现状”
，
挑战原有的海洋秩序和地区秩序。东盟在应对中国时，虽然力图实现经济与安全的分
离和平衡，但是中国极力将两者联系起来。更加具体而言，中国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

专栏

化为政治影响力，时而开展恫吓性经济外交，在安全问题上试图使东盟顺从中国的意向。
中国在黄岩岛事件中对菲律宾采取的经济措施就是其典型。
中国对东盟政治性运用经济实力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东盟的扩大。由于
2002年的自由贸易协定，两者间的贸易额飞速扩大，2000年代中期，中国登上了东盟贸

第四章

易对象国家的首位。由此对于东盟经济，中国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相反，中国经济
对东盟的依赖程度并不大，对中国而言，可以说仍有自身对东盟采取更强政治外交姿
态的余地。这也是中国在南海运用实力对东盟各国采取更加大胆和攻击性态度的理由。
中国除了恫吓性经济外交外，还采取了运用经济实力分裂东盟的政策。对东盟各国，

结语

中国一方面向违背自己意愿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一方面对顺从的国家提供大量经济
支援。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柬埔寨。该国在历史上与中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近年来
接受了中国的巨额经济援助，洪森政权对于南海争端等地区的诸多问题始终支持中国
的立场。
由于这项政策，在东盟内部围绕南海争端问题的有关对中国的应对意见对立明显。
中国对东盟的分裂政策“效果”显现，作为东盟在南海争端问题上无法形成统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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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显露于2012年柬埔寨担任主席国的问题。在同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发
生了东盟历史上第一次无法达成联合声明、没有发表声明的事态。这是因为在关于声
明内容的协商中，菲律宾和越南要求提及黄岩岛事件，做出更加深入的表述，而作为
8

主席国的柬埔寨坚决反对，最终协商决裂 。东盟在经济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参与，然而
却事与愿违地削弱了牵制效果，维持东盟关于南海争端问题采取统一立场的可能性减少。
关于东盟谋求的平衡之一的对外关系平衡，特别是对美、对中关系的平衡，美国
对南海争端问题也积极干预，保持了一定的程度。在南海争端再次发生之际，与上世
纪90年代不同，美国明确展示了自己是该问题的利益相关者的姿态。例如在2010年7月
召开的ARF会议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提出美国的战略利益存在于南海。2012
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新的国防战略方针，确定了对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根据
美国加强对南海争端问题的干预，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达尔文的海军陆战队的轮转配备
和在新加坡的濒海战斗舰（LCS）计划，东盟将这种“亚太再平衡”解释为美军加强在
9

东南亚的存在 。
由于亚太再平衡，菲律宾与美国进行关于开展轮转配备强化美军存在的协商，2014
年4月，两国签署了加强防卫合作协定（EDCA）
。EDCA旨在提高菲律宾国军的海洋安
全保障和海洋状况掌握（MDA）
，美军在菲律宾境内经两国达成协议的地点轮转配备，
10

对此充分利用，旨在实施联合演习和训练 。另外在相同时期，越南也正式推进与美国
的安全合作。除了战略对话、联合演习、美国海军舰艇访问越南等各项活动外，2015年
7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实现了史上第一次访美，2016年5月奥巴马总统访问越南之际，
11

美国宣布完全取消对越武器禁运，形成了两国基于政治信赖相互靠拢的强烈印象 。
也是由于美国的积极干预，南海争端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外
交问题扩大到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美中两个大国的紧张和对立，走向复杂化。在美中
两国的夹缝之间，东盟一方面对美国的干预可抑制中国军事影响力的过度扩大表示欢迎，
另一方面又存在美中之间的军事紧张升级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担忧。另外，虽然因
美中之间的较量使东盟内部分裂，但是在分裂的同时，东盟保持一体性的作用实现了
东盟整体上的平衡。这种平衡产生了避免东盟过度偏向美国、或者过度偏向中国的效果。
2017年1月，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权成立，包括南海争端问题在内的地区安全的
前景充满了强烈的不透明感。但是，关于东盟对南海争端问题的应对，与其说是特朗
普政权、不如说是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新政权在2016年6月的诞生导致发生了
结构性大转变。杜特尔特政权将阿基诺前政权的南海政策转变了180度，从与中国的对
决姿态转变为对话姿态。政策转变的理由首先是安全与经济的重新平衡。与其他东盟
各国同样，对于菲律宾而言，虽然南海问题在安全方面成为重大课题，但是在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中国的合作与支援不可或缺。杜特尔特总统在政策方面的
优先问题是国内治安和经济对策，从获得国民持续支持的观点考虑，也需要再次谋求
安全与经济的平衡。为了推进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从而促进经济合作，杜特尔特政权
12

减弱了在南海的对决姿态 。
另外，菲律宾还试图重新平衡对美关系和对中关系。关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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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特总统降低了各种联合演习的频度，缩小了其规模，另外还指示停止在南海的联
序言

13

合巡逻，并且提及EDCA的重新审视等，致力于大幅度的改变 。政策转换的背景是，
根据曾担任达沃市市长时期的经验，总统个人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美国不会为了保
护菲律宾的主权而与中国对决，对美菲同盟存在疑虑，因此作为战略性衡量认为在南
14

海采取与中国对决的姿态并非上策 。实际上，2016年10月杜特尔特总统在与习近平国
摘要

家主席的会谈中进行了直接谈判，随后菲律宾渔民能够在黄岩岛周边作业，也显示了
15

对中国融合姿态部分有效的结果 。
杜特尔特政权的南海政策转变对东盟的南海应对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是对南海
前言

的菲中仲裁裁决的影响。2013年1月，阿基诺前政权的菲律宾就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各项

图2-2 ：围绕南海争端东盟各国的应对与温度差（菲律宾阿基诺政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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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撰稿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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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围绕南海争端东盟各国的应对与温度差（菲律宾杜特尔特政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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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撰稿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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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利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提交仲裁程序。3年半后的2016年7月12日，仲
裁法院作出裁决。裁决的内容是中国主张的“九段线”等历史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南
海岛屿不存在UNCLOS定义的“岛”，中国侵犯关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EEZ）以及
大陆架的主权权利等，基本上全面认可菲律宾方面的主张，基本上全面否定中国主张
16

的权利 。中国在仲裁程序的最初开始以程序上的瑕疵为由拒绝参加仲裁程序，并且对
做出的裁决内容也强烈反对，表示拒绝接受裁决。
虽然菲律宾在与中国的“法律战”中获胜，但是在几乎同时成立的杜特尔特政权
顾忌对中关系，对仲裁裁决表示了慎重的反应。另外，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东盟国家
没有要求中国服从裁决，发表了内容稳健的声明，呼吁相关各国的克制和问题的和平
解决。此外，柬埔寨认为该仲裁程序与东盟不相干，拒绝表明对于裁决的立场，另外
17

老挝和文莱连声明都没有发表 。面对中国的强烈反对，以及菲律宾新政权极其慎重的
应对形成上树拔梯的局面，东盟错过了积极利用仲裁裁决解决南海争端问题的机会。
2016年9月在万象举行东盟首脑会议，在会议主席声明中也没有言及仲裁裁决。
2017年菲律宾成为东盟主席国，进一步推进了“不在东盟讨论仲裁裁决”的方针。
同年4月在东盟首脑会议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杜特尔特总统对于在会议上提出仲裁裁决
问题表示“是浪费时间”，持否定意见，在2017年举行的东盟相关会议上，仲裁裁决问
18

题没有成为议题 。可以说这种不在东盟讨论仲裁裁决问题已成为既定路线。对于东盟
默许中国无视仲裁裁决，可能被视为东盟接受了中国在南海按照与国际法规定的现有
秩序不符的独自主张改变现状的尝试。
第二是对东盟首脑会议主席声明的影响。2017年菲律宾担任主席国，大幅减少了
在会议主席声明中有关南海的阐述，使内容淡化。例如在同年4月的声明中，与前一年
2016年9月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老挝担任主席国）的会议主席声明相比，关于南海问
题的项目数量由八项减少到两项。另外关于其内容，没有使用任何诸如“土地填埋”、
“活
动升级”、“非军事化”等暗示或指责中国在南海推进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言词。超
过被视为偏向中国的老挝，菲律宾作为主席国更加有力地代言中国立场的行为形成了
一个磁场，将东盟总体强有力地吸引到中国一侧。
第三是对COC协议的影响。在2002年的DOC中提出了签订COC，但自DOC签署已
过去了近15年，COC协议也没有进展。虽然这主要起因于中国方面的消极态度，但是
在菲中仲裁裁决后不久于2016年7月下旬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部长
王毅表示希望在2017年中期之前完成关于COC框架的讨论，表明了加速推进COC协商
19

的意向 。对于中国突然改变的积极姿态，也可以说是仲裁裁决促使中国谋求与东盟以
某种形式解决南海争端问题的结果。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中国-东盟事务级会议上，双方
就COC的框架达成共识，在8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认可了对该框架达成的共识。
虽然框架的具体条款没有公布，但是根据部分报道和研究，尽管缺少法律约束力和共识
内容表示的地理范围、履行和仲裁机制的相关条款，在这个意义上尚不充分，但另一方
20

面，新提到了防止发生事件和管理，是更加重视海洋安全保障及航行自由的内容 。
在对框架达成共识后协商再次停滞，2018年6月下旬，达成共识后时隔1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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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在东盟首脑会议主席声明中南海部分的内容比较（下划线部分为撰稿人所加）
序言

1. 老挝在担任会议主席国时的东盟首脑会议主席声明（2016年9月）

2. 会
 议主席国菲律宾的东盟首脑会议主席
声明
（2017年4月）

121. 我们注意到几位首脑对最近和现在发展的事态持续深切担忧，关
于在海域进行土地填埋和活动的升级可能导致丧失互信、提高紧张程度、
损害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
122. 我们重申促进在南海维持和平、安全、稳定、海空域航行安全和自
由的重要性。

124. 我们强调在开展可能导致南海事态进一步复杂以及使紧张加剧的
土地填埋等所有活动时非军事化和克制的重要性。

第一章

125. 我们强调直接、全面、有效地履行DOC的重要性，注意协商的推进力
和新的阶段，对于所有相关国家，通过提高关于履行DOC的中国-东盟高
层次实务级专家会议和联合工作组会议的举行频度，为了早日通过有效
的行为规范（COC），促进采取灵活的行动。

前言

123. 我们重申应增进互信、在采取各项行动时保持克制、有必要避免可
能导致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行动，寻求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等国际法和平解决纷争。

摘要

120. 我们重申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
安全和
空海域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我们对“在‘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履行中关于应对海洋
紧急事态的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外交部高层
次实务级专家之间热线通信的指导方针”
开
始运用表示欢迎，期待“关于运用在南海发
生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CUES）
的联合声明”等
及早施行措施的早日运用。我们注意到几
位首脑对海域最近的事态进展表示的忧虑。
我们重申提高互信的必要性，以及在开展
各项行动时保持克制、避免可能导致事态
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不是通过使用武力
或威胁而是寻求和平解决纷争的重要性。

126. 我们强调DOC在直接履行中的实质性进展以及包括COC的概要和
日程表在内促进为了早日缔结COC进行实质性谈判努力的紧急性。

第三章

127. 为了谋求直接、全面、有效地履行DOC，有效地早日缔结COC，我们
强调相关国家之间建立互信，特别是为了提高互信采取预防性措施的重
要性。

第二章

121. 我们强调直接、全面、有效地履行《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的重要性。我们注
意到东盟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正在改善。为
促进有效的“南海行为规范”
（COC）早日缔
结，我们欢迎今年中期之前完成COC框架的
协商进展。我们认识到，从作为和平、稳定
与可持续发展之海的南海可能获得的长期
利益。

128. 我们对“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外交部长就‘关于南海有关国家行为的
宣言’的完全、有效履行的联合声明”的通过表示赞赏，同时对计划在纪
念东盟与中国对话关系25周年的第19次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之前通过
“关

专栏

于运用在南海发生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CUES）
的联合声明”
以及
“在
‘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的履行中关于应对海洋紧急事态的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外
交部高层次实务级专家之间热线通信的指导方针”
表示欢迎。

第四章

（资料来源）
	ASEAN,“Chairman’
s Statement of the 28th and 29th ASEAN Summits, Vientiane, September 6-7, 2016: Turning Vision
into Reality for a Dynamic ASEAN Community”; ASEAN,“Chairman’
s Statement, 30th ASEAN Summit, Manila, April 29,
2017: Partnering for Change, Engaging the World.”

