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中國能源走廊外交 

 

中國進入產油國的能源市場策略並不能確定中國運輸石油的安全或

產油國與中國長期合作的保證。為了解決這一方面的憂慮，中國在21世紀

初就提出新的能源外交政策－「能源走廊」建設的計劃。為了獲得能源走

廊建設的其他國家的同意，中國開始新一波的能源外交活動。因此中國特

別跟哈薩克斯坦及俄羅斯發展友好往來，並願意改善與印度及其他國的外

交關係。 

基本上，能源走廊外交的主要目的有兩種－創造能源供應的穩定體系

和保證從第三國能源運輸的安全。目前中國石油戰略兩條傳統海運路線分

別在印度洋、麻六甲和中國南中國海。這種情況給中國的外交帶來很多不

確定性的因素，主要是因為印度洋是日本海上石油必經之路，麻六甲海峽

被美國控制，對中國從中東輸油極為不利。174 中國進口的石油中，80﹪是

途經麻六甲海峽運輸的。175 如果這條線路受阻，中國勢必面臨能源危機，

以中國現代海軍力量來看，在近期之內也無法突破此種佈局，要確保石油

運輸安全，就必須尋找一條比麻六甲海峽更安全的石油運輸路線，所以發

展石油走廊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考量之一。走廊的建設會讓中國擺脫海上

運輸，直接從陸路進口石油，因此可以減少利益衝突，也可加強中國全球

化與市場化進程，使中國利益進一步與主要的石油進口國的利益一致。176

                                                 
174「共築新絲綢之路：中國的能源戰略和外交走廊」，2004 年 11 月 4 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04/content_2176807.htm>。 

175「中緬石油管道項目繞開麻六甲增加安全」，2005 年 10 月 26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 

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53243>。 

176「中巴能源走廊成本超過海運，經濟技術難題頗多」，2006 年 2 月 24 日，中國新疆網， <http://www.chinaxinjiang. 

cn/news/xwpl/t20060224_95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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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2月中國國家發改委發布了一份《2005年煉油工業發展綜述》提

到，必須加快石油資源保證能力的建設，其中包含形成進口原油四大運輸

通道，即中哈和中俄陸路原油運輸通道，麻六甲海峽和中緬海上原油運輸

通道。 177 統計資料顯示，到2010年，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將佔中國石油進口

總量的80﹪。進口這些石油的中國船隊幾乎都要經過中國目前的軍事實力

還不足以控制或影響的麻六甲海峽。因此不同石油管道建設，皆符合中國

突破國內能源瓶頸，從外界獲得多元化、穩定石油來源的外交目標。 

 

第一節   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合作 

一、中亞地區的戰略意義 

中亞裏海地區與俄羅斯皆蘊藏石油，與中東西非並列為世界三大油

區。美國能源部估計，裏海地區最終可開採的石油儲藏量為2千億桶，佔

世界總儲量16﹪。中亞地區的地理位置，豐富的能源資源及與中國相對友

好的政治關係，毫無疑問的會使此區域成為中國能源外交非常重要的目標

之一。前蘇聯裏海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具有尚未開發的巨大石油蘊藏。總

而言之，本區的石油總儲量估計至少在250億桶以上，與已經長期開發的科

威特油田總量相仿，超過阿拉斯加北坡和北海油田的總和。178

根據美國能源部統計，裏海地區已探明的石油儲量約為170億—330億

桶，而其中的40-50﹪都集中在靠近哈薩克斯坦的裏海中國架地區，因此可

以推論哈薩克斯坦將來具有中亞石油開發中的核心地位。更值得注意的

是，哈薩克斯坦的地理位置非常適合中國能源外交思考中的安全考量。中

                                                 
177 「中緬石油管道項目繞開麻六甲增加安全」，2005 年 10 月 26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 

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53243>。 

178 「石油利益引發世界新一輪大博弈攸關中國利益」，2002 年 9 月 26 日，遠景基金會， <http://www.future-china. 

org.tw/fcn/ideas/fcs20020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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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美國能源外交的一個根本不同的出發點是，中國通過陸地就可以直接

