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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南海争端问题一直存在南海周边
国家即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所以南海争
端成为目前情况最复杂的海洋权益之争，是因为南海地
区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因为它是海上主要的交通枢纽则成
了战略重要的地位。南海问题不但对这该南海周边四个
国家有大问题，而且对南海扮演的其它国家也有很大影
响。



 泰国可说是一个好的例子之一。泰国尽管不是南海主权
申索国，可是泰国也免不了收到南海争端问题的影响。
对于南海问题上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泰国官方对南海争
端一直表示“中立”角度。本文国际关系安全理论和国
家安全理论分析泰国对南海争端“中立”的角度因素，
意在能理解东南亚国家国际关系的状况且希望通过研究
的结果则能提出解决南海争端问题方式之一。



1. 南海问题的来源

 “南海争端”指的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在南海各岛礁
沙滩的归属以及海域划分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与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
所谓的“南海问题”。



 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伴随着海底大量石油天然气
资源的发现，越、菲、马等国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
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了大规模
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国内经济
建设，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为着眼点，中国政府
提出了“主权归我、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的方针”至此，“南海问题”一直拖延至今。



 自2009 年“无暇号”事件以来，2010 年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强调南中国海是美国国家
利益所在后，“南海问题”开始升温。南海周边各
国纷纷表示对南海（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及其周边
海域）拥有主权。 尤其是在 2011 年 6 月，南海紧
张局势持续升温。



 至此，对于 2011年“南海争端”再度升温，本文摘
录并分析泰国国内外主流媒体所刊载的英拉•西那瓦
（ Yingluck Shinawatra ） ， 泰 国 前 总 理 时 代
（2011年8月5日－2014年5月7日）的泰国官方对南
海争端的表态，尤其是总理和各部首脑的发言，以
此推判泰国政府对南海争端的基本行为以及寻找原
因。



2. 泰国对南海问题的行为

 泰国本身并非是南海主权申素国家，但是因为申素
各国家都是泰国紧密和友好的国家。例如在中国方
面，虽然中国不是泰国的靠近邻居，但是泰国与中
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

 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方面，此国家不
但属于泰国友好的东南亚邻居国家，而且是东南亚
国家联盟国家之一。



 因此，南海争端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大矛
盾就引起泰国官方对南海争端的焦虑。本文可以分
析英拉总理时代的泰国政府表态行为成三个方面即

 （1）坚持“中立”角色

 （2）以用“中立”人角色协调问题

 （3）使用中国－ 东盟协调国立场缓和南海争端，防
止中国 - 东盟分裂。



（1）坚持“中立”角色

 1）据泰国 《Matichon》 报纸网站2012 年8 月23 

日，泰国英拉总理时代国防部长素干蓬•素万那塔
(Sukumpol Suwanatat) 在国防部接受记者关于南
海问题的采访时表示，当时有传说菲律宾国防部开
了非正式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且请东盟个国家的国
防部长参加。对于此情况他本人还没收到菲律宾的
开会议的信息以及菲律宾的通知。



 可是对南海争端情况，泰国作为中立国家会尽量避
免卷入南海争端，但泰国历来是东盟各国的好邻居、
好伙伴，希望此事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其是
谈判方式。他同时表示，在日后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上，泰国最好是谨言慎行，因为无论是菲律宾、马
来西亚、文莱还是中国，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2）例如据泰国《Thairath》日报网站， 2012 年9 

月26 日泰国总理英拉在美国纽约参加第67届联合国
大会的泰国总理英拉26日在亚洲协会（Asian 

Society ）。

 英拉在大会上陈述了她对亚太区域关键性挑战的见
解，包括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南海的紧张局势。
她表示泰国作为南海主权非申索国。



 泰国作为东盟协调国的身份，在南海问题上扮演了
“独特”的角色。



 英拉强调她并没有低估领土纷争带来的挑战，“也
许，我可以用女性特有的方式来处理这场冲突。”
她对全场发出善意笑声的听众解释道。

 此外，英拉还提“我们都能受益于航道的开放，远
离冲突以及海盗威胁。我们相信南海应该被视作相
互合作而非产生冲突的契机。”英拉在讲话中动用
了大量积极的词汇，显示她对该区域的乐观态。



（2）以“中立”角度为协调问题

 1) 据《lakmuangonline》泰国国防部官方新闻网，
2013年5月6 - 8 日，在第七届“东盟国防部部长会
议”(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

时，国防部长素干蓬•素万那塔当中立与南海主权申
索国家即中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各国开了双边谈
判会议，希望能通过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2）据《环球时报》记者从泰国外交部了解到，2012

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泰国泰国外交
部长素拉蓬•多威差猜恭（Surapong

Tovichakchaikul）及其他东盟国家外长举行了非正
式的部长级会议，会上决定由泰国组织召开东盟高
级官员会议，以解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这次中国
与东盟非正式高官磋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



 3）泰国在 2012年10月28 – 29 日推动召开非正式高
官磋商，此会议是中国同东盟举行非正式高官磋商
为即将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做准备，
高官们还就地区形势、中国—东盟关系、南海问题
等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看法。



 4）据泰国东盟信息中心网站2013 年7 月3 日报道，
在文莱举行第46次东盟外长会议上，虽然会前中国
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很强硬，特别是对菲律宾的态度。
但是通过泰国外交部常任秘书长西哈萨( Sihasak