21

东盟高层次实务级专家会议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今后，东盟与中国之间将就
COC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但是何时缔结怎样内容的COC，情况依然不明朗。然而中
结语

国以继续进行COC协商为由，可能强调与东盟双方可以解决南海争端问题而不需要日
美等其他相关国家干预的立场。另外作为结果，COC可能成为中国主导、东盟从属型
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考虑，COC协议也有可能成为由中国形成地区秩序举措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在2018年8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向东盟提出定期在南海举行联
合演习的建议，同时提出如果没有相关国家事前同意则不认可相关国家与区域外国家
进行联合演习的建议，可以说暗示了中国的这种姿态。

27

第二章

3 被纳入“一带一路”的东盟
关于南海问题，东盟与中国之间寻求极为缓和的解决进程，而另一方面，近年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参与更加急速深入。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
是中国提出与亚洲、欧洲、非洲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倡导，其主要着眼点之一是中国
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援。从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等巨大的基础设施到工业园区、
水力及火力发电设备、桥梁，中国向地区各国同时并行对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援。
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东南亚是重点地区之一。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倡
导后，中国以大陆部分的东南亚各国为中心，加快了对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
对于中国按照“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发起的支援攻势，东盟基本上反应积极。这
是由于东盟方面原本为了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渴望获得来自地区外的资金和技
术支援的缘故。对此在政策方面的表现是“东盟互联互通”
（ASEAN Connectivity）。在
2009年的首脑会议上，在《关于东盟领导人关于东盟互联互通的声明》中，东盟正式
并全面地表明了互联互通的计划，作为有助于加强互联互通的政策，提出了在东南亚
区域内形成实际连接的公路、铁路、海空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实现各种运输手
22

（河内
段网络化的必要性 。在接下来的2010年，东盟发表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实际的连接）、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制度的连接）、促
进人员交流（人与人的连接）等在2015年年底成立共同体之前东盟应实现的强化互联
23

互通的三个方向 。
东盟推进的强化互联互通事业将实际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最优先课题提出，同时
指出需要巨额资金，其筹集以来自区域外国家的积极支援为前提。从这个意义考虑，
“一
带一路”建设计划由中国提供资金支援，推进各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质上
具有与东盟互联互通“接轨”的性质。对于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亚投行，AIIB），包括有关南海问题与中国针锋相对的越南和阿基诺政权下的菲律
宾在内，所有东盟成员国在成立当初就已加入，如实地反映了东盟方面对于获得中国
支援的必要性和其积极姿态。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倡导在时
间上与2015年末成立东盟共同体重合。
在共同体成立后的2016年8月，作为“河
内总体规划”的修改版，在总结此前
强化互联互通举措的同时，发表了“关
于东盟互联互通的总体规划2025”
（新
总体规划），制定了共同体成立后的事
业计划。 新总体规划在维持“河内总
体规划”提出的实际的连接、制度的
连接、人与人的连接三个概念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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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了①可持续性基础设施、②数字创新、③无缝物流、④卓越监管、⑤人员流动等5
序言

个战略领域。“可持续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被列在开头，可以说新的总体规划再次表明
公路、铁路、港湾等实际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先度高的任务。另外作为具体事业计划
的一个环节，该规划明确提出为了满足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需求，每年需要在地区内
进行1,100亿美元以上投资的估算，同时对于筹措这些巨额资金，强调了探索包括来自

摘要

24

区域外国家的支援等多种手段的必要性 。
2016年9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阐述了以下内容。

前言

我们将继续在形成相互利益的互联互通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通过《东盟互联互
通总体规划2025》中的能力构建和资源调动，综合处理该总体规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
设计划两方面提出的优先任务，改善双方的互联互通。此外还将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的
25

积极参与 。
第一章

另外，该会议主席声明还阐述了以下内容。
通过支援“关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实施，持续支援加强东盟与地区

第二章

内的互联互通，东盟首脑对中国表示感谢。我们在推进加强东盟与地区的互联互通之际，
期待亚投行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我们在寻求加强东盟与中国互联互通合作的同时，也
26

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机制和投入的资源 。
第三章

由此，东盟将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明确且有机地联系起来，表明了
在中国的倡导中实现自己事业计划的意向。在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相结
合的背景下，东盟各国首脑表示了积极接受以两国协作方式来自中国支援的态度。特

专栏

别积极的是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参加2017年5月在北京
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接受采访，强调中国与“一带一路”参加国
的关系是互惠互利，作为东盟的相关项目，对中国与老挝之间的铁路、印度尼西亚与
泰国之间的高速铁路、以及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的建设，表明了对来自中国支援的高
27

第四章

度期待 。另外，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前参加记者会，指出中国的“一
28

带一路”建设计划提供资金援助，给东盟各国带来希望，表明坚决支持中国的倡导 。
除此之外，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也在参加论坛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指出“
‘一
29

带一路’建设计划将会为地区和世界带来和平、和解、繁荣” 。
结语

在东盟各国，由政府主导规划了中国支援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一部分
已经动工。但是，中国以支援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推进地区秩序的形成，并不停留于
诸如“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那样以建筑设施为中心的倡导。中国企业进军东南亚通信
基础设施领域也十分突出。阿里巴巴及腾讯等中国巨头IT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华为
及小米等中国品牌的手机也在东南亚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考虑到东盟强化互联互通事
业也包含IT领域，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中国通过东盟互联互通形成地区秩序的一个环节，

29

第二章

同时，中国在东南亚的网络空间扩大影响力，从获取和收集信息的观点考虑，也可能
对政治安全产生影响。
近年来，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除了经济的联系外，还通过互联互通
被“一带一路”所包含。中国超越了“崛起”，逐渐变成地区秩序的“中心”，在这个
意义上，两者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新阶段。中国对于东盟而言，从只是给经济带来有利
条件，发展到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成为更加全面的力量。这个新阶段意味着
对于力图获得对中关系等对外关系各种平衡的东盟，实现这种平衡将越来越困难。
其影响首先是关于经济与安全的分离与平衡。除了在经济上依存外，由于中国对
东盟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重要作用，中国对东盟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大
陆部分的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在柬埔寨、老挝、缅甸，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已经到了左
右各国决定政策的程度，尤其是诸如2012年柬埔寨担任会议主席国时，发生了对东盟
的政策决定产生影响的现象。由此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存在将影响到东盟对南海问
题的应对，也将转化成为安全方面的忧虑。经济与安全的分离和平衡难以实现，有可
能导致经济先于安全的政策优先顺序的固定化。
实际上，这种影响涉及到了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南海纷争国家本身。马来西亚的纳

图2-4 ：根据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向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援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港口
铁路

吉兰丹

缅甸
老挝
泰国

皎漂港

柬埔寨
西哈努克市

马来西亚
老挝与泰国的铁路计划总图
（中国与东南亚连接的铁路计划）
在建项目

昆明

计划项目

关丹

国公岛
巴生
马六甲

印度尼西亚

琅勃拉邦
万象
呵叻
曼谷

雅加达-班登高速铁路

雅加达

井里汶
班登

吉隆坡
新加坡

（资料来源）撰稿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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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形成的地区秩序与东盟的应对——从“崛起”到“中心”

吉布·拉扎克政权对作为该国最大的贸易国和投资国的中国非常顾忌，严格控制政府
序言

30

关于南海问题的言论，对问题的观望态度更加明确 。随着产油量的减少，文莱因财政
收入的每况愈下而烦恼，作为来自中国巨额经济支援的回报，对南海问题继续保持沉默，
31

也有观察表明在东盟内部防止产生对中国指责的氛围 。
对于杜特尔特政权的菲律宾转变南海政策，从这个关系出发也可以理解。菲律宾
摘要

在阿基诺前政权时是东盟内与中国对立的急先锋，杜特尔特政权上台后将该政策转变
了180度，形成了一口气推进东盟对中倾斜的气氛。这表明，除了杜特尔特总统单纯的
个人喜好外，中国（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可凌驾于安全方面的战略利益。由此意味

前言

着从参与和牵制的观点考虑，东盟对中国实行牵制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在东盟的对外关系中，对中关系与对美关系的平衡也正在瓦解。然而这不
仅是中国对东盟影响力扩大的结果，也起因于提出美国第一主义的特朗普政权下的美
国姿态。退出巴黎协定、偏重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与中国的贸

第一章

易战等导致的人们为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作为一个承担全球秩序的公平超级大国而担忧，
降低了东盟对美国的信赖。对东盟而言，特别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对承担东亚地区秩序的美国形象造成很大损害。因美国退出TPP，相反，推进东亚地区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中国提高了作为“自由贸易体制守护者”的信赖。关于

第二章

南海问题，与前政权相比频繁实施航行自由作战的特朗普政权似乎在强化干预。然而，
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只强调军事侧面升级紧张程度的干预并不是东盟期待的美国
姿态，反而会增加对美国的忧虑。

第三章

特朗普政权的东盟政策依然不透明也是令人担忧的原因。在2017年12月出台的“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东盟（各国）作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部分，指出
·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重要的同盟国，同时也是市场。
·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作为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的重要

专栏

性在扩大。
·东 盟和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仍然位于在印度洋-太平洋
32

地区促进基于自由的秩序的区域架构和基础的中心 。
第四章

该“战略”虽然在简洁的阐述中基本上肯定地评价了与东盟的关系，但强调对于
美国的经济价值的表现明显，不得不说缺乏“亚太再平衡”那样的全面、战略性展望。
美国的这种姿态向中国——一个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这种新的地区秩序愿
景的大国提供了在东盟扩大存在感的机会。东盟原本就像上世纪90年代进行“亚洲价

结语

值观”讨论时那样，对于人权和民主的欧美价值观，认为是欧美没有考虑到亚洲特有
状况的单方面强加，存在抵触感。从这个意义考虑，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价值观目前
被重新解释，甚至还产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观扩大的空间。
第三，也与第二个影响相关，中国对地区政策课题的优先顺序提出了新的价值观。
中国提出的“基于不干涉内政的支援”和“未必优先考虑人权和民主的秩序”的概念，
对东盟若干国家的执政者具有很大的诉求力。近来，被视为中国拥有的“锐实力”
（sharp

31

第二章

power）概念引发了热议。倡导者定义的“锐实力”意味着权威主义国家利用成为对象
的民主国家的开放性进行政治干预和信息操纵，形成对本国的好印象和对对象国家的
33

政治影响力，使对象国家顺从权威主义国家方针的实力 。
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战略与此略有不同。对于东盟的脆弱的民主体制或权威主义体
制的国家，中国采取直接向该国政府、特别是政府首脑通过资金力量发挥作用的方针。
在这里，既有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种经济支援促进对象国的发展，提高国民对
该国政府的支持从而稳定体制的做法，也有直接有助于政治家个人经济权益的做法。
中国的这种影响不仅是以经济援助为媒介的支援、被支援的关系，对于该国政府、
特别是政治首脑试图维持和强化自身的权力和体制的行为，如果发生来自欧美的指责
或者制裁，起到了保护他们的防护墙作用。这种倾向尤为明显的是2014年发动政变成
立的泰国军事政权迅速接近中国，此外目前试图通过强权手段维持自身权力的柬埔寨
洪森政权与中国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样在纳吉布·拉扎克政权执政当时的马来
西亚，与中国的蜜月状态也很明显。
欧美各国以人权和民主问题为由加强对这些国家的谴责，有时也发动制裁，然而
他们有来自中国的另外支援，其效果降低。这不仅仅是填补因经济制裁造成的损失，
也成为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后盾，从这个意义考虑，可以说是更全面、更有力的支援。
中国可称是在“支援东南亚民主化的倒退”。对于这种现象从其他观点分析，甚至也可
以说诸如泰国和上述的菲律宾那样，由于东盟中的美国的传统同盟国相继加强与中国
的关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处于变化的过渡期。

4 东盟对“再平衡”的尝试
然而在2018年，东盟明确了对外战略的本质是平衡。作为东盟，无条件接受中国
提出的地区秩序还是存在很高风险。在中国谋求的以本国为中心的垂直性地区秩序中，
中国的影响力有可能过度提升，这时东盟的战略自律性余地将会缩小。此外，过度依
34

赖于对华经济，特别是各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扩大也是令人担忧的原因 。2018年，东盟
保持的平衡感再次复苏，各种对华相关政策可以说产生了“回位”的动向。
关于该动向，第一是东盟政治。如上所述，东盟主席国菲律宾在2017年就南海问
题表示了对中国的过度顾忌。对此，作为2018年主席国的新加坡将东盟的统一见解拉
回到以往的立场。其背景是中国对岛屿强行推进军事基地化，在南沙群岛布署导弹，
在西沙群岛进行可装载核导弹的轰-6K轰炸机的起降训练等，可认为东盟不能无视这些
威慑性行动。
2018年4月举行了第32届东盟首脑会议，会议主席声明就南海问题指出，
“我们讨论
关于南海问题而注意到，对于填海造岛和其他活动降低了信任和信赖，提升了紧张程度，
从而有可能损害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几位首脑表示的关切”、以及“非军事化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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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重要性”，再次明确了对中国的活动表示的忧虑 。但是，东盟的动向停留在文字
序言