到達中東和中亞的產油區，而美國則不能。179 中國專家認為，中亞地區是

中國通向海灣的門戶，一旦洞開，整個中國能源戰略就能有一個實質性的

大改觀。180

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已經有了相當好的基礎。1996年4月上海

五國論壇的成立和前後簽署的五國《加強在邊境地區軍事領域相互信任的

協定》，《在邊境地區共同裁減武裝力量的協定》，使中國與哈薩克斯坦

的關係開始了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在能源領域的合作此後迅速展開。 

2000年7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土庫曼斯坦進行國事訪問，兩國元

首簽署中土聯合聲明，雙方強調將重視兩國在能源領域的互利合作。當年

7月中國石油集團天然氣公司總經理和土庫曼斯坦副總經理簽署了《中國石

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土庫曼斯坦政府在石油天然氣領域相互諒解和合作

基本原則協議》。181 2002年1月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子公司在亞塞拜

然得標，成功獲得了裏海岸邊的油田的開採權。182

目前中亞地區因為地處內陸，現有的石油出口管道，主要是通過裏海

西邊之俄羅斯的石油管道及港口出口至歐洲。這幾年以來石油價格及需求

量大幅增高，使週邊國家開始研究推動建設石油出口管道的各種方案。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哈薩克斯坦能源外交的推動及達成協議開始建設

石油管道建設計劃，將來可成為中國能源外交重大的突破。 

雖然俄羅斯在地理位置上靠近中國，而且是石油生產大國，但是俄羅

斯原已成為全球石油秩序和政治格局的主要棋手，不會把籌碼完全放在中

                                                 
179 「中國石油來源方向漸明」，2004 年 10 月 11 日， 香港貿易發展局網站，<http://www.tdctrade.com/report/top/ 

top_041004.htm>。 

180 「共築新絲綢之路：中國的能源戰略和外交走廊」，2004 年 11 月 4 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04/content_2176807.htm>。 
181 人民日報，2000 年 7 月 7 日，第四版。 

182 龍昌偉，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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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身上，也不願意單純成為中國的原料產地，183
「安大線」的夭折就清楚

說明了這一點。所以中國已了解到，石油安全的惟一突破口就在中亞，而

其重點就在修建一條從石油豐富的裏海地區到中國的石油管道，並視哈薩

克斯坦為主要石油運輸國。 

 

二、爭取哈薩克斯坦的石油 

哈薩克斯坦的石油產量狀況不斷的改善，從1992年到2004年哈薩克斯

坦石油產量快速成長，自500萬噸/天的產量提高到1200萬噸/天的兩倍多的

數字。另外，哈薩克斯坦的地理位置靠近中國及政經方面比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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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92-2004 年哈薩克斯坦從的石油生產量、消費量及出口量的概況 

資 料 來 源 ：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Kazakhstan 

Country Analysis Brief＂,http://www.eia.doe.gov/emeu/cabs/kazak.html 

 

圖14顯示哈薩克斯坦自從1995年開始大幅增加石油產量。但是資源只

有走向市場才能成為財富，184 所以哈薩克斯坦就開始研究出售能源的途

                                                 
183 龍昌偉，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378。 
184「復興『絲綢之路』：一頭連著歷史一頭通向未來」，2004 年 10 月 27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0/27/content_21466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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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同時中國注意到哈薩克斯坦的豐富能源和有利的地理位置。早在1997

年，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取得哈薩克斯坦阿克糾賓（Aktyubinsk）油田

及烏津（Uzen feilds）油田開採權利。1997年9月，哈中兩國簽定在石油和

天然氣領域合作的政府間協定，還簽定哈國能源和自然資源部同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的合作總協議，研究油田開採和油管建設的設計方案，重

要的內容有開發烏津油田、建設中哈油管及哈薩克斯坦至伊朗油管。不過

因為成本的考量，中國將此方案一直拖到2001年9月，就在「911事件」前

夕，中國國務院總理朱鎔基在訪問俄羅斯和哈薩克斯坦時還向哈薩克斯坦

提到鋪設管道的問題。 

中國能源部門1997年9月與哈薩克斯坦能源部門簽署舖設石油管道的

意向性協議，185 雙方就開始研究修建石油管道的可行性。1999年11月，中

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在北京簽署的《中哈關於21世紀繼續加強全面合作的聲明》

中指出，兩國在能源領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戰略意義。186 2003年6月，在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哈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