Phuangketkeow)推动和协调，最终中国和东盟各国
家将联合召开高级官员会议。



 此高级官员会即2013年9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六次高官会和第九次联合工作组会议14日至15日
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和泰国外交部常人秘书长
西哈萨( Sihasak Phuangketkeow)共同主持高官会。



2.3 使用中国－东盟协调国立场缓和南海
争端及发展中国 - 东盟关系。

 2012年7月25日，泰国接替越南，在未来3年任中国
与东盟协调国（China – ASEAN Country 

Coordinator）



在泰国国防部方面

 1）据泰国《泰国陆军新闻》网站提到泰国陆军信息
部对此表示泰国对任当东盟协调国的政策，泰国接
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即尽量解决南海稳态。泰国要
向东盟证明泰国能协助解决南海争议，同时保证不
危及亚洲地区稳定。况且要和中国政府通力合作，
说服中国政府同意《南海行为守则》，以及求中国
不要暴力。



 虽然《南海行为守则》最终未必能在未来3年内落实，
但身为中国与东盟协调者，泰国至少要协助建立东
盟成员和对话伙伴国之间的信心，令南海争议国家
彼此互信，以缓和南海的紧张气氛。另外，泰国还
要令东盟和中国保持紧密合作。对于此政策，泰国
国防部以及其他军队也要支持及继承政府的政策



泰国外交部方面

 1）据《人民日报》网站，在 2014年4月21 – 22日泰
国帕提亚召开第20次中国 - 东盟高官磋商暨第七次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泰国作为中
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与中国共同主持了本次会议。

 西哈萨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作为东盟与中国关系
协调国，泰国将会进一步促进东盟与中国在多领域
的务实合作。”



 2）后来，据《泰国外交部》泰国继续组织召开中国
– 东盟高官会义即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八次
高官会2014年10月28日至2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与泰国外交部常任秘书长
西哈萨共同主持会议，东盟其他国家高官及东盟秘
书长代表与会。



泰国领导：英拉总理

 1）据泰国《TNA News》2012 年11 月20 日，第二
十一届东盟峰会在柬埔寨召开。泰国英拉总理在峰
会上表示，她认为南海并不是中国与东盟合作障碍
的地区，而是将双方连着一起的地区。



 2） 据泰国外交部网站2013 年4 月25 日，英拉总理
在第二十二届东盟峰会上就中国南海问题谈了自己
的看法。她表示如今泰国当中国－ 东盟协调国，希
望中国与东盟可以提高双边合作的水平。



 为了讨论中国与东盟各个方面的问题，泰国愿意为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13年8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 东
盟外长会议之前在7月还是8月先组织举行非正式东
盟外交部长会议。为了能协调各成员国意见



3. 泰国“中立”行为的因素

 南海争端的个国家与泰国关系很紧密，尤其是在国
家政治、国家经济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因为要保护
自己国家的利益，所以泰国也不能跟南海争端各国
之间发生矛盾。因此泰国即要保持自己国家的“中
立”角色。我们可以分析泰国“中立”行为的因素
成3各方面如下；

 3.1 国家政治利益

 3.2 国家经济利益

 3.3 国家安全利益



3.1 国家政治利益

 1)泰国总理英拉于2012年4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
正式访问中国，英拉访问中国时，中国和泰国 17日
在北京签署了涉及经贸、农产品、防洪抗旱、铁路
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的７项双边合作文件。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共同
出席了签字仪式。



 且在19日，中泰两国共同发表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泰国是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
略性合作关系的国家。后来在 2013年10月，两国政
府发表《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



 2) 但是同时泰国是东盟国家之一，东盟之间有东盟
共同体的政策。共同体，即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东
盟共同体简而言之，即东盟国家在共同利益和地区
认同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国际交流中，以
维护盟国的权利和利益的实体组织，它由东盟经济
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
部分组成。



 2012年11月18日，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务秘
书高金洪在第21届东盟峰会后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东盟领导人决定将2015年12月31日设定为建立东盟
共同体的最后期限。



3.2 国家经济利益

 1）2012年中国是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
泰双边贸易概况，中国为泰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
二大进口来源地，超过日本，成为泰国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



 2）泰国与东盟国家当时也有《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即东盟十国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盟领
导人会议上签署的旨在将东盟到2015年打造为单一
市场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3.3 国家安全利益

 1）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华人民
共和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与日本、
韩国一样通过“东盟十加三会议”与东盟成员国进
行共同协商。



 2）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
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
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
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
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

 2）中国与东盟开始进行“自由贸易”，2004年11月
29日中国与东盟在老挝首都万象签署“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朝推动成
立自由贸易协议区（东盟十加一）的方向推进。



 为达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零关税的目
标，双方决定自2005年开始，针对部分货品开始协
商免税，再逐渐扩大到2010年时达到全面免税的目
标。另一方面，日本与韩国也宣布将自2005年开始，
与东盟十国协商自由贸易区谈判，以作为成立东亚
自由贸易区（十加三）的起步。



结论

 泰国之所以选择在南海争端“中立”角色的因素，
可说是因为泰国考虑到自己国家各方的利益。泰国
是东盟的发起国之一，与中国长期保持密切、友好
关系。

 近年来，南海争端成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的主要
障碍。泰国作为坚持推进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国
家和中国最好邻邦之一，所以不愿看到中国与东盟
关系因南海问题而裹足不前。因此，泰国官方对南
海争端的反应，主要保持自己国家的“中立”地位，
且集中在如何避免激怒中国和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