上的“回位”，也没有再次更加强烈地表示忧虑。这就是目前东盟的限度，甚至可以看出，
作为官方文件的内容，东盟采取果断行动也相当困难。
在外交方面，东盟为了与中国保持平衡，加强了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除美国外的
区域外主要国家的关系。2018年1月，东盟10国首脑以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德

摘要

里会晤，印度成为东盟对话国举办了25周年纪念峰会。另外关于澳大利亚，同年3月首
次在堪培拉召开了澳大利亚-东盟纪念峰会。这种动向或可以解释为东盟加强对中“对冲”的
动向。

前言

第二是对日本于2016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呼应。该战略
旨在通过印度洋-太平洋加强亚洲与非洲的互联互通，促进地区整体的稳定和繁荣，由
法治的落实、经济繁荣的追求、和平与稳定的确保3大支柱构成。该战略的主要目标之
一是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安倍首相于2018年6月表明了以建设地区基础设施为目的提供

第一章

36

500亿美元的投融资框架的计划 。美国和印度也表明了支持该战略的姿态。
对于“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东盟各国基本上表示感兴趣，若干国家
表示支持。例如柬埔寨首相洪森于2017年8月在与安倍首相的首脑会谈中表示“欢迎、
37

支持”该战略 。另一方面，东盟对该战略也存在含糊和不安。这是由于战略内容尚不
第二章

明确，并且在同一时期也启动了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东盟各国对于参加该战
38

略存有戒心，怕被认为加入了日美澳印对中国的包围圈 。这里也有东盟的平衡感在作用，
有回避做出“美国还是中国”的“终极选择”的意图。此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

第三章

泰国对参加TPP11表示关心。对此或可以解释为除了“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和RCEP外，
通过参加多个经济合作框架形成多层经济秩序，由此在框架之间谋求平衡，是他们的
感觉发生的作用。
第三是东盟各国存在重新讨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相关项目的动向。马来西亚

专栏

于2018年5月举行总选举，建国后首次发生政权交替，新首相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
就任后，提出对前政权与中国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重审。此后马哈蒂尔首相

第四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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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表示，关于东海岸铁路，从核算性的观点考虑再次交涉，以及对连接吉隆坡与新加坡
的高铁建设项目表示了延期的意向。
缅甸也担心有关皎漂港开发的项目费用过高，有对其重审的征兆。此外，有人指
出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与班登之间的铁路项目工期大幅延迟，泰国与中国关于铁路项
目延伸区间的融资利率进行的协商也发生了搁浅。关于东盟各国重审“一带一路”相
关项目的动向，认为受到斯里兰卡事例的严重影响。斯里兰卡因汉班托塔港的开发对
中国承担巨额债务，由于其偿还困难，不得不将港口的借贷权在99年的超长期间向中
国转让，向他们表明了接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支援时产生“债务炸弹”的危险性，从
维护本国主权的观点考虑，需要对项目重审。这种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重审，
意味着始终应该根据核算性以及债务偿还能力重新谈判，虽然不代表与中国的经济合
作缩小，但是表明东盟方面出现了避免单方面对中经济依赖，重新恢复平衡的动向。
第四是中国对权威主义体制国家提供支援的问题也有可能显现。柬埔寨、泰国存
在对执政者的强烈反抗。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政府与国民的意向有可能激烈对立，国
民未必支持中国偏袒该国政府。另外，中国对各国提供支援，虽然使执政者受益，但
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流入，在当地不会产生新的就业，征收导致土地价格高涨等，一
般民众的不满反而有可能增加。柬埔寨于2018年7月举行总选举，洪森政权彻底镇压在
野党和封杀反对派，虽然军事政权统治下的泰国也计划于2019年举行总选举，但是由
于执政者与国民的对立，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有可能发生不稳定。另一方面，对于
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的对中融合姿态，也有人指责吕宋岛东侧的宾汉隆起的问题、以
及在南海对菲律宾渔民的骚扰再次发生等，助长了中国向海洋的扩展。中国扩大经济
影响力在东盟各国产生了新的政治问题，
对这些问题无法否定。
对于中国的崛起， 东盟一直试图
通过“参与和牵制”
、
“经济和安全”、
“中
国和美国”等多种二元性平衡手段应对。
为了使各种二元性平衡发挥作用，虽
然需要能够获得这些平衡的外部环境，
但是东盟深知其自身没有形成的能力。
实际上，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建设
计划，东盟正在被中国经济影响圈所
包容，在这种情况下，东盟的战略选
项正在减少。但是，中国提出的地区
愿景并不总是对东盟有吸引力，中国
谋求的垂直性秩序也不符合以平等和
共识为理念而坚持的东盟作风。为此，
东盟要求以日美为首的区域外主要国
家采用适当的方式参与东盟事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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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追求双面战略的东盟目前正在寻找平衡的着陆点，但是问题在于着陆点会随着外部
序言

环境而不断变化，而且着陆点能否发挥最大程度的效用也不得而知。对于东盟，或许
可以说处于在以美中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形成的战略环境中寻求妥善周旋的状态。


（撰稿人 ：庄司智孝）
摘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第四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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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 —

第三章
“一带一路”与南亚——
前途莫测的中印关系
（撰稿人 ：栗田真广）

第三章

1 中国影响力的扩大
以往，中国的存在对南亚各国并不十分重要。二战结束后，南亚的国际秩序以作
为支配性大国的印度为中心形成，印度一直拒绝区域外大国参与被视为本国势力范围
的南亚地区。当然，事实上与印度发生摩擦的区域内小国经常向作为最靠近的区域外
大国的中国寻求帮助。但是在中国的国力微弱时代，中国在南亚的存在并没有能够对
印度压力抗衡。对于同中国一样存在与印度边境问题的巴基斯坦，即使与中国建立了
被称为“貌似同盟”的紧密关系，实质上的最大保护伞曾是美国。
关于在本世纪10年代正式开始、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下开展对南亚
各国的参与，至少可以将中国在这一区域内的立场推向与印度相提并论、或者超越印
度的支配性大国。在南亚区域内，这一进程迄今为止并不是由中国不断在面对印度洋
的区域内国家设立不折不扣的海军基地那样明显的军事手段所主导。相反，目前在该
地区正稳步推进的是，包括从潜在性考虑也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港口建设在内，通过以
基础设施开发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参与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以该经济影响力为
杠杆，扩大潜在性政治影响力。
而这种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反过来说意味着印度作为南亚传统大国所具有的影响
力的相对降低。这种趋势在南亚小国、尤其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更为明显。

（1）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航路要地，虽然也有泰米尔民族问题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但
在历史上与印度建立了多方面且密切的关系，印度也将斯里兰卡视为本国“势力范围”的
一部分。然而2005年以后，在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的领导下，斯里兰卡加深了与
中国的关系。围绕与持续到2009年的内战相关的政府方面侵害人权问题，在与印度以
及欧美的关系停滞的背景下，中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增加了影响力。在2005年至2017
年期间，为了复兴在内战中荒废的国家经济，促进由中国企业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
1

建设，斯里兰卡接受了近150亿美元的中国资金 。
但是，拉贾帕克萨政权推进的这些基础设施事业并没有形成能够支撑偿还这些巨
额债务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关于投入大量资金的汉班托塔港的开发，其经济合理性从
2

一开始就被质疑 ，包括相邻的国际机场开发在内，在商业上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另一
方面，斯里兰卡在2006年的对外债务为106亿美元，到了2016年年底急剧增加到253亿美元，
3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4%，其中33亿美元是对中国的债务 。
由于对这种状况的担忧提高，在2015年1月的总统选举中，指责拉贾克帕萨政权向
中国倾斜的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候选人当选，他就任后马上停止前政权与中国达成
的科伦坡港湾城市开发事业等，重新审视与中国距离感的观测增强。但是，在已经承
担大量的对中债务、没有找到其他贷款方的情况下，除了要求中国调整还款期限和新
贷款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种“脱离中国”实际上已不可能。直到2015年，据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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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政府收入用于偿付债务 。虽然斯里
序言

兰卡政府从2016年起与中国开始关于
减少债务的协商，但是中方没有对减
少债务作出回应，最后双方于2017年7
月签订合约， 斯里兰卡采用11亿美元

摘要

规模的负债权益互换的形式，将汉班
托塔港及其周围60km2的土地向中国租
5

赁99年，于12月生效 。
前言

（2）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一个位于印度西南洋面上的群岛国家，长期以来，印度是其最重要的
伙伴。1988年阻止该国的政变和2004年发生印度洋海啸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不仅在

第一章

紧急时提供帮助，印度向马尔代夫提供包括财政方面在内的各种援助，对此马尔代夫
也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最重视与印度关系的构图。
另一方面，在2013年就任的亲华、强权的阿卜杜拉·雅明总统的推动下，与中国
的关系迅速发展。2014年，马尔代夫表示支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一部分的“21

第二章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企业也将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开发。中国赴马尔代夫观光
的游客数量超过欧洲名列前茅，2017年末，雅明政权不顾国内的反对，与中国缔结了
该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对于急速的对华接近也有人担心。直到2012年担任总统、

第三章

目前与雅明总统对立、正在流亡的穆罕默德·纳希德指出，马尔代夫的对华债务达到
15亿～20亿美元而难以偿还，其中很多是用来修建本来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在雅明
6

政权下，中国购买了16个以上的岛屿，如果债务拖欠，马尔代夫本身就有可能被劫持 。
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2月发生了马尔代夫政治危机。事情起源于最高法院判决驳
专栏

回对包括纳希德在内9人涉嫌违反反恐法的指控，雅明总统没有服从该判决。除了联合
国和美英等国以外，印度也表明支持最高法院，但是总统方面不答应，宣布紧急状态，
逮捕最高法院的法官，危机进一步加深。
纳希德要求印度与1988年阻止了马尔代夫发生政变时同样进行军事介入。对此，印
7

第四章

度军队虽然已经准备好了运输装备和特种部队 ，但最终还是避免军事介入，只是在外
8

交方面施加压力，外部分析家指出，其理由是中国的作用 。总统方面在危机发生后立
即派遣特使到中国，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尊重马尔代夫的主权和外国的不干涉，并
且尽管是远在约5,000km外的海域，中国时隔4年派遣由多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舰队

结语

进入印度洋，引起了印度媒体的关注。
关于马尔代夫危机本身，紧急状态宣言于3月22日期满，危机暂且平息。但是，政
权方面没有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往曾是最重要伙伴的印度的意向被无视。

（3）尼泊尔
尼泊尔与印度的关系并不总是很好，但是站在尼泊尔的立场上，印度无疑是最重

39

第三章

要的国家。迄今为止，印度不仅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尼泊尔还在社会性、经济性方
9

面依存于人员、物资、服务往来自由的与印度开放的边界 。由于地理性原因，长期以
来尼泊尔与外界的贸易都不得不经由印度。虽然尼泊尔方面对这种不平等感到不满，
但两国之间存在基于1950年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特殊关系，印度视尼泊尔为其势力范围
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中国也作为邻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确保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而参
与进来，但是最近突然被指出的该国对中倾斜的开端，是从2015年9月开始在5个月期间，
因关于尼泊尔新宪法的摩擦，印度实际上进行了经济封锁的事件。由此导致的燃料、
食品、医药品的缺乏，反印情绪高涨，当时的K·P·夏尔马·奥利政权向中国求助。
作为结果，印度长期向尼泊尔供给燃料的垄断被打破，尼泊尔对中国的信赖增加，第
10

二年，尼泊尔与中国缔结了认可利用天津港从第三国进口的协议 。
2017年5月，尼泊尔签署了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备忘录，在该国以及印度，有
11

人指出这是尼泊尔表示脱离印度势力范围的意向 。在签署该协议前举行的尼泊尔投资
峰会上，中国表示对铁路和水电站等建设项目投资83亿美元，而印度表明的投资额仅
12

为3.17亿美元 。此外在2018年6月，尼泊尔与中国签订了有关很早以前就开展可行性调查、
从西藏到加德满都的铁路建设备忘录。与此相比，印度虽然向尼泊尔承诺了水力发电
13

站以及与印度的铁路网的升级，但是被认为进展不理想 。另外，2017年6月，与印度
亲近的尼泊尔会议派政权成立，虽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一环的水库建设出现了使
其停止的动向，但在2017年末的选举中，被认为亲华的奥利总理的左派联盟夺取了政权。