（KazMunaiGaz）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關於共同開展中國

－哈薩克斯坦石油管道分階段建設投資論證研究的協定》。187 2003年7月，

兩家公司簽署關於加快建設哈中管道前期工程。 2004年5月哈總統納扎爾

巴耶夫拜訪中國，中哈兩國政府在北京簽署了《關於在油氣領域開展全面

合作的框架協定》，這一協定確定，建設中哈石油管道是兩國能源合作的

重點專案，並規定中哈管道一期工程開始於2005年12月。 

                                                 
185 龍昌偉，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作，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62。 
186 同註 185，頁 208。 

187「中哈石油管道實現跨國對接為竣工奠定基礎」，2005 年 11 月 14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1/14/content_37796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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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7月，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別與俄羅斯石油公司簽署了《一號決

議書》和《長期合作協定書》。而中石化將與俄羅斯國營石油公司（Rosneft）

成立一家合資公司，負責薩哈林3號地區的油氣開發，另外中石油收購哈

薩克斯坦石油公司（PetroKazakhstan），成就中國公司最大的一起海外並

購案。188   

在哈國總統訪華期間，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同哈薩克斯坦國家石

油天然氣公司，達成成立中哈管道運輸合資公司的協議，並已經在哈國有

關部門獲准登記註冊。189 有關此石油管道運輸公司的安排上，哈方同意雙

方各佔50﹪的股份（原本哈國希望佔51﹪，以掌握中哈管道項目的主導

權），中方承諾負責「阿塔蘇－阿拉山口」管道建設項目的融資和投資擔

保（預計這條管道建設約需15-17億美元的融資），而合資公司的高層職務

將由雙方輪流、換屆擔任。190 根據中哈兩國簽署的協定，雙方合作開發裏

海中國架的油田，如果探明儲量規模繼續擴大，中哈原油管道的年輸油能

力還可擴充到5000萬噸。191  

2001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在北京

分別會見了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哈方視中國為其最主要的合作

夥伴。溫家寶高度讚賞兩國簽署的能源合作文件，並表示對深化能源合作

的高度贊成的立場。納扎爾巴耶夫訪華期間，雙方簽署了經貿、能源、交

通等一系列合作協議，並成立了哈中合作委員會和企業家理事會。兩國領

袖計劃由這些機構為進一步加強兩國經貿關係。哈薩克斯坦政府歡迎中國

                                                 
188「中俄哈三國再談石油 『能源鐵三角』正在浮出評」，2005 年 12 月 1 日，新華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1/content_3860385.htm>。  

189 郭博堯， 「中國石油安全戰略的轉折」2004 年 8 月 10 日，國政分析網，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 

093/SD-R-093-002.htm>。 

190 同註 188。 

191「共築新絲綢之路：中國的能源戰略和外交走廊」，2004 年 11 月 4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04/content_2176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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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到哈薩克斯坦投資、辦廠。192 根據中國方面的統計1995-2002年，中國

石油公司在哈薩克斯坦的投資總額已達到5億美元。193

毫無疑問，能源合作成為中國和哈薩克斯坦關係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原

因，中國在推動能源合作關係時，引用一系列傳統的方案，如促進高層領

導人及政府官員的互訪、經濟建設、哈薩克斯坦西部開發協助、援助方案

等等。哈薩克斯坦的豐富的能源及兩國能源合作的前途明顯的反應中國對

哈國的外交政策，其中石油管道建設成為兩國領導人積極推動的目標。 

 

三、中哈石油管線的方案內容 

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修建的「阿特勞（Atarau）— 阿塔蘇（Atasu）—

新疆獨山子」管道，目前已經完成了「阿特勞—肯基亞克」部份，二期工

程「阿塔蘇—新疆獨山子」部份也已動工，在三期工程修建完畢後，哈薩

克斯坦裏海石油可以通過管道輸送到新疆的煉化基地。管道初步設計年輸

油量2000萬噸，遠程輸油量是5000萬噸，將可大幅改善中國石油通道過於

依賴海洋的現狀。 

哈薩克斯坦阿塔蘇至中國新疆獨山子原油管道，全長1200多公里，設

計每年輸油能力1千萬噸，並規劃至2011年逐漸提高到2千萬噸。這一計劃

的前期工程，即全長448.8公里、運輸能力1200萬噸的「阿特勞－肯基亞克

（Kenkiyak）」石油管道，此段管道在中哈管道建設前，可為中國石油天

然氣集團公司在哈的油田向歐洲方向出口原油的通道；在中哈管道項目全

面啟動後，將為中哈管道的一部分。194 哈薩克斯坦的方案可減輕中國對中

                                                 
192 吳邦國、「溫家寶分別會見哈薩克斯坦總統」，2004 年 5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big5.fmprc. 

