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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11 月 24-25 日） 

 

1、布鲁金斯学会：拜登政府民主峰会的目标难以实现 

11 月 22 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刊登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的文章《拜登政府的

民主峰会应聚焦权利而不是经济与地缘政治》。文章指出，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处于脆弱时期，拜登政府召开的首次

民主大会是美国展示公民自由、良性民主、和平抗议理念的

好时机。拜登政府也想通过此次峰会，加强和捍卫包括美国

在内的民主理念。不过，文章认为此次峰会有更大的地缘政

治目标，它体现了拜登政府打算组建全球民主联盟来抵抗中

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扩张。但这一目标很可能破灭。首先，

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其外交政策目标不能一概而同，例如中国

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实用主义，以目的为导向而不是以意识形

态为出发点。其次，此次峰会并未响应各国民众普遍关心的

政治和经济治理问题。一些国家成功的发展路径也表明民主

不一定就能产生更好的经济成果。相反，许多民主国家却陷

入了经济发展危机。文章最后指出，此次民主峰会要想取得

最有效的成果，就要聚焦于加强和捍卫民主，而不是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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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形成对立，也不应该把重点放在

反腐败、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上，因为民主国家在这些领域

并没有取得超越非民主国家的成就。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11/22/b

idens-summit-for-democracy-should-focus-on-rights-not-econo

mics-and-geopolitics/ 

撰稿人：张元世男 

 

2、CFR：新跨大西洋协议将推动钢铁和铝的绿色生产 

11 月 19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布贸易和国际

政治经济学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希尔曼(Jennifer Hillman)和国

际经济学研究助理亚历克斯·蒂普特（Alex Tippett）撰写的评

论文章《新跨大西洋协议可能是绿色钢铁和铝的关键》。文

章指出，美国和欧盟代表于 10 月 31 日宣布已经解决长期存

在的钢铝关税争端。该争端始于 2018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

朗普声称，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将分别对欧盟钢铁和铝征

收 25%和 10%的关税。新协议并未完全取消关税，但是允许

更多欧洲钢铁和铝免税进入美国。美国和欧盟还在协议中表

示将减少与钢铁和铝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双方希望在 2024

年达成联合协议，对碳密集型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共同外部关

税。这不仅有助于美国和欧盟生产商免受其他国家碳密集型

产品或补贴产品的影响，而且将推动更多贸易伙伴采取清洁

生产方式。美国和欧盟将成立工作组制定规则，管控钢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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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生产排放量。为此作者建议，美国和欧盟应摒弃贸易保护

主义，将不当生产或出口补贴与旨在降低碳排放的补贴分

开。美国和欧盟还应制定技术共享框架，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https://www.cfr.org/blog/new-transatlantic-agreement-could-hol

d-key-green-steel-and-aluminum 

撰稿人：范诗雨 

 

3、美国企业研究所：欧洲需重视军队投资和利益协调 

11 月 22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刊登高级研究员达利

博尔·罗哈克（Dalibor Rohac）撰写的文章《为什么欧洲总是

在“战略自治”中挣扎》。文章认为，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希望

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常敦促欧

洲人“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近期欧盟领导人讨论了一项

名为“欧盟快速部署能力”的计划草案，希望到 2025 年组建

一支多达 5000 人的联合军事力量，并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

下干预一系列危机。然而，由于常将形式和过程置于实质之

上，这些努力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从波兰和立陶宛边境

到巴尔干半岛，从东北到南部，欧盟四周环绕着不稳定因素。

作者指出，主要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一失败：第一，数十年来

对欧洲军队的投资始终不足，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符合北

约 2%的国防支出指标；第二，各国利益迥异，例如对东欧

和北欧国家来说，俄罗斯仍然是致命威胁；对德国和法国来

说，这只是另一个需要与之达成协议的大国。文章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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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分歧不是待解决的问题，而是欧盟必须适应的生存条件。

不同的国家对其利益和安全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对欧

盟整体来说是不利的。 

https://www.aei.org/articles/why-europe-will-always-struggle-w

ith-strategic-autonomy/ 

撰稿人：彭智涵 

 