2 印度的反弹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形象恶化
（1）印度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识
中国的这种通过经济参与扩大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引起了作为地区大国印度的
高度警惕。
以拒绝参加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象征，印度目前反
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反对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中国-巴基斯坦
经济走廊（CPEC）因伴随着在印度主张领有权的巴基斯坦一侧克什米尔（PAK）的事业，
由于主权问题而不能接受。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论坛之前，虽然曾明确反对
CPEC，但印度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本身的态度还是很暧昧。更进一步说，在PAK
的中巴合作事业的卡拉科姆高速公路建设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存在，但是印度一直
14

以来并没有当成重要问题 。根据这些情况，现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反对
姿态，有着超出CPEC主权问题的背景。
其背景之一是在开头提到的中国在南亚的政治影响力的扩大，担心有可能威胁到
印度作为地区支配性大国的地位。印度本来并不是与中国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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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推进本身格格不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参与了中国目前确定为“一带一路”建
序言

设一部分的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BCIM-EC）计划，并且是支撑“一带一路”建
设计划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创立成员和第二位出资国，也是该
银行最大的融资对象。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参与的扩大，无论中国
的意图如何，经济影响力都可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对于自负于地区霸权国的印度而言，

摘要

意味着本国的地位受到侵蚀。特别是如果区域内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发生很多
对中债务，会使中国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杠杆。目前印度在反对“一带一路”建设时提
到的关于在推进连接性时顾及的开放性、透明性、以及当事国财务健全性等原则，可

前言

以认为反映了一种担心，这就是民主性统治不充分的南亚国家同意与中国开展经济合
理性存疑的经济合作，承担不可持续的债务，结果被处于中国强大的政治影响之下。
在这种不安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在区域内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相关动向
可认为引起了印度的警惕。例如，据说在发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之际，中国虽然

第一章

15

对俄罗斯进行了细心的事前疏通，但是却没有对印度进行从而招致了该国的反弹 ，人
们推测在印度看来，这反映了中国不尊重印度作为南亚霸权国地位的态度。此外，斯
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对华债务逐渐增大，也发生了从2015年9月开始对尼泊尔的施压因
中国的介入而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的案例。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

第二章

系列的《环球时报》于2017年5月刊登了一篇报道，暗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
投资增加，中国将积极参与解决南亚纷争，包括印度拒绝第三国介入的克什米尔问题，
16

从而导致了印度的反弹 。
第三章

另一种是对经济性参与可能具有的战略意义的戒备感，这就是获取可用于军事目
的港口建设和运营权，关系到中国在印度洋扩大军事存在。印度格外认真地接受了
2005年原本由美国提起、指出中国在印度洋沿岸设置海军基地可能性的“珍珠链”论，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下推进作为中国基地化候选地被列出的斯里兰卡的汉班

专栏

托塔港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的开发，2014年以后，尽管不是这些港口，但是潜水
艇在这两个国家靠港停泊。另外，虽然是与经济性参与不同的其他方面，中国在2015
年与巴基斯坦、2016年与孟加拉国之间就供给潜水艇达成共识，由此提供中国制造的
装备，在结果上使得中国海军自身的舰船在接受提供国港口便于得到维护等。由于这

第四章

些活动的不断积累，不难想象，印度加强了对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下的经济参与
背后的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最近的汉班托塔港的交付也是否应该被同样解释。
如后所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阶段，未必不能说中国实际上谋求在南亚积极运用“一
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战略意义等，通过扩大政治影响力有意排挤作为地区大国的印度。

结语

然而迄今为止，印度方面已经广泛接受了“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经济性项目，还
17

带有政治性和战略性意图的观点 ，因此提高了戒备感。

（2）印度的对抗措施
出于这种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戒备感，印度近年来采取了各种层面的对抗
措施。第一是纳伦德拉·莫迪政权从2014年5月成立时起的优先事项，即积极参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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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国事务。作为这个观点，孟加拉国最受关注。印度与该国之间，从2015年开始解
决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在2017年对提供包括用于购买装备的5亿美元在内的50亿美元
的信用额度达成共识，孟加拉国目前在印度对抗“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所重视的环孟
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
、以及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BBIN）
18

计划中也逐渐占据重要位置 。对于该国，中国也加强了攻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
年访问时，孟加拉国同意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也包括企业之间的在内，中方
19

已承诺了约380亿美元的投融资 。但是在此之前，由中国提供合作的索纳迪亚港建设
计划在印度等的压力下被取消，由日本提议的马塔巴里港建设计划取而代之被采纳等，
20

在印度，对孟加拉国的干预被视为“重视近邻政策的成功例” 。
此外，印度还于2015年和2017年两次向毛里求斯提供5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为了从
印度购买巡逻舰，2018年还提供了1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并且为铺设铁路进行了3亿美元
21

的无偿资金合作 。在塞舌尔，2015年提出的由印度建设共用军事设施虽然没有具体的
进展，但在2018年6月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就印度提供1亿美元规模的信用额度和捐赠第
22

2架海洋巡逻机多尼尔228达成共识 。这两个国家于2014年加入了前一年由印度、马尔
代夫、斯里兰卡创立的海洋安全合作框架，毛里求斯也于2017年与印度缔结了两国间
的海洋安全合作协定。
即使对于中国进入发展已经很明显的国家，印度也在力图卷土重来。在斯里兰卡，
印度推进与港口同样在缺乏经济合理性的情况下由中国援助建造的汉班托塔机场的收购，
还支援北部的坎凯桑图赖港的开发。西里塞纳政权顾及到印度，在与中国的债务谈判中，
23

据称拒绝了前政权曾许可的中国潜水艇靠港停泊 ，在移交汉班托塔港时，向印度保证
该港不会用于军事目的。莫迪总理于2018年5月访问尼泊尔，强调两国的文化纽带，同
24

时约定在9月之前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事项，成功地进行了一定的轨道修正 。印度-尼
泊尔首脑还于同年8月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铺设连接加德满都和印度比哈尔州铁路的
备忘录。关于马尔代夫，在2018年9月的总统选举中被认为偏向中国的现任总统雅明败北，
对印度而言成为顺风使船。
第二是印度自身的多国连接性计划的推进。作为上述的BBIN框架，除不丹以外已
经就在3国间的汽车协定的运用程序达成共识，使汽车能够跨境通行。虽然以旨在构建
连接东南亚与南亚的经济圈的BIMSTEC过去缺乏具体进展，但是印度于2016年邀请加
盟国领导人员在果阿召开金砖国家（BRICS）峰会谋求改善。连接印度、缅甸、泰国的
约1,400km的高速公路以2019年年底之前投入运营为目标正在推进建设。
印度还将开发伊朗查巴哈尔港，同时与伊朗及俄罗斯合作推进国际南北运输走廊
（INSTC）计划。这些是构建对于印度经由伊朗与阿富汗、中亚、俄罗斯、欧洲的连接，
2016年5月，印度表明对查巴哈尔港的开发投资5亿美元，2018年2月获得其经营权，以
在2019年开始运营为目标。以往，印度与阿富汗和中亚的连接一直受到巴基斯坦的阻碍，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印度而言，这些项目在对抗巴基斯坦通过包括瓜达尔港等的
CPEC实现地区运输枢纽计划目标的同时，还有显示自身与其他国家推进基础设施事业
25

能力的意义 。另外，为了提高INSTC的便利性，印度于2011年也加入了伊朗-阿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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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缔结的为了使中亚与海湾地区的运输顺畅的阿什哈巴德协议。
序言

第三，鉴于单独对抗强大中国的困难性，印度也加强了与区域外主要国家的合作。
近年来，迫使印度加强与美国和日本多样化关系的最大因素是中国，从这个意义考虑，
虽然可以将与日美的广泛合作视为这个原因，但是对于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关
系应该特别指出的或许是2017年5月发表的亚非增长走廊（AAGC）。AAGC以印度在非

摘要

洲的经验和日本的技术实力、资金力量为杠杆，提高非洲与南、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的
连接性，日本与印度共同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在印度的战略共同体中，经常作
为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对抗措施提出。另外，还就印度与日美三国在连接性、

前言

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进行协商。

（3）恶化的“一带一路”形象
中国在南亚通过经济参与扩大影响力正面临着诸如上述印度的反弹和对抗措施。
第一章

此外，另一个对于中国而言成为问题的是应对有关“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负面形象的
扩散。
不仅是南亚，目前对于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下中国的经济参与，出现了跟随
着“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大致说来就是在被支援国家找到可以与中国合作的政治

第二章

势力，使其长期接受对该国没有利益的投资计划，然后利用债务，没收投资的整个项目、
26

或者获得政治杠杆，这个观点表明了中国经济参与的本质 。类似的观点包括，中国的
参与被称为经济上的殖民化，或者被称为是在无论如何都没有合理性的经济事业的伪

第三章

装下意图扩大军事存在等的战略性尝试。
虽然以前就有这种观点，但是尤其煽动这种言论的是斯里兰卡在汉班托塔港的教训。
由于偏向中国的政权进行缺乏经济合理性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果造成对中国承担的债
务如同滚雪球般地膨胀，即使因政权交替谋求修正轨道，但是在已经膨胀的债务面前

专栏

除了从中国借款还贷以外没有其他方法，从而导致新政权的“脱离中国”失败，此外
作为与债务减额的交换，中国投资的、并且很早以前就在暗中流传可能成为中国基地
的港口实际上被没收，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即使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发展
意图，然而汉班托塔港的案例在结果上对“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供了合适的材料。

第四章

受这种“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负面形象扩散的影响，目前南亚地区对中国经济参
与的不安和反弹也在逐渐扩大。在斯里兰卡，围绕汉班托塔港的谈判，产生了指责出
卖主权的抗议运动，关于巴基斯坦膨胀的债务和对其管理的中国的作用，在国内产生
27

28

了紧张氛围 。另外，在尼泊尔也同样对“债务陷阱”开始担心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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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的现状
（1）陷入困局的CPEC
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旗舰事业、在总投资额方面拥有压
倒性规模的CPEC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CPEC以巴基斯坦-阿拉伯海沿岸的瓜达尔港开
发为主，从这里建造经由该国全境城市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的运输网，在其周
边开展能源开发和设立经济特区的大规模开发事业，根据2013年7月签署的中巴之间的
备忘录启动。从那时起，巴基斯坦政府将CPEC作为完全改变该国经济状况的“变革者”
，
采取了大力推进的姿态。
CPEC是一直考虑到2030年的长期计划，据说中国的预计投资额从当初的460亿美
29

元增加到620亿美元，其中340亿美元左右用于发电站建设等能源领域 ，而且该能源相
关项目的大部分被指定为“早期收获” 项目， 以在2017～2018年完成为目标。 作为
CPEC的长期计划，将至2020年为止的期间定位为排除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开发中的瓶颈
时期，与这些能源相关项目并列，提出在2014～2020年履行、将实施主要道路的建设、
30

整备等 。由于这样的进度安排，截至2018年7月，共计286亿美元规模、22个项目处于
31

履行阶段 。
虽然个别项目也发生了拖延或者取消， 不能按照该蓝图履行， 但是尽管如此，
CPEC已经给巴基斯坦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GDP增长率在2017～2018财政年度达到
32

过去13年来最高的5.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认为巴基斯坦的短期经济增长
33

前景良好，其主要原因归结于与CPEC相关的投资以及电力供给的改善等 。
然而问题在于今后。CPEC正从焦点集中在能源和道路的阶段转向以设立经济特区
和在那里开展产业合作为中心的阶段。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无论在成长还是就业的观
点考虑，最可能具备影响力的就是这个阶段，关于支付高额债务，该国一直期待在这
些领域的成功实现增加出口。然而作为这个阶段，引起了巴基斯坦经济界的强烈戒备，
似乎不会顺利实现。巴基斯坦政府对在特区活动的中国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待遇，但是
在该国的经济界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原来成本竞争力高的中国企业另外获得优惠待遇
34

开展活动，地方产业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其竞争而有可能毁灭 。
如果经济特区、产业合作的进展不顺利，就无法指望期待的出口增加，可能导致
债务履行的停滞和国际收支的恶化。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由于CPEC相关的
35

贷款等，在2017年年底当时巴基斯坦的公共债务达到了占GDP的66.3%（22.8兆卢比） 。
CPEC相关融资的偿还预计也在2019年开始，IMF预测单年度的偿还额将逐渐增加，
36