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zxxx/t112534.htm>。 

193 龍昌偉，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作，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198。 
194 郭博堯， 「中國石油安全戰略的轉折」，2004 年 8 月 10 日，國政分析網，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 

SD/093/SD-R-093-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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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石油的依賴風險﹔第二，這條線路地處亞洲內陸，使中國的供油線路更

加安全﹔第三，該線路使中國可以獲得長期、穩定的原油供應。195

 

圖 2：中哈石油管線示意圖 

資 料 來 源 ：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Kazakhstan 

Country Analysis Brief,＂http://www.eia.doe.gov/emeu/cabs/kazak.html 

 

中哈管道在阿塔蘇與俄羅斯通往土庫曼斯坦的「姆斯克 — 查爾朱

（Kumkol）」輸油管道相交，從而與俄羅斯西西伯利亞管道網相連，俄羅

斯也可以通過「阿塔蘇（Atasu）— 阿拉山口（Alashankou）」管道增加

向中國的石油出口。中哈管道修建完成後，裏海石油將獲得東向輸出渠

道。從遠景來看，中哈管道可以向中東產油區延伸，而可行的方向是從哈

薩克斯坦折向南方，經過土庫曼斯坦進入伊朗這個全球石油儲量第二大的

富油國，這樣中東石油可以直接經過管道輸送到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哈薩

克斯坦已成為中國推動能源走廊外交的最關鍵國家。 

 

 

                                                 
195「中俄石油管道牽動多國『神經』」，2003 年 9 月 26 日，中國石化網， <http://www.sinopec.com/big5/newsevent/focus/ 

3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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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裏海地區石油蘊藏量及生產量概況 

裏海地區石油蘊藏量（單位：10億桶） 

已證實蘊藏量 合計  國家 

最低 最高 

潛在蘊藏

量 最低 最高 

亞塞拜然 7.0 12.5 32.0 39.0 44.5 

伊朗 0.1 15.0 15.1 

哈 薩 克 斯

坦 

9.0 17.8 92.0 101.0 109.6 

俄羅斯 0.3 7.0 7.3 

吐庫曼 0.5 1.7 38.0 38.5 39.7 

烏克蘭 0.3 0.6 2.0 2.3 2.6 

 

 

 

儲存量 

合計 17.2 32.8 186.0 203.2 218.8 

裏海地區石油生產量（單位：百萬桶/日） 

2010年 國家 1992年 2002年 

最低 最高 

亞塞拜然 0.222 0.318 0.789 1.140 

伊朗 未列計 未列計 

哈 薩 克 斯

坦 

0.530 0.939 1.617 2.400 

俄羅斯 未列計 0.150 

吐庫曼 0.110 0.184 0.374 0.964 

烏克蘭 66 0.152 0.205 0.240 

 

 

 

生產量 

合計 928 1.593 3.135 4.894 

資 料 來 源 ： Energu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Caspian Sea Legal 

Issues,＂<http://www.eia.doe.gov/emeu/cabs/caspla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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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顯示哈薩克斯坦在裏海地區石油蘊藏量及石油生產量居第一。 

不過，過去哈薩克斯坦石油都必須通過俄羅斯的管道才能供應到國際市

場，因此，根據石油生產量提升，哈薩克斯坦對俄羅斯石油管道的依賴性

也增加。一些石油專家認為，若能完成中哈石油管道建設計劃，將來俄羅

斯也可通過中哈石油管道向中國出口石油。196

2006年3月，在中國的政協會議上，政協委員壽嘉華在題為《加快新疆

資源開發強化與中亞地區資源合作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戰略深入實施》的

報告中稱，中哈輸油管道已經建成，儘快推動第二條中哈輸油管道建設和

中土輸氣管道建設。197  

除此之外，石油管道建設將來可以提供給中國從能源豐富的裏海地區

石油運輸安全路線，且中哈油管具有協助中國未來延伸至中東產油國的戰

略地位，因此如果中東的局勢可以穩定，美俄中能達成分享中亞資源的妥

協方案，則中哈油管還有機會真正建構成泛亞全球能源橋樑。如果中哈油

管真能成為中東及俄國產油國和中國的石油橋樑，則未來中哈油管計劃，

可能真有朝向每年5千萬噸、每年7千萬噸或甚至每年1億噸的輸送量邁進。 

 