4、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 

11 月 19 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发表其主任德米特里•川

宁（Dmitri Trenin）的文章《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动的齿轮》。

文章开篇指出，普京总统经常就外交政策发表看法：从乌克

兰、白俄罗斯，到北约、美国，从公开的电视采访到保密的

私人讨论。这些行为并不意味着警告，反而是俄罗斯巩固与

国际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而真正的警告是俄罗斯的军事行

动，例如俄罗斯国防部在俄乌边界开展军事演习。文章指出，

俄罗斯外交事务的优先级仍为乌克兰、黑海地区及东欧问

题。面对英国、乌克兰、北约、美国等方的一系列挑衅行为，

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给出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文章重点分析了乌克兰问题。2014 年，普京从俄罗斯议会获

得授权在乌克兰使用军事力量，对此有两种猜测，一是无论

是否是北约成员国，看到乌克兰变成一艘美国控制的不沉的

“航空母舰”停在距离莫斯科很近的俄罗斯边界上，都是难以

接受的；二是乌克兰军队也存在在顿巴斯开展大规模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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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可能性。最后文章认为，普京要求拉夫罗夫向其提供欧

洲—太平洋地区“长期而严肃的保证”的举动，更像是一种威

慑，这种威慑可信度很高，任何试图测试其是否在虚张声势

的尝试，都可能以灾难收场。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5827 

撰稿人：孟子琦 

 

5、《外交政策》：哈姆多克重新掌权无法缓解苏丹局势 

11 月 22 日，《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通讯撰稿人科尔

姆·奎因（Colm Quinn）的文章《苏丹的哈姆多克重新掌权，

但权力有多大？》。文章写道，10 月 25 日苏丹武装部队总

司令布尔汗（Burhan）发动军事政变，软禁了苏丹过渡政府

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Abdalla Hamdok）。11 月 21 日哈

姆杜克与布尔汗达成了政治和解协议：哈姆杜克允许军方组

建一个由技术官僚构成的过渡政府，作为交换，哈姆杜克以

及诸多被拘捕的官员官复原职。苏丹的民主团体，如“争取自

由与变革力量”（Forces for The Declaration of Freedom and 

Change），对此举表示强烈抵制，大量民众上街游行表示反

对。文章援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苏丹研究专家奥尔

登·杨（Alden Young）的分析，他指出苏丹的紧张局势不太

可能因哈姆杜克的重返政坛而得到很快缓解，专家建议美国

扩大外交努力，以帮助保护苏丹的普通民众。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11/22/sudan-hamdok-coup-p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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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nister/?tpcc=recirc_latest062921 

撰稿人：王乾任 

 

6、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法国避免与土耳其交恶 

11 月 18 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了副研究员阿里

斯·马格利斯（Aris Marghelis）的文章《法军对土耳其军队的

认知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扩张》。作者认为，即使土军“古

怪、意外”的行为难以解读，且与其对民族主义议程的推动密

不可分，但尚不足以威胁法土之间友好的军事关系。然而

2016 年土耳其政变及其后土军在东地中海的扩张姿态，使得

土军和法军之间的对话渠道受阻。在去年 6 月的勒·库尔贝号

事件（法舰被土舰火控雷达瞄准三次）后，两国关系急剧恶

化。马格利斯解释，在该事件发生后法军继续保持克制态势，

并没有出现外界描述的“反土耳其偏见”。北约其他主要成员

国也公认北约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马格利斯表示，法军对未

来可能出现的土耳其海军进一步的扩张与挑衅行动表示担

忧，并指出法军试图避免一切与土军交恶的可能。他回应了

近日法国内部要求德国协调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矛盾的声音，

马格利斯认为，法德协调是北约框架下的核心环节，但若没

有美国支持则难以看到问题改善的希望。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etudes-de-lifri/perception-de

-larmee-turque-de-lexpansion-de-turquie-mediterranee 

撰稿人：李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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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业辛迪加》：西方国家已错失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时机 