2023～2024财政年度将达到35亿～45亿美元 。此外，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国际收支的
恶化。CPEC确实可以使对巴基斯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加，但是为了运输基础
设施和能源相关事业从中国的进口机械的增加与其抵消，结果造成巴基斯坦的国际收
37

支赤字扩大 。即使这些进口告一段落，融资的偿还以及中国企业将利润向本国汇出、
38

发电用燃料的进口等因素今后也会继续压迫国际收支 。截至2018年7月，事态已呈现

44

“一带一路”与南亚——前途莫测的中印关系

图3-1 ：CPEC的主要项目
序言

首都

苏基克纳里水力发电站
（870MW：18 亿美元）

公路（原有）
公路（在 CPEC 以前已有的项目）
公路（优先项目）

喀什

喀喇昆仑公路第 2 期
（哈维连 - 塔科特区间）
（118km：13.7 亿美元）

公路（短期项目）

白沙瓦 - 卡拉奇高速公路
（木尔坦 - 苏库尔区间）
（392km：29.8 亿美元）

中国 - 巴基斯坦跨境
光缆铺设
（820km：4,400 万美元）

吉尔吉特

N-50 高速公路升级第 1 期
（德拉伊斯梅尔汗 - 兹霍布区间）
（210km：2 亿美元）

吉姆普尔风力发电站
（99MW：2.5 亿美元）

巴基斯坦侧
克什米尔

喀喇昆仑公路
（塔科特 - 赖科特区间）
（136km：7.2 亿美元）

伊斯兰堡
拉瓦尔品第 卡拉奇 - 拉合尔 - 白沙瓦铁路（ML-1）改建
德拉
伊斯梅
尔汗

三峡第 2、第 3 风力发电站
（99MW：1.5 亿美元）

兹霍布

拉合尔
费萨拉巴德
拉合尔市地铁项目
（27km）

木尔坦
德拉加济汗

萨希瓦尔燃煤火力发电站
（1,320MW：19.1 亿美元）

巴哈瓦尔布尔

胡布燃煤火力发电站
（1,320MW：19.1 亿美元）

胡兹达尔

Quaid-i-Azam 太阳能发电站
（1,000MW：13 亿美元）

苏库尔

图巴特
伯斯尼
吉沃尼

瓜达尔

奥尔马拉

第二章

拉希姆亚尔汗燃煤火力发电站
（1,320MW：16 亿美元）

N-30 高速公路（胡兹达尔 - 巴斯玛区间）
（110km：8,000 万美元）

瓜达尔港相关项目（8 亿美元）
·东湾高速公路建设
·瓜达尔国际机场建设
·防波堤建设
·疏浚工程
·经济特区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卡洛特水力发电站
（720MW：17 亿美元）

古吉兰瓦拉

第一章

奎达

（1,830km：81.7 亿美元）

科哈拉水力发电站
（1,100MW：23.6 亿美元）

前言

白沙瓦
萨察尔风力发电站
（49.5MW：1.3 亿美元）

大沃风力发电站
（50MW：1.1 亿美元）

摘要

公路（中期、长期项目）
工业特区

中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默蒂亚里 - 拉合尔区间输电线
（16.6 亿美元）

海得拉巴

默蒂亚里 - 费萨拉巴德区间输电线
（15 亿美元）

卡拉奇

塔尔第 6 区燃煤火力发电站
（1,320MW：13 亿美元）

第三章

塔尔第 2 区燃煤火力发电站
（1, 320MW：20 亿美元）
瓜达尔燃煤火力发电站
（300MW：6 亿美元）

卡西姆港燃煤火力发电站
（1,320MW：19.8 亿美元）

塔尔第 1 区燃煤火力发电站
（1,320MW：20 亿美元）

塔尔第 1 区煤矿
（13 亿美元）

塔尔第 2 区煤矿
（14.7 亿美元）

专栏

（资料来源）根据巴基斯坦政府资料编制。

国际收支危机的局面，面对严重的外汇储备不足，虽然巴基斯坦中央银行从2017年12月
第四章

至2018年7月分4次对卢比贬值，但即便如此也仍然认为无法避免接受IMF的紧急支援。

（2）CPEC的战略意义与中、印、巴的关系
如上所述，巴基斯坦国内也存在对CPEC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原本在该国的经
结语

济界，存在中国只将巴基斯坦看作出口市场、不关心向促进提高巴基斯坦出口竞争力
39

领域的投资以及在当地设立合资公司提高利润的共同认识 。也由于存在这样的基础，
以经济界以及专家为中心提出的意见指出，CPEC是中国在单方面出口国内剩余生产力
40

和劳动力，使巴基斯坦承担债务，有可能被处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 。2017年5月，
当地报刊报道了中方对巴基斯坦经济和社会深入渗透的设想，指出存在被称为CPEC长
期计划草案的文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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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巴基斯坦，从战略的角度也谈到了CPEC的利益。换而言之，CPEC提高巴
基斯坦对中国的价值，使中巴关系更加牢固，能够获得对印度战略的杠杆。与其相反，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将CPEC确定为使巴基斯坦与印度对抗的传统性对巴支援的关系，
由于巴基斯坦在这方面的重要性，甚至有观点认为对于债务的履行可以期待得到中国
41

的宽限 。另外，舆论也经常提到CPEC对于中国而言的其他战略意义，例如关于来自
海湾地区的石油运输，可以确保替代航路以摆脱“马六甲困境”，不必通过对于美国的
42

海上封锁脆弱的马六甲海峡，以及可以确立海军在航路要冲的海湾地区的存在等 。
关于这些战略意义的讨论，在巴基斯坦国外的专家和媒体之间也同样展开，结果
表明CPEC成为在“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从战略的观点表现的倾向最强的事业。在这
种看法扩大的背景中，或许也有中巴多年来在外交、安全方面建立了密切关系的由来。
如前节所述，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存有戒心的印度受到按照这种观点对CPEC
讨论的影响，必然加深了对CPEC的忧虑。印度特别担心中国将瓜达尔港变为海军基地，
以谋求本国的航路防护和在海湾地区行使影响力。
然而在实际上，从中国着手进行该港口建设的200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指出中国
将瓜达尔港实现海军基地化，虽然已经过去15年，但是既没有基地化的具体征兆，也
没有关于中国海军舰船靠港停泊的确切情报。中巴两国政府一再强调瓜达尔港是纯粹
43

的商业港，否认是中国的基地，印度海军也承认目前的瓜达尔港是商业港 。虽然当初
中国的意图还不明确，但是将瓜达尔港本身实现基地化，目前恐怕要比没有CPEC和“一
带一路”建设计划时更加困难。由于瓜达尔港成为CPEC的中心，为了将来该港口和
CPEC总体取得经济方面的成功，需要避免因将其用于军事造成第三国规避商业利用的
风险。 进而， 由于CPEC被定位成“一带一路” 建设计划的示范事业， 如果使象征
CPEC的该港口成为军事基地，则验证了“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将经济作为伪装的战略
企图的说法，有可能引发全球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反对。
另一方面， 无论在现阶段实际上可以发现多少用于军事的征兆， 关于印度反对
CPEC的战略性含义，在中巴对印度的局势更加固定的意义上，在CPEC中找到通过“拉
拢”中国获得对印战略优势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巴基斯坦。关于加固这种对立局势的意图，
也可以在近年来巴基斯坦加强谴责印度为了让CPEC受挫而在巴基斯坦国内支援恐怖活
44

动等秘密工作的立场中发现 。虽然实际上印度可能与敌视CPEC的巴基斯坦国内武装
势力保持关系，但是巴基斯坦对此极
力宣传，被认为有将印度抹黑成CPEC
的敌人从而拉拢中国的意图。
然而包括这种做法在内， 巴基斯
坦在对印度的关系中战略性运用CPEC
的姿态并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原本在
中巴之间，关于理想的中印巴关系具
有本质性的认识不一致。的确，中国
一直在支持巴基斯坦使其拖住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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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腿，从这个关系考虑，希望有一个稳定、
“坚强”的巴基斯坦，通过CPEC促进该国
序言

的经济发展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共同目标，
巴基斯坦考虑通过CPEC深化中巴关系使中国作为后盾得到强化从而加强对印攻势，反
而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采取的可能性较高、通过支援印度国内
的恐怖活动等加强军事性对印压力，结局无法预测，采取这种行动的巴基斯坦获得国

摘要

际社会拥护的政治成本让中国承担，最重要的是使中国自身对印关系的管理复杂化。
如后所述，中国也在考虑对于推进超越CPEC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与印度建立合作。
对中国而言，虽然巴基斯坦牵制印度的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所希望的印巴关系的

前言

理想状态并不是巴基斯坦对恐怖活动的支援以及由此而来的两国之间炮击不断的关系，
而是像中印这种在协调下对立，中国历来敦促巴基斯坦与印度建立经济关系从而获得
45

利益 。
有关最近围绕CPEC的中国动向，巴基斯坦更加强烈期待的CPEC的“战略意义”正
第一章

在使中印巴关系向中国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看出中国正在试图进行一定的
轨道修正。中国不断地向印度暗送秋波，使其参加CPEC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计划，
46

为了与巴基斯坦合作采取反恐对策也开展了外交工作 。驻印中国大使表示，如果印度
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也可以更改CPEC的名称，以及创建通过印方克什米尔的
第二章

47

替代走廊 ，进入2018年，中国外交部就CPEC提出了与印度的开放性协议的建议。另
一方面，对于大肆宣传印度对CPEC进行干扰活动从而成为中巴共同威胁的巴基斯坦，
据说中国同巴基斯坦当局最怀疑与印度保持联系、与CPEC敌对的巴基斯坦·俾路支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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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省的叛乱势力开始了不通过巴基斯坦当局的直接对话 。进而言之，如前所述，虽然
巴基斯坦以中巴关系和CPEC具有的战略意义为前提，对于债务的支付等期待中国的慷慨，
但是中国在目前国际收支危机的应对上，却表现出对这种慷慨的期待泼冷水的态度。
2017年以来，在国际收支赤字严峻的形势下，巴基斯坦方面提出避免接受IMF紧急支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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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从而防止可能会对CPEC产生的不良影响，寻求中国的帮助 。然而在2017
〜2018会计年度，中国虽然提供了支援，但是其状况是少量地提供，关于该支援《环
球时报》刊登报道指出，中国提供财政支援的可持续性是重要问题，既然中国的融资
50

基于市场理论，就要落实巴基斯坦的债务偿还能力，该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 。
第四章

4 中印关系与南亚的未来
结语

关于中国对CPEC的轨道修正，在更加广泛的关系上，也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正在尝
试的中印关系轨道修正的一部分。2017年6～8月，在以中国和不丹边境问题为起因的中
印两国部队对峙的洞朗事件中，印度方面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令中国吃惊，有看法认
51

为发生该事件的背景之一是印度担心中国的影响力在区域内的增加 。印度方面普遍认
52

为中国的行动在有意无视印度的忧虑 ，但是在洞朗事件平息后，鉴于中国展示对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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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顾及而致力于修复关系，似乎中方也并不是预计到印度的反弹普遍而有了不得已的心
理准备。在2017年9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谈中，中国支持印度主导的联合声明，指
名谴责疑似巴基斯坦提供支援的恐怖组织，2018年2月，撤回了对与反洗钱相关的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将巴基斯坦列入灰色名单的反对。同年4月，中国邀请莫迪总
理参加以往只同美国领导人进行的非正式首脑会晤。
作为结果，据说这次首脑会晤使持续恶化的中印关系“复位”，两国同意在中国正
在讨论扩大CPEC的阿富汗开展共同的经济项目。印度国防部长于6月表示，虽然对属
于主权问题的CPEC的反对姿态没有改变，但是印度不会透过中巴关系的透镜看待与中
53

国的关系 。
尽管如此，近年来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参与的扩大更加明显，与印度的对抗措施之
间的“竞争”并没有停滞。
“复位”之后，印度依然对“一带一路”建设保持反对姿态，
另一方面，即使印度持有反对姿态，南亚各国接受中国经济参与的局面也可能不会改变。
这是当然也是存在没有中国的资金就无法满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但更是来源于
在传统上形成的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关系的性质。除了印度以及其实际上的保护国不
丹外，没有国家认为中国是政治纷争的对手国、或者是安全上的威胁。相反，对于区
域内的小国而言，印度始终在其近处，他们讨厌印度干涉周边国家的国内问题以维持
54