 

 

 

 

 

 

                                                 
196 「中俄石油管道牽動多國『神經』」，2003 年 9 月 26 日，中國石化網， <http://www.sinopec.com/big5/newsevent/ 

ocus/370.shtml>。 

197 「壽嘉華委員：建議推動第二條中哈石油管線建設」，2006 年 3 月 8，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cysc/ny/ 

hiyou/200603/08/t20060308_6307620.shtml>。 

 105



第二節   中國和巴、緬、印外交關係演變 

一、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能源走廊 

中國為了確保能源安全所推動的石油走廊外交對中國傳統外交夥伴

也有顯著的影響。例如，在南亞地區能源因素使中國重新確認和重新修補

國際關係。在中國能源安全的「南亞版圖」中，巴基斯坦是一個重要的國

家。來自伊朗和沙烏地阿拉伯等中東國家的石油和天然氣，可以通過巴基

斯坦的中轉，源源不絕地輸往中國。198  

如果巴基斯坦成為中國石油進口通道，將讓中國進口石油的相當一部

分可以繞開麻六甲海峽，通過印度洋直接與產油地相連，這將大大提高中

國能源進口的安全係數。199

在推動走廊建設計劃時，雙方高層的互訪顯然在中巴能源項目上發揮

了主要作用。2006年2月，巴基斯坦總統穆沙拉伕（Pervez Musharraf）訪

問中國期間，中巴政府簽署的關於擴大和深化雙邊經濟貿易合作的協定、

中巴關於能源領域合作框架協議等13項雙邊合作協議。雙方討論的領域相

當廣泛，牽涉到經濟、能源及安全方面的合作。 

巴基斯坦向中國表示願意協助中國進入中亞市場和能源領域的運輸

線。巴基斯坦總統表示：「

                                                

我們有興趣為中國建立一條貿易和能源走廊」。

200 此能源走廊位於巴基斯坦阿拉伯海及中國政府援建的瓜達爾港港口。按

照巴基斯坦所提出的計劃，來自伊朗和非洲的原油可以通過瓜達爾港被輸

送到中國西北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98「中國廣織大網保能源安全南亞現新『能源版圖』」，2006 年 2 月 23 日，京報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2/23/content_4216232_1.htm>。 
199「巴基斯坦要做『能源走廊』能源合作拉近中國鄰居」，2006 年 3 月 22 日，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 

BIG5/1046/4225787.html>。 

200「芝麻開門：推敲中巴『能源走廊』」，2006 年 2 月 26 日，21 世紀經濟報道， <http://financenews.sina.com/phoenixtv/ 

000-000-107-105/402/2006-02-26/0027328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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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中國在南亞能源走廊建設計劃 

資料來源：京報網。 

註：「瓜達爾港工程輸油線路」是，從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通往中國新疆；「伊－巴－印

輸油管道」是，從伊朗海上油田經巴基斯坦再經印度通往中國；「中緬天然氣管線」是，

從緬甸實兌港通往中國昆明。 

 