11 月 25 日，《报业辛迪加》刊登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

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的文章《被西方浪费的危

机》。文章认为，面对新冠疫情与气候危机，西方国家并未

将之转变为挽救生命的机会。上周，欧洲央行（ECB）发出

警告：欧洲正面临一个自我循环的、由债务引发的房地产泡

沫。虽然此泡沫正是由 ECB 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QE）所

导致，但泡沫危机的责任并不能归咎于欧洲央行。此政策的

官方借口是，一旦利率降至零以下，将没有其他办法应对通

货紧缩；但暗藏的目的实则是为了延后亏损的大型企业、尤

其是欧元区关键成员国偿还债务的时间。十年前欧元危机爆

发初欧洲领导人选择否认巨额且无法承担的债务，将烂摊子

丢给央行，至此央行便长期奉行所谓的“永久隐瞒破产”策略。

新冠疫情暴发后，法国等欧元区国家曾呼吁通过发行适当欧

元债券进行债务重组，却遭德国反对，代之以糟糕的复苏与

恢复机制。不对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行重组将导致债务不断成

倍增加。继续隐瞒破产的同时，央行不仅要为膨胀的债务泡

沫负责，也因通胀稳定在目标上失去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理

由。欧洲浪费的机会不止如此。新冠疫情其实为欧洲提供了

一个可以设计资金充足的、可信的绿色能源联盟计划机会，

但这个机会因为欧洲对化石燃料的迷恋而被其亲手断送。当

然，欧洲在这点上并不孤单，美国的拜登政府也因国会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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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腐败搁置了气候变化问题。西方国家夸大了通胀和中

国威胁的影响，浪费了借助危机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机

会。美国和欧盟因中国拥有比他们更具功能性的中央银行、

数字货币和宏观立场而感到害怕，于是选择了激进的立场，

说中国的进步是对和平及稳定全球气候所需要的国际合作

的盲目威胁。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est-wasted-pan

demic-opportunity-by-yanis-varoufakis-2021-11 

撰稿人：杨雨霏 

 

8、《国家利益》：利比亚 12 月大选或引发内战 

11 月 21 日，《国家利益》发布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本·菲什曼（Ben Fishiman）名为《利比亚的 12

月大选有引发内战的风险 》的文章。文章指出，现在利比

亚人民需要达成共识的三个基本问题是：需要被选举的机构

有哪些、以怎样的顺序进行、谁可以被允许参选。目前两位

宣布要参加竞选的人，赛义夫·伊斯兰（Saif al-Islam），已

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儿子和国际刑事

法院的通缉犯，以及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利比

亚东部武装“国民军”的领导人，都是不论最终被承认为候选

人与否皆将引起民众抵制的人物。考虑到这种极端极化的状

态和发生实质性暴力的风险，将选举延后直到几个关键问题

被解决要明智得多。文章认为，目前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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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召集支持者，甚至对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竞选

活动也持有怀疑态度。此外，大规模部署在利比亚境内的外

国军队与雇佣军也会对选举产生消极影响，俄罗斯很有可能

会像干涉西方国家选举一样干涉利比亚的选举。文章指出，

对利比亚而言最可取的做法是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帮助下招

募新的联合国小组，重振利比亚主要行动者与社会间的内部

外交，就商定的选举法达成真正的共识，并制定一个可以从

12 月 24 日起 90 至 120 天内可以开启选举流程的时间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ecember-elections-libya-risk

-return-civil-war-196702 

撰稿人：雷云亮 

 

9、《国会山报》：拜登需要直接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接

触 

11 月 23 日，《国会山报》刊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威廉·施莱尔（William A. Schreyer）全球分析主席丹

尼尔·F·朗德（Daniel F. Runde）的文章《拜登需要直接与巴

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互动》。作者指出，尽管巴西总统贾尔·博

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其执政期间说过一些非常令人

不安、甚至是非正统的话，并实施了一些与拜登政府政策相

左的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如果想在西半球取得重大成果，就

必须与博尔索纳罗政府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下四个涉及美

国国家利益的领域对于推进美巴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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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新冠疫情、贸易和对抗中国。鉴于巴西是环境超级大国、