自身希望的区域秩序的姿态 。相反，中国被视为具有逃避印度压力的作用。由于这种
状况，很难想象区域内国家与印度齐心协力展开拒绝“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行动。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并非始终受到欢迎，印度仍然具有来源于该国以远比中国多样
化形式与区域内各国建立关系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即使中国提出要求，让除巴基斯坦
以外的区域内各国采取违背印度意愿的行动，也存在程度问题。从区域内各国的角度
考虑，只有形成这种中印较量，在中印之间妥善周旋，才应该是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
选项。
根据这些情况，经过“复位”的中印两国的目标不是停止围绕对南亚各国参与的
竞争，而可能是在控制过去30年来一直保持的总体协调关系下来自于个别争论点的摩擦、
在也应称为“协调下对立”的中印关系的应有方式中使其收敛。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
尽管两国在边境问题以及中巴关系、印度对西藏问题的参与等方面持有多种争论点，
但是鉴于在经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多极化等领域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致力于
使各个争论点的竞争不会严重损害总体性中印政治关系。中国对南亚各国的经济参与，
以及其对抗印度向区域内各国施加压力的本身虽然并不一定是新的现象，但近年来其
参与急剧扩大，由于开始威胁印度的势力圈认识，围绕对区域内各国参与的竞争或许
可以说明确地加入到这些中印之间的争论点中。但今后的问题是，这个新的争论点是
否真的能够满足上述那种以往的中印关系的理想存在方式。
如果依据两国在“复位”中表达的意向，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中国对南亚的参与，
也可以成为加强中印关系协调方面的要素。关于反复呼吁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建设
计划的中国的姿态，可认为与其说只是场面话，不如说是有经济动机的背景。例如，
由于印度的反对而没有进展的BCIM-EC，如果能够实现，将中国的西南各省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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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孟加拉国连接起来，可形成总计4亿人规模的市场 ，据称目前印巴间的贸易还有潜在
序言

56

性增加17倍的余地 ，通过其利用，实现CPEC绘制的通过经济特区和产业合作促进巴
基斯坦出口增加的蓝图，这是充满魅力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印度存在中国的资金可
以发挥作用的丰富的基础设施需求。同时，印度方面也有可从中国对南亚的经济参与
中获得的利益。印度一边维持着对作为主题反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姿态，一边

摘要

积极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2016年达成了在高铁网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共识，
57

到2017年底，中国的对印投资额达到80亿美元以上 ，在2018年4月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
58

中也就中国对铁路高速化提供协助进行了协商 。尽管印度方面将这种中国的经济参与
59

前言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框架外来保持正当化，但中方未必这样考虑 。另外，目前
两国还有在上次的首脑会晤中达成一致的在阿富汗的共同事业。
另外可以设想，中国目前必须应对有关汉班托塔港的问题带来的“一带一路”建
设形象的恶化。这个案例的影响在全球范围蔓延，特别是在因存在南海问题所以对中

第一章

国而言在政治和战略上十分重要的东南亚，引发了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严重反弹。
鉴于这种情况，作为除印度和不丹以外的区域内各国既没有严重的政治争论点也没有
安全上的竞争关系、在政治和战略优先度相对较低的南亚，中国暂时避免突出“一带
一路”建设计划的政治和战略意义的行为比较合理。由此作为结果，可能有助于抑制

第二章

印度对中国向南亚各国的参与作出反应。
但是，从更长的跨度考虑，中印两国对围绕向南亚各国参与的竞争所引发的摩擦
能否持续妥善协调的前景并不乐观。第一，为了使该竞争在不导致总体性中印关系恶

第三章

化的前提下持续，关于哪些是可被接受的行动，两国恐怕无法形成默认或明示的共同
理解。理论上，这种划分的关键之一是印度戒备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政治和战
略含义。但实际上，印度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都是用政治和战略性透镜观察，其
姿态的实质是在中国的所有经济参与可潜在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前提下自身势力范

专栏

围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被侵蚀的抽象性认识。因此，虽然程度不同，所有“一带
一路”建设计划都可能成为令人担心的对象。尽管如此，印度不会对中国在区域内的
所有经济参与都采取对抗措施，其有无和程度虽然取决于每个个别项目的关系，但是
中国对此无法预测。作为结果不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两国持续保持对于协

第四章

调与对南亚各国参与相关竞争的意愿本身，中国方面也会在无意中采取超出印度可接
受范围的行动，随着意想不到的印度强烈反弹的事例积累，双方对对方协调意愿的怀
疑将不断增加。
第二，因在应该支持协调方面的连接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印合作触及暗礁，相反，

结语

有双方怀疑对方的协调意愿的风险。会带来这种障碍的并不仅是任何隐藏的政治、战
略意图和对其的怀疑。例如BCIM-EC今后可能成为合作的一个候补，印度过去对此较
为慎重的背景是担心该走廊会招致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大规模流入，对国内产业造成
60

不良影响，2018年4月中国新提出的通过尼泊尔连接中印的新走廊计划也同样 。如果
中国强行推进这样的事业，印度可能会加强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容易引发在该国
起主导性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政治性、战略性言论。另外，中国方面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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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鉴于中印合作没有取得具体进展，认为印度方面没有协调的意愿。
第三，随着今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向全球推进以及中国的经济权益向海外扩大，
为了维护这些权益，中国在印度洋方面体现海军存在感的必要性增加，为了支持这种
存在感，在面向印度洋北部的南亚沿岸设立海军基地的诱因也可能逐渐增强。这种诱
因的增强与第一、第二要因相结合，即使招致印度的反弹，中国也会运用这种“一带
一路”建设计划的战略性含义。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对陷入被动的汉班托塔港的案例
带来的全球性“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形象恶化的应对必要性也总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
因从很早以前就传言的中国基地化的港口如人所说被没收，导致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弹，
但是采用更加“稳妥”的形式，即使不是名副其实的“基地”，也可能有其他确保海军
据点的做法。例如近年来，中巴两国强调为了保护CPEC需要海军之间合作的说辞，也
进行了以此为前提的联合演习，而且巴基斯坦自身也正在加强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为
了防护CPEC的防卫态势。通过这种与接受提供国巴基斯坦的合作方式，在将该国的其
他港口、特别是已经用于对在印度洋活动的中国海军进行补给的卡拉奇、以及作为作
为巴基斯坦海军军港的奥尔马拉等作为专门利用的同时力求体现海军存在感常态化的
手段等，可认为具有中国在未来实际采用的可能性，在巴基斯坦以外也可能被沿袭。
第四，中国将印度视为在安全方面可能存在的威胁，这种认识将随着今后时间的
推移而提升，预计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将更加严厉。一直以来，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安
61

全上的严重威胁，其背后是中国持有的关于本国与印度之间军事能力差距的认识 。但
是近年来，由于印度的崛起和军事能力的扩张，中国逐渐需要认真考虑该国的军事性
威胁，预计这一趋势今后仍将持续。这种基于印度能力评价的威胁认识，在超过一定
程度后，作为中国，不是继续顾及印度，而是行使通过经济参与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影
响力和运用战略意义采取封锁该国的行动，这种可能性较高。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展
示的对印度的“宽容”恐怕是本国占优势的从容的反映。
在南亚，今后中印也会围绕对该区域内各国的参与而继续竞争，另外，预计区域
内各国会在此期间试图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其中，中印两国可能会致力于协
调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产生的摩擦。另外也存在两国共同受到影响的美国贸易政策的不
确定性等外部因素，短期内也有可能抑制这种摩擦。但是，仅从以上观察到的因素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对南亚各国参与的竞争与近年来日益激化的边境问题并列，逐
渐侵蚀使个别摩擦不会波及到总体性政治关系性的以往中印关系的性质，这种可能性
较高。在这个过程中，该问题的本身、或者以起因于边境问题的方式发生导致关系紧
张的事件，可能会采取本次“复位”的手段，但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希望。结果，
作为中国的大战略和全球秩序构想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开展，导致担心作为
霸权国家自身影响力下降的印度的反弹，这种局面是各自的对外政策的大方针或者其
背后的基本思考方式不相容的状况，难以期待超越暂时性和战术性“搁置”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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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海军与巴基斯坦的港口
关于中国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变为海军基地的可能性，虽然从2000年代初就被
摘要

指出，然而近年来中巴两国政府一致对此否认，并主张该港是纯粹的商业港口。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近年来提出了保护瓜达尔港和CPEC的主题，强化了该港口的
防卫态势。据报道，2016年1月，巴基斯坦海军将装备从最大的卡拉奇基地转移到靠近
1

瓜达尔的奥尔马拉基地 。2017年3月，专职任务部队配备护卫舰、高速攻击艇、飞机、
无人机等，开始执行防卫瓜达尔港和相关航路的任务。瓜达尔港的陆上警备由2013年
前言

创立的专职海军大队承担，相当于海岸警备队的海洋安全保障局也为了加强该港的警备，
自2016年年底以来，从中国引进了4艘巡逻艇。位于瓜达尔港的巴基斯坦海军基地只有
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以警戒监视该港和北阿拉伯海为目的的小规模阿克拉姆基地。但是，
2

瓜达尔港的防卫由附近的海军基地网络复盖 ，在伊朗边境附近的吉瓦尼，除机场外，
第一章

还有与阿克拉姆基地同样进行警戒监视的基地，除了负责与卡拉奇的海军司令部的协调
外，海军航空兵还在帕斯尼设有机场，并且在2017年5月开始了新设的杜尔伯德机场的
3

运用 。
在这个基础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高官在2018年1月接受当地报刊采访时表明了巴基
第二章

斯坦对于CPEC下的中国海上运输安全保证能力的信心，另一方面对于在这种确保安全
方面与中国的合作采取肯定的姿态，谈到两国海军进行了联合演习，以及中国舰船连续
4

到访巴基斯坦沿岸 。2016年11月，不愿透露姓名的巴基斯坦海军当局者提到，以防卫
5

瓜达尔港和CPEC下的贸易为目的，在与巴基斯坦海军的配合下，中国海军预计配备舰船 。
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中巴两国政府在每次出现对瓜达尔基地化的指摘时，虽然
第三章

都否认中国在包括该港口在内的巴基斯坦沿岸设立基地的可能性，但是以CPEC和该港
口的防卫为名，中国在北阿拉伯海展示海军存在的本身并没有排除。另外，负责瓜达尔
港的运营和计划管理的巴基斯坦政府瓜达尔港务局主席贾玛尔迪尼（Dostain Khan
Jamaldini）对此明确区分，各国的海军舰船为了补给和维护而停靠世界各港口，这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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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立基地不同的问题 。关于中国在印度洋沿岸的寻求，随着部队的恒常性驻留，或
许与其说是可以用于战争的“基地”
（base），不如说是在非战斗人员撤离和海上治安作
战等时，为了对海军舰船进行补给和维护的专项目的而靠港停泊的“停泊地”
（Place），
7

虽然这种观点以前就提出 ，但是就中巴两国当局的发言而论，对于这种将瓜达尔用于“停
泊地”的可能性似乎还应谨慎考虑。
第四章

尽管如此，中国海军在不久的将来以这样的形式使用瓜达尔并非必然。即使不设
立名副其实的“基地”
，该港用于军事的色彩越浓，越会引发对CPEC以及“一带一路”建
设是以经济为伪装的战略企图的说法，从而降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形象，以及导
致印度甚至美国的反弹。毕竟瓜达尔港因为这些关系而过于引人注目。

结语

只要中国考虑到这些问题，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是使用巴基斯坦的其他港
口是合理的选择。作为该国最大的港口卡拉奇，包括打击亚丁湾海盗的应对等，在印度
洋活动的中国海军以往为了补给有过专门靠港的经历，今后利用的可能性也较高。卡拉
奇港为民军两用，也被指出过于密集，如果中国考虑到这个因素而寻求更加深入的地点，
则可能性较高的是在距离瓜达尔港285km以东、巴基斯坦海军也设有潜水艇泊位的真纳
（Jinnah）海军基地——奥尔马拉军港。上述巴基斯坦外交部高官在谈到中国海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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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瓜达尔的安全保障对策时表示，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合作预计都将在奥尔马拉进行
8

。另外，虽然还是真假难辨，但是美国的保守派媒体在2018年1月报道，中巴两国正在
9

就进一步开发位于上述瓜达尔近郊的吉瓦尼作为中国的军事基地进行磋商 ，香港报刊报
道，在中国作为商业港的瓜达尔之外，在其附近将设立可用于海军舰船补给和维护的基
10

地 ，似乎对此背书。
因为汉班托塔港的经验和管理对印关系的要求，即使谋求利用巴基斯坦的港口扩
大在阿拉伯海的军事存在，中国也会慎重且逐步推进。而且关于这种动向，存在仅着眼
于瓜达尔港本身也无法发现的可能性，有必要更加广泛地关注中国在巴基斯坦沿海地区
的动向。
（撰稿人 ：栗田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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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太平洋岛屿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的南端
（撰稿人 ：庄司智孝）