由圖16可以發現，緬甸或巴基斯坦的兩種石油管道方案，皆可以減少

中共海運石油的風險，並縮短運輸時間，因此對解決中國能源方面的安全

問題會有一定的貢獻。 

其實，中巴石油管道計劃是在雙方研究「貿易走廊」之後才出現的。

在構建「貿易走廊」的同時，巴國領導人提出了建構中巴「能源走廊」的

設想。2006年初，中國石油勘探總公司經過專門測定，從技術上講，沿著

喀喇昆崙公路鋪設油氣管道沒有問題，難度不會比青藏公路大。 

巴基斯坦的石油、天然氣儲量並不豐富，但西面與伊朗、阿拉伯聯合

大公國、巴林、沙烏地阿拉伯、土庫曼斯坦等原油輸出國接近。這樣的地

理位置，早就使中國外交重視到巴基斯坦在西亞到東亞的油氣傳輸通道上

的獨特地位。而且南亞正在談判的四條油氣管線有三條經過或終止於巴基

斯坦：「卡達─巴基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

 107



「伊朗－巴基斯坦－印度」。巴基斯坦設想把這個能源走廊一直延伸到中

國西部，甚至將來直接輸送日本、韓國。如果中巴能夠實現這種能源走廊

計劃，未來巴基斯坦將成為中亞、南亞重要的石油、天然氣輸送大國和能

源通道，而中國將可以利用走廊的掌控權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來影響石

油的分配。 

除此之外，中巴管道項目使得中國80﹪以上的進口石油可能繞開波斯

灣霍爾木茲海峽和麻六甲海峽，直接從印度洋對接產油國。不過2006年2

月中國國家發改委發布了一份《2005年煉油工業發展綜述》報告，但沒提

到中巴能源線路，201 因此本路線的建設還沒有獲得中國方面的肯定。 

目前中國專家認為，巴基斯坦「能源走廊」的成本過高和存在著某些

安全問題。如果鋪設石油管線一事還做不到的話，也可以使用巴國內的公

路和鐵路運輸線。此種做法也會帶動巴國內的運輸、貿易以及相關產業的

繁榮，因此，可以證明中國的能源因素不但沒有對鄰近地區造成威脅或恐

慌，反而還可能促進區域之間的合作，加強經濟和貿易的交往。202

 

二、中緬石油管道計劃 

緬甸是世界第十大天然氣儲藏國，中國在石油、天然氣等能源方面與

緬甸有很多合作機會。2031996年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提議興建中緬石油管道

計劃。2001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緬甸後，就敲定在兩國間鋪設天然

                                                 
201「中巴能源走廊成本超過海運，經濟技術難題頗多」，2006 年 2 月 24 日，中國新疆網，<http://www.chinaxinjiang.cn/ 

news/xwpl/t20060224_95275.htm>。 

202「巴基斯坦要做『能源走廊』能源合作拉近中國鄰居」，2006 年 3 月 22 日，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cn/ 

BIG5/1046/4225787.html>。 

203「緬甸總理訪華可能談及中緬石油管道」，2006 年 2 月 14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9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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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管線的構想，204 並且還有輸油管線相關專案，包含興建從緬甸到昆明的

輸油管。中緬石油管道需通過緬甸連接中國南部的雲南省和印度洋。 

目前，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這三大中國石油公司已在緬甸開展石

油專案。205 因此，專家預測將來石油管道的建設也是由這三家公司進行投

資。此方案選擇能停泊20萬噸油輪的緬甸實兌港為起點，興建輸油管通到

昆明，估計全長1700公里，概估造價約20億美元。這條路徑比按傳統方式

通過麻六甲海峽將原油運抵湛江，提煉後再運往中國其他地方至少能減少

1200公里的路程。206

此計劃實現有益於中國從中東進口石油的安全。專家指出，如果打通

中緬石油管道，就能繞開麻六甲海峽，因此出現緊急情況時，石油將可以

經中緬管道避開危險。 

此方案對於中國的優點有： 

（一）使中東石油的輸運路徑，較通過麻六甲海峽縮短1200公里的路

程； 

（二）避開海盜問題嚴重的麻六甲海峽之運輸風險； 

（三）脫離美國對麻六甲海峽的掌控，解決中國的「麻六甲困境」。 

從瑞麗中緬邊境經曼德勒到實兌港的路程約有一半已經鋪設鐵路，中

緬輸油管道可以選擇沿鐵路和已經勘測好的路線修建，不僅能大量節約經

費，而且比較安全。207 不僅如此，修建這條管道還能促進中緬邊境的和睦，

可以為中國創造極具價值的地緣緩衝地帶。208   

                                                 
204 郭博堯，「中國石油安全戰略的轉折」，2004 年 8 月 10 日，國政分析網，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 

093/SD-R-093-002.htm>。 

205「中緬石油管道項目繞開麻六甲增加安全」，2005 年 10 月 26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53243>。 

206 同註 205。 
207「中緬石油管道項目繞開麻六甲增加安全」，2005 年 10 月 26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 

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53243>。 

208 同註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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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能源外交政策時，中國一方面依靠自己在亞洲有影響力的地

位，另一方面利用緬甸在國際社會上脆弱的地位及本國因為國際制裁所面

臨的經濟上的困難。2006年2月，應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的邀請，緬甸總

理梭溫（Soe Win）訪華討論雙方合作，顯示中國以政經援助來爭取緬甸

外交好感，用來解決能源安全問題的案例。中國在推動能源外交時，首先

想讓緬甸總理感覺到中國的照顧，緬方可以透過中國的協助提升自己的政

治地位。209 中國外交政策的主張和平共處、不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立場，

適合緬甸的期待，由於緬甸面臨國際方面的制裁，所以中國逐漸成為緬甸

與國際社會交往的「橋樑」，同時對中國而言，緬甸成為解決能源問題的

可能方案。 

 