农业超级大国和矿业超级大国，很快将成为疫苗出口大国，

同时博尔索纳罗总统也希望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拜登

政府本该第一天就与博尔索纳罗政府接触，然而华盛顿现在

却似乎希望亲华且曾因腐败锒铛入狱的前总统路易斯·伊纳

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明年再次当

选。如果卢拉重新当选，这将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作

者最后提出，正如拜登政府向墨西哥、阿根廷以及国际上数

不清的合作伙伴所展示的一样，美国对巴西的下一步应着手

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拜登政府应该利用好巴西近代历史

上最亲美的政府，打消其顾虑，与拉丁美洲最强大、最重要

的国家一起推进美国的重大国家安全利益。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82779-biden-needs-to-

directly-engage-brazils-president-bolsonaro 

撰稿人：汤卓筠 

 

10、观察家基金会刊文分析国际能源结构的等级制 

11 月 22 日，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刊登基金会莉迪娅·鲍威

尔（Lydia Powell）团队的文章《从“逐步淘汰”到“逐步减少”》。

文章认为，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印度在最后一

刻要求大会协议将煤炭的“逐步淘汰”改为“逐步减少”，这引

起广泛批评。然而，即使没有印度的介入，草案原有措辞在

法律上就具有极大模糊性，这些模糊性足以让各国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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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和补贴化石能源。更重要的是，该文本没有明确淘汰煤

炭和化石燃料补贴的具体日期。事实上，在充满情绪的全球

气候行动中，印度成了众矢之的，然而正是发达国家在不久

前通过对能源未来的预测将煤炭纳入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

构中。20 世纪 80 年代时，曾有科学报告预测 21 世纪发展中

国家对能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将成为最重要的发展。21 世纪

初，人们预期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猛增将导致石油价格上

涨，从而造成发达经济体的恶化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这种预期刺激各国加速研发核能和扩大煤炭开采，并期望在

不久后发展中国家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发达国家成为能源净

出口国。由于核能技术和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大多掌握发达国

家手中，因此这种能源流动的逆转依赖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转让技术和出口煤炭。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

其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愈发依赖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汇以支

付石油，拥有油气资源的国家则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来开

发。这在国家间形成了一种等级制的依赖关系，依赖关系双

方的脆弱性是不对称的。文章指出，正是过去发达国家对能

源未来发展的预测导致煤炭能源纳入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

构，这推动了工业化国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今天，发达国

家再次对能源未来进行预测，称化石能源可能导致气候灾

难。也正是受到这些预测的推动，依赖煤炭的发展中国家现

在被迫向发达国家请求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以便加速转向

可再生能源。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爬到能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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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顶端，没有获得变革性能源技术知识和专利，反倒再次

成为从发达国家进口昂贵新能源技术的消费者。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from-phase-up-to-phase

-down-of-coal/?amp 

撰稿人： 陈晖博 

 

11、《纽约时报》刊文分析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11 月 23 日，《纽约时报》刊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

级政策研究员卡德里·利克（Kadri Liik）的文章《不，普京

没有在尝试推翻西方》。文章认为，虽然俄罗斯仍然将西方

视为主要对手，但其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学习如何在一个不再

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中运作。长期以来西方视俄罗斯为不可和

解的敌人，俄罗斯也有类似的观点，这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

导致误解，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对抗。在过去西方主导

的世界里，针对一个单一的对手，俄罗斯知道自己想要实现

什么，以及如何设定目标。但现在的世界是多极且混乱的，

以至于莫斯科认为几乎任何长期规划都是徒劳，它需要在一

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谨慎运作。为了驾驭这个更复杂的局

势，俄罗斯尝试了不同手段，包括准军事入侵和成为中间人，

来增强影响力。俄罗斯的这些举动并不是直接针对西方的，

而是为了适应现在主要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所塑造的

世界。为避免夹在两者之间，俄罗斯希望在西非、中东、巴

尔干地区建立区域影响力，以增强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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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但作者认为，误解是双向的，俄罗斯依然将过时的敌