第四章

1 太平洋岛屿国家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
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国由14个国家构成，此外，
1

该地区还有新喀里多尼亚等法国属地各岛屿 。中国把“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21世
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端定义为太平洋岛屿国家，作为该建设计划的一个环节，近
年来大幅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援。随着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中国
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提高。面对中国全面性存在感的扩大，以往对太
平洋岛屿国家保持很大影响力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大洋洲主要国家在注意到自身影
响力相对下降的同时，也增加了安全方面的担忧。另外，日本和美国等与太平洋岛屿
国家存在历史性联系、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保持紧密关系的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动向。
太平洋岛屿国家方面基本上对中国的支援表示非常欢迎，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计划。其理由是，虽然这个地区有帕劳和瑙鲁等高中收入国家，但也有不少收入水
平依然很低的国家，这些国家想通过来自中国的支援发展经济。另外，中国的支援与
其他国家相比规模较大，提供支援时也几乎没有附带条件，成为受到太平洋岛屿国家
欢迎的理由。中国的支援几乎遍及各太平洋岛屿国家。其中特别是对经济规模相对较
大的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支援，似乎和其经济规模成正比超过其他国家，暗示这

图4-1 ：太平洋岛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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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外务省网页撰稿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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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中国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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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第二章

两个国家成为中国的重点支援对象。
在斐济，2006年发生政变成立军事政权后，澳大利亚提出迅速恢复民政的要求，对

第三章

该国实施经济制裁。对此，斐济方面采取了通过对外关系多边化来抵消制裁效果的方法，
其新的伙伴之一是中国。斐济在2010年制定了“北望”政策，明确了强化与中国的关
系来取代大洋洲主要国家的姿态。中国也应斐济的要求加强支援，因此中国在至2015
2

年为止10年期间的支援总额超过了澳大利亚 。当某个国家诞生了不通过民主程序的政权，
专栏

该政权受到西方各国的指责和制裁时，中国有时会提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谋求
接近这样的国家。按照这个模式，与2014年通过政变成立军事政权的泰国同样，中国
实现了接近斐济和加强关系的目的。这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有
力途径之一。

第四章

此后，斐济和中国的关系顺利发展。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斐济，两国
签署了关于经济和防卫合作的五项协定，并对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资、以及对斐济
人入境中国免除签证达成共识。另外，斐济总理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出席
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了斐济承担“一带一路”建
3

结语

设计划部分任务的姿态 。目前，两国为了缔结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开展合作的
备忘录正在加快协商。
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加深了与中国的关系。巴新在与澳大利亚保持经济和安全方面
的传统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同斐济一样，积极致力于实现对外关系的多边化。多边化
4

的有力合作伙伴之一仍旧是中国。两国合作中的主要领域是镍和钴的矿山开发 。2018
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彼得·奥尼尔访问中国之际，两国确认战略伙伴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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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基于“一带一路” 建设计划的经
济合作、巴新的天然气开发、工业园
5

区建设、吸引中国游客方面达成共识 。
目前，两国正在就缔结双边自由贸易
协定进行协商。
中国对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基础设
施建设、资源开发、吸引中国游客为主，
强化经济支援的目的第一是扩大中国
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包括参加太平
洋岛国论坛（PIF）的区域外国家对话
在内，中国在两国间和多国间进行全
面支援，从而使中国的影响力在整个
太平洋岛屿国家扩大。然而太平洋岛
屿国家依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周边地
区之一。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与其
说是为了建立地区霸权的计划性战略，
不如说与在亚洲、非洲、南美、中东
等各发展中国家地区开展的活动同样，
是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一环，可以
6

说是机会主义性推进的结果 。
第二，如巴新的事例所示，是确保优先获得太平洋岛屿各国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
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中国还为了确保斐济的铝土矿、所罗门的木材和各国渔业资源
促进开发支援。关于这些开发支援，从将这些资源向中国出口的观点出发，与对各国
的港口建设支援配套进行。
第三是台湾。目前台湾与太平洋岛国的6个国家（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瑙鲁、
图瓦卢、帕劳、马绍尔群岛）维持着邦交国关系。中国在马英九政权时重视与台湾的
友好关系而静观其状况，但是蔡英文政权于2016年成立后，开始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发
起了外交攻势。例如，中国对于没有邦交的马绍尔群岛和帕劳，通过贸易和中国游客
7

加强了经济参与 。
太平洋岛屿国家也是历史上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较多的地区。目前有2万人左右的
中国人（持有中国国籍）和华人（当地的中国出身居民）居住在该地区。与此相关的
第四个理由是中国对当地的中国人和华人的关心。其中包括从发生反华骚乱等紧急情
况时救援中国人的活动，到利用中国人、华人网络促进商务发展，以及通过他们扩大
8

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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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 战略性观点——解放军的活动
太平洋岛屿国家是地缘政治的重要地区。中国海洋战略上的概念“第二岛链”是
从日本经关岛和塞班到巴新，太平洋岛屿国家作为该岛链的终点，在战略上十分重要，

摘要

此外，这里还存在从印度洋、南海到太平洋的航路要塞。同时，太平洋岛屿国家靠近
作为美国海军重要基地之一的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距离设有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
令部的夏威夷也不远。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中国打算从南方牵制美国海军，太平洋
9

前言

岛屿国家的战略重要性显而易见 。
目前，中国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参与主要是在两国之间进行。例如在
斐济每年有1～2次，以补给为目的的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靠港停泊。斐济计划今后从
10

中国引进（航道）测量船，用于提高该国的海洋监视（MDA）能力 。此外，巴布亚
第一章

新几内亚还与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活动，例如2018年7月，中国医院船访问
巴新，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并对巴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医院船随后依次访
11

问瓦努阿图、斐济、汤加，前往拉丁美洲 。
12

2018年4月，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中国计划在瓦努阿图设立军事基地 。瓦
第二章

努阿图和中国外交当局立即否认报道的内容，其真伪不明。然而随着中国在太平洋岛
屿国家存在感的确实扩大，作为经济进军的下一步，对解放军或许会正式开始在该地
区活动的疑念正在澳大利亚等大洋洲主要国家和美国之间增加。可以说这次报道反映

第三章

了他们的担心。
关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有一种论调认为存在隐藏的“战略目的”，也
就是在作为经济支援而推进的港口开发之后，有解放军的进入和海军基地的建设，进
而与美国霸权的对抗。然而如前所述，至少在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情况中，目前还没有
13

专栏

证实中国是否有以牵制美国为目的的明确战略 。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发展模式，
倒不如说似乎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关于中国迅速加深关系的斐济、巴新也同样，目前
还没有中国在战略方面利用这些国家的具体动向。虽然无法否定中国在中长期开始战
略性发展的可能性，但中国似乎首先致力于在该地区确保经济权益，以及运用经济实

第四章

力提高政治影响力。

结语

3 相关国家的戒备感增加
对于中国向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发展，相关国家的戒备感增加。大洋洲的主要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担心自身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特别是作为地区大国在经济、政治、
安全方面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参与保持着影响力的澳大利亚增加了危机感。澳大利亚
的智库罗伊研究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如果中国实施了对太平洋岛屿国家承诺的全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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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超过目前最大援助国澳大利亚的援
14

助金额 。另外，关于瓦努阿图的中国
军事基地的建设报道， 马尔科姆·特
恩布尔总理表明，
“我们对在太平洋岛
国，我们的邻国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
地都会极为关注”。但是，由于澳大利
亚自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也较高，
关于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影响力问题，
15

难以向中国表示较为强硬的态度 。
美国基本上不隐瞒从战略观点考
虑的戒备感。例如，在2018年6月发表
的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
会的报告中，关于中国对密克罗尼西
亚的投资急剧增加，从接近美属密克
罗尼西亚和关岛的观点考虑，表明了
安全方面的忧虑。另外，美国在马绍
尔 群 岛 设 有 导 弹 防 御 的 试 验 设 施，
2017年8月表明了在帕劳设置用于探测
北朝鲜导弹的雷达系统计划，对这些
16

军事设施的影响也感到担心 。
在该地区拥有属地的法国也提高了戒备。特别是中国加强对新喀里多尼亚的经济
影响力成为令人担忧的原因。这些还不仅是经济问题。目前在新喀里多尼亚，有从法
国独立的运动活跃的迹象，虽然2018年11月进行的国民投票结果表明反对独立的占多数，
17

但是法国政府担心，因此获得中国“后盾”的独立派会增强势头 。
2018年4月，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麦克隆访问澳大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如实反映
了法国的这种问题意识。在堪培拉，麦克伦总统倡导“巴黎-德里-坎培拉轴心”，呼吁
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框架。该框架中还设想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
18

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国家以及日本的参加 。在麦克伦总统访问大洋洲之前于
3月访问了印度，就加强与该国进行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其背景也是由于中国在法属留
尼汪所在的印度洋的影响力扩大。法国目前对南海也十分关切，可以说这与分布在从
印度洋到太平洋广阔海域的法属各岛屿的安全密切相关。
（撰稿人 ：庄司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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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撰稿人 ：饭田将史）

结语
习近平政权的秩序战略由两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依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
主要通过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关系，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推动经济发展，同时，
在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政策是中国倡导推进
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当初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将重点放在中亚和东南亚等
中国的周边地区，旨在构建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有利的地区秩序。但是，由于中国开
始推进建立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新的国际秩序，所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转变
为以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为对象的全球性概念。
第二个核心是依靠迅速提高的军事力量，对于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领土主
权及海洋权益问题，通过向对立的对方国家施加压力引发让步，有时以实力扩大控制等，
对其进行保证和扩大。实际上，中国向周边海域频繁派遣解放军改变现状，推进“核
心利益”的扩大。中国在南海设立军事基地，以实力否定现有的国际海洋法秩序。中
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也增加军事存在，不仅威慑日本，而且也开始试图限制美军的行动。
另外，中国倡导否定同盟的“亚洲安全观”
，并且推进在亚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
本报告分析这些中国的秩序战略对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岛屿国家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在东南亚，中国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经济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
推进，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高。另外，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为杠杆，对柬埔寨和
老挝等权威主义的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在稳步提高。中国通过动员这些国家，
成功地分裂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通过将经济影
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在构建对中国有利的地区秩序方面可以说正在取得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力，使东盟谋求区域外大国影响力的“平衡”。
对于中国推进南海军事化，虽然东盟一度回避了忧虑的表态，但是后来再次一致表示
了忧虑。对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改写地区秩序的意图，东盟各国之间保
持警惕，也出现了通过支持美国和日本等推进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
保持平衡的动向。另外，在接受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项目的国家中，由
于担心项目的核算性、过高的债务、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等，谋求重新审视的动向也在
扩大。虽然中国的确在东南亚提高了影响力，但是关于按照中国希望的形式改写地区
秩序，或许可以说还没有得到东南亚各国的赞成。
另外，中国依靠实力在东南亚进行的维护“核心利益”的行动，以及倡导否定同
盟的新的安全秩序等，也将导致在该地区的秩序形成和维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美国提
高警惕。特别是中国推进的南海军事化，对以航行自由为象征的现有海洋秩序造成威胁，
被视为其目的在于削弱美军在该地区的存在，导致美国加强对抗策略。中国似乎为了
确保和扩大“核心利益”，依靠实力强行向海洋扩展，产生了围绕东南亚引发的与美国
的战略竞争。
在南亚，中国也大幅度提高经济性存在，力图加强与地区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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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地区的中小国家而言，中国的支援对于发展经济非常重要，以及发挥与地区大国印度
序言

关系的杠杆作用，也存在期待与中国加强关系的动向，这些国家对中国倡导的“一带
一路”建设计划表示出积极的姿态。即使作为印度也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作
为创立成员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在金砖国家（BRICS）的框
架下推进与中国的合作等，对中国推进的经济秩序的改写表示了合作的姿态。

摘要

另一方面，中国扩大“核心利益”的强硬态度大幅提高了印度对中国的战略性戒备。
在不尊重印度作为区域内大国地位的中国姿态以及解放军频繁进入印度洋活动等背景下，
印度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是破坏印度在南亚战略优势的手段。印度明确

前言

表示反对“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在与印度对立的巴基斯坦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甚至被认为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同时，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对
立中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期待该经济走廊的战略意义的倾向，由此进一步提高
了印度对中国的警惕。中国在南亚的参与的提高，导致印度对中国的高度戒备，超出

第一章

了中国的设想，引发了中国和印度在地区的竞争。
对于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国也加强了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为主的经济参与，
在强化与各国的关系上取得了成果。太平洋岛屿国家中有很多国家与台湾保持邦交，
中国以提高对台湾的外交压力为目的，谋求增强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中

第二章

国对太平洋岛屿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结果上提升了
一直发挥稳定地域秩序作用的澳大利亚和法国对中国的警惕。
根据本报告的分析，以“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为招牌政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

第三章

经济影响力，将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使发展中国家纠合于中国倡导的新的国际秩序
的构建，中国的秩序战略或许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推进缺乏核算性
和透明性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项目，依靠实力确保和扩大“核心利益”的行动，
使得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对中国的警惕。同时，大力宣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专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招致了其他重视维持现有秩序的大国对
中国的反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或许可以说未必对中国有利。关于
秩序战略，今后中国的应对方针将受到关注。


（撰稿人 ：饭田将史）
第四章
结语

61

注

【第一章】
1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2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

3

《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4

《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5

《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6

《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7

《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8

《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9

《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

10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2日。

11

《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12

《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13

《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14

《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15

《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16

《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

17

《人民日报》2017年3月9日。

18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0日。

19

《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20

《解放军报》2017年7月28日。

21

《人民日报》2015年6月27日。

22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3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

24

《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25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26

《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27

《人民日报》2018年7月10日。

28

《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

2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ember 18, 2017, p.
25.