对动机归咎于西方，其中对欧盟的误解最大。在莫斯科，欧

盟目前被视为接近一个敌对大国，不可能与之达成共同语

言。但目前对美国的看法没有那么扭曲。拜登已成功说服莫

斯科，不去试图改变俄罗斯，而是专注于战略稳定，并在特

定领域里重叠的利益允许美俄实现一些共同目标。但这种关

系也并非没有误解，莫斯科的一些人担心美国可能会在乌克

兰建立准军事基地，或者鼓励乌克兰以武力夺回俄罗斯占领

的顿巴斯地区。文章最后指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互相误

读是危险的，尽管局势远未恶化到 2014-2016 年的高峰期，

但紧张的氛围依然存在。虚假信息、网络战和选举干预加剧

了怀疑的气氛。正确解读彼此的意图在此时变得尤为重要，

如果双方都能用冷静的眼光看待对方，一些有限的合作和有

效的信息传递是可能的。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23/opinion/russia-putin-west.

html 

撰稿人：陈逸实 

 

12、《国家利益》：气候行动仍受制于国家利益 

11 月 23 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前美国国会众

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经济学专家威廉·霍金斯（William R. 

Hawkins）的文章《在 COP26 峰会上，气候行动仍受制于国

家利益》。作者指出，本次气候峰会再次证明，气候变化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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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要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做掩护，而并非各国对气候问题本

身的价值有多重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Glasgow Climate 

Pact)最终版本的语言之争让每个国家得以遵循自己的路线，

这意味着各国将继续优先考虑经济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和

国家能力。作者认为，联合国和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倡导高

于国家利益的全球主义概念，但这对那些视改善本国人民生

活为己任的领导人没有任何吸引力。气候行动仍受制于国家

利益，这在此次峰会上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格拉斯哥会谈

之前，联合国设定了几个气候行动的目标，但没有一个达到

成功的标准。第二，削减必要的且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经济活

动将给社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困难，尤其是对最脆弱地区的公

民。因此，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和煤炭遭到多方拒绝。第三，

在 COP26 会议期间，超过 100 个国家的政府、城市和主要企

业签署了《关于零排放汽车和货车的格拉斯哥宣言》，但技

术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使得宣言所确

定的目标很难在短期实现。第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的在减

排标准、资金支持、技术援助，经济补偿等方面存在长期的

分歧。作者认为，希望气候问题能够超越战略问题而不是被

战略问题所左右，似乎是不可能的。全球范围内负责任和现

实政策的试金石仍然是国家利益。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p26-climate-action-remains

-hostage-national-interests-196755 

撰稿人：聂未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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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报业辛迪加》：法意轴心或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11 月 24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布纽约大学经济学

名誉教授梅尔文·克劳斯（Melvyn B. Krauss）所撰文章《欧

洲新的法意联盟》。文章认为，默克尔退休后，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和德拉吉（Mario Draghi）将在欧盟舞

台上承担更大责任，双方签署的《奎里纳尔宫条约》意味着

一个新兴政治联盟的产生，旨在促进两国的产业和战略合

作。但这个新的巴黎-罗马权力轴心的作用可能远不止于此，

因为它很可能改变整个欧盟的领导权动态。第一，法意合作

如果成功，将填补因默克尔的离开而产生的空白，欧盟的影

响力重心将向南转移，并朝着更大程度的欧洲一体化方向发

展。第二，法意总统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立场一致，都相信欧

盟有能力建设一支独立军事力量，并能保持对北约的全面承

诺。鉴于美国越来越关注亚太战场，独立的欧洲防御同盟将

填补北约把军事行动推向亚洲而造成的战略空白，欧盟独立

防务建设将获得美国拜登政府的默许支持。 第三，即将上

台的德国新政府在深化欧盟一体化的举措方面，在财政和货

币联盟、欧元债券、中国和俄罗斯等问题上可能比默克尔更

容易与法意达成共识。此外，特朗普在 2025 年重回白宫的

可能性让欧洲倍感担忧，欧洲对一体化的推进意愿强烈。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raghi-macron-a

lignment-new-eu-leadership-dynamic-by-melvyn-krauss 

撰稿人：吴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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