30
31

《人民日报》2018年7月8日。
Devin Thorne and Ben Spevack,“Harbored Ambitions: How China’s Port Investments Are
Strategically Reshaping the Indo-Pacific,”C4ADS, April 17, 2017.

【第二章】
1

Tomotaka Shoji,“Pursuing a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 Rising China and Japan’s Southeast
Asia Policy,”in Jun Tsunekawa ed., The Rise of China: Response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
NIDS Joint Research Series No. 4, 2009, pp. 164-167.

62

注

2

庄司智孝「南シナ海の領有権問題――中国の再進出とベトナムを中心とする東南アジアの対応」
『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4巻第1号、2011年12月、2-3ページ。

3

Alice D. Ba and Cheng-Chwee Kuik,“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Engagement and Constrainment,”
in Alice D. Ba and Mark Beeson ed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3rd Edition, Palgrave, 2018, pp.
236-240.

4

Evelyn Goh and Sheldon W. Simon,“Introduction,”in Evelyn Goh and Sheldon W. Simon e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s , Routledge, 2008, pp. 1-2.
5

Cheng-Chwee Kuik,“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25, No. 100, 2016, pp. 510-513.

6

ASEAN,“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November 4, 2002,

7

庄司智孝「ベトナムの安全保障――『3つのNo』の論理と実践」
『国際政治』第189号、2017年

Phnom Penh.
10月、155-156ページ。
8

Today (Singapore), July 14, 2012.

9

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3』2013年、221ページ。

10

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11

庄司智孝「ベトナムの対米安全保障協力――歴史的経緯、現状と将来展望」
『防衛研究所紀要』
第20巻第2号、2018年3月、9-11ページ。

12

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7』2017年、132ページ。

13

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
s Appeasement Policy on China and the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US Alliance,”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 Vol. 38, Issue 3, 2017, pp.
9-12.

14

Aileen Baviera,“President Duterte’s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 38, No. 2, August 2016, pp. 203-205.

15
16

The Philippine Star , November 1, 2016.
“Special Issu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Responses and Implications,”ASEAN Focus ,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July 2016, pp. 3-5.

17

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7』134ページ。

18

Reuters , April 27, 2017.

19

The Straits Times, July 26, 2016.

20

Ian Storey,“Assessing the ASEAN-China Framework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Perspective ,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No. 62, August 8, 2017.

2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June 28, 2018.”

22

ASEAN,“ASEAN Leaders' Statement on ASEAN Connectivity,”October 24, 2009, Cha-am Hua
Hin, Thailand.

23

ASEAN,“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October 28, 2010, Hanoi, p. i.

24

ASEAN,“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pp. 9-10, 24, 43.

25

ASEA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19th ASEAN-China Summit to Commemorate the 25th

63

注

Anniversary of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September 7, 2016, Vientiane, Lao PDR.
26

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9th ASEAN-China Summit to Commemo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September 7, 2016, Vientiane, Lao PDR.

2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May 12, 2017.

28

CCTV.com , May 12, 2017.

2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Xi Jinping Meets with State
Counselor Aung San Suu Kyi of Myanmar,”May 16, 2017.

30

Asia Times , March 23, 2017.

31

Luke Hunt,“Has China Bought Brunei’s South China Sea Silence?”The Diplomat, February 14,
2018.

3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p.

33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December

46.
2017.
34

Sanchita Basu Das,“Do the Economic Ties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Affect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Perspective ,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No. 32, June 21, 2018.

35
36

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32nd ASEAN Summit, Singapore, 28 April 2018,”pp. 9-10.
『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6月11日。

37

外務省「日・カンボジア首脳会談」2017年8月7日。

38

The Australian , March 18, 2018; Tan Ming Hui and Nazia Hussain,“Quad 2.0: Facing China’s Belt
and Road?”RSIS Commentary, No. 33, February 28, 2018; Alan Chong and Wu Shang-su,“’
IndoPacific’vs‘Asia-Pacific’:Contending Visions?”RSIS Commentary , No. 34, February 28, 2018.

【第三章】
1

Darren J. Lim and Rohan Mukherjee,“Does Debt Pay?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in Sri
Lanka,”The Diplomat, January 20, 2018.

2

The New York Times , June 25, 2018.

3

Umesh Moramudali,“Sri Lanka’s Debt and China’
s Money,”The Diplomat , August 16, 2017.

4

Jonathan Hillman,“Games of Loans: How China Bought Hambantota,”CSIS Briefs , March 2018, p.

5

The New York Times , June 25, 2018.

6

『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2月13日。

3.

7

Reuters , February 9, 2018.

8

Timothy Saviola and Nathan Swire,“Water Wars: Conflict in the Maldives between Major Powers,”

Lawfare , March 19, 2018.
9

Ankush Ajay Wagle,“Nepal, India and China: A Trilateral Equation,”ISAS Insights , No. 492, May
22, 2018, pp. 4-6.

10

Sudha Ramachandran,“Sino-Nepali Relations: Scaling New Heights,”China Brief , Vol. 18, Issue 6,
April 9, 2018, p. 18.

11

64

The Wire , July 25, 2017.

注

12
13
14

Hindustan Times , March 4, 2017.
“The New Reality of the India-Nepal Relationship,”South Asian Voices , May 10, 2018.
Manoj Joshi,“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ka One Belt One Road Scheme,”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January 24, 2018, p. 33.

15

Andrew Small,“The Backlash to Belt and Road,”Foreign Affairs Snapshot , February 16, 2018.

16

伊豆山真理「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インドの競争―ボーダー、連結性、勢力圏」
『国際問題』
第669号、2018年3月、31ページ。

17

Jabin T. Jacob,“What Does India Think of China’s‘Belt and Road’Initiative?”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Delhi, December 2017. p. 1.

18

Vinay Kaura,“Grading Indi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The Diplomat , January 1, 2018.

19

The Daily Star , October 17, 2016.

20

Kaura,“Grading Indi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21

Financial Times , October 5, 2017; DefenceWeb , April 11, 2018.

22

Harsh V. Pant,“Making No Assumptions: India’s Seychelles Conundrum,”The Diplomat , June
27, 2018.

2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May 12, 2017.

24

Harsh V. Pant,“India’s Nepal Challenge Intensifies,”The Diplomat , June 30, 2018.

25

Christian Wagner and Siddharth Tripathi,“India’
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 Partners and New Formats,”SWP Comment , January 2018, p. 3.

26

Financial Times , December 11, 2017.

27

Hillman,“Game of Loans,”p. 2;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CDG Policy Paper , No.
121, March 2018, p. 2.

2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February 25, 2018.

29

Pakistan Today , April 12, 2017.

30

“CPEC Project Progress Update,”CPEC website.

31

Business Recorder , July 15, 2018.

32

The News International , April 27, 2018.

33

Dawn , March 8, 2018.

34

The Express Tribune , January 27, 2017.

35

Dawn , April 27, 2018.

36

The Express Tribune , December 7, 2017.

37

Adnan Aamir,“The CPEC and Pakistan’
s Foreign Debt Problem,”China US Focus, July 3, 2018.

38

The Express Tribune , December 7, 2017.

39

Fazal-ur-Rahman,“Pakistan-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Pakistan-China Relations ― 2011: Year of Friendship,”organised by th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slamabad, January 11-12, 2011, p. 4.

40

Economic Times , May 8, 2017.

41

Nikkei Asian Review , March 28, 2018.

42

Pakistan Today , November 20, 2016.

43

Deccan Chronicle , December 1, 2017.

44

The Economic Times , July 12, 2018.

65

注

45

Andrew Small, The China-Pakistan Axis: Asia’
s New Geopolitics, Hurst & Company , 2015, p. 54;
“Andrew Small on China’
s Growing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Pakistan,”Asia Experts Forum ,
October 17, 2016.

46

Voice of America , June 29, 2018.

47

Business Standard , November 24, 2017.

48

Financial Times , February 19, 2018.

49

Financial Times , July 6, 2018.

50

Global Times , May 27, 2018.

51

Anubhav Gupta,“India Takes a Bold Approach in Border Standoff with China, but the Endgame Is
Unclear,”World Politics Review , August 7, 2017.

52

Jacob,“What Does India Think of China’
s‘Belt and Road’Initiative?”p. 2.

53

The Indian Express , June 8, 2018.

54

Rohan Mukherjee, Darren J. Lim,“
‘India is Our Brother, China is Our Friend’
: Navigating Great
Power Rivalry in Southern Asia,”War on the Rocks , September 22, 2017.

55

Gal Luft,“Silk Road 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2017, pp. 26-27.

56

Sanjay Kathuria ed., A Glass Half Full: The Promise of Regional Trade in South Asia , World Bank
Group, 2018, p. 37.

57

Times of India , April 26, 2018.

58

The Economic Times , April 15, 2018.

59

Simon Shen,“All-rounded Sino-Indian Competiti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in Jagannath P. Panda and Titli Basu eds., China-India-Japan in the

Indo-Pacific: Ideas, Interests and Infrastructure ,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 2018, p.
81.
60

Nikkei Asian Review , April 20, 2018.

61

Xiaoping Yang,“China’
s Perceptions of India as a Nuclear Weapons Power,”Regional Insight ,
June 30, 2016.

【专栏】
1

The Express Tribune , January 27, 2016.

2

Dawn , March 15, 2017.

3

Dawn , May 25, 2017.

4

Pakistan Today , January 6, 2018.

5

The Express Tribune , November 25, 2016.

6

Business Recorder , January 23, 2017.

7

Virginia Marantidou,“Revisiting China’s‘Strings of Pearls’Strategy: Places‘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heir Security Implications,”Issue & Insights , Vol. 14, No. 7, June 2014, p. 12.

66

8

Pakistan Today , January 6, 2018.

9

The Washington Times , January 4, 2018.

1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January 5, 2018.

注

【第四章】
1

14个国家为基里巴斯、库克群岛、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汤加、瑙鲁、纽埃、
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斐济、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

2

Michael O’Keefe,“The Strategic Context of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eds.,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 ANU Press, 2015, pp. 130-131.

3

Fiji Times , May 18, 2018.

4

Peter J. Connolly,“Engaging China’
s New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Pacific,”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70, Issue 5, 2016, p. 13.
5

Post Courier , June 25, 2018.

6

Terence Wesley-Smith,“China’s Rise in Oceani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Pacific Affairs , Vol. 86,

7

八塚正晃「中国の太平洋島嶼国への進出と『一帯一路』構想」
『NIDSコメンタリー』第73号、

No. 2, June 2013, pp. 360-361.
2018年5月25日、1-2ページ。
8

Denghua Zhang,“China’
s Diplomacy in the Pacific: Interests, Means and Implications,”Security

Challenges , Vol. 13, No. 2, 2017, pp. 41-42.
9

八塚「中国の太平洋島嶼国への進出と『一帯一路』構想」2ページ。

10

Ankit Panda,“China to Gift Hydrographic and Surveillance Vessel to Fiji,”The Diplomat , July 18,
2018.

11

Radio New Zealand , July 18, 2018; Xinhuanet , July 15, 2018.

12

ABC News , April 10, 2018.

13

Connolly,“Engagi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Pacific,”pp. 2-4.

14

CNN , August 9, 2018.

15

Bastien Vandendyck,“Le développment de l’
influence chinoise dans le Pacifique Océanien,”Asia

Focus , 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 No. 61, February 2018, p. 23.
16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China’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June 14, 2018, pp. 11, 19.

17

Le Figaro , May 3, 2018.

18

Les Echos , May 3, 2018.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