三、能源合作對中印關係堅固的貢獻 

近年能源因素對中國與印度在外交關係上的改善及雙方在談判過程

上的突破有了明顯的貢獻。印度70％的石油來自進口，為了實現其7—8％

的經濟增長率和發展目標，印度對能源也有著巨大的需求。雖然中印兩國

分別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六大能源消費國，但是能源方面的需求卻沒有造

成兩國能源矛盾和競爭激烈的現象，反而給雙方帶來了發展合作關係的好

機會。中印能源走廊計劃目前尚未收到廣泛的支持和肯定，不過中國已開

始發展跟印度的能源合作。 

2004年10月，得益於大量的雙邊援助，中國取代印度石油天然氣公

司，獲得在安哥拉的石油勘探權。中國擁有伊朗亞達瓦蘭（Yadavaran）油

                                                 
209 「緬甸總理訪華可能談及中緬石油管道」，2006 年 2 月 14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 

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9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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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50％的股份，而印度擁有該油田20％的股份。在蘇丹的一個油田，中石

化是開採負責人，而印度石油天然氣公司則擁有該油田1／5的股份。210  

2006年1月，印度石油部長艾亞爾（Mani Shankar Aiyar）訪問北京時，

兩國簽署5項合作協議，因此為中印兩國在能源勘探、生產、開採、存儲

以及研發等領域的全面合作提供法律基礎。211 簽署的協議包括印度天然氣

管理局和中石油、中海油、北京天然氣集團公司在共同勘探、生產天然氣

以及從事天然氣運輸合作方面的協定，因此這些簽約是兩國能源公司之間

的協議。為了獲取這些能源合作目標印度能源部長前往中國，印度高層政

府代表訪華事件可以證明，雙方合作雖然是兩國能源公司所執行的任務，

不過受到中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 

印度石油部長艾亞爾表示，中印之間的石油管道不僅符合兩國的利

益，而且具有可行性，並承認，中國和印度的競爭關係現在已經沒有「破

壞性作用」。212

印度現實地接受了這一事實，同時希望在亞洲內部進行合作。中印雙

方加強了彼此之間的溝通。正如印度石油和天然氣部長艾亞爾認為，印度

和中國不必手足相殘，在能源安全方面，兩國得出的結論是彼此合作將帶

來更好的結果。213 隨著時間的推移，聯合競標和領導亞洲市場的理念將日

益流行。中國和印度外交關係的改善和能源合作的發展，也是中國能源外

交的成功指標，將來兩國在能源進口合作的計劃實現可以讓雙方開始在南

亞地區鞏固外交合作關係。 

                                                 
210 吳穎、耶魯，「全球化 - 中國能源戰略改變南亞格局」，2005 年 4 月 28 日，新華網， <http://61.129.65.8:82/gate/ 

big5/world.eastday.com/eastday/news/node37955/node37956/node37959/node54138/userobject1ai1057530.html>。 

211「印石油部長稱期待同中國討論建立中印石油管道」，2006 年 1 月 11 日，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 

BIG5/42773/4017046.html>。 

212 同註 211。 
213 「印度組建『石油三線』編織亞洲油網加緊爭油」，2005 年 12 月 1 日，新華網站， <http://big5.xinhuanet.com/ 

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01/content_3862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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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俄能源走廊外交 

 

俄羅斯周邊的中國、日本、南韓都是能源消費大國，而俄國石油探明

儲量高達65億噸，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氣蘊藏量居世界第一位。214 但是在

東西伯利亞和遠東地區蘊藏著的豐富資源，由於此地區過去開發不足的原

因，因此不能為國內居民和國家所用。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法就是建立東北

亞地區石油供應保障體系。Gaye Christoffersen 指出：「藉由獲得俄羅斯

和中亞的資源，中國的能源安全將得到更好的保障」。215

中俄兩國早在1995年以來了解到如果建立俄羅斯至中國東北的油氣

管線就可以促進俄國西伯利亞地區發展，同時解決中國能源問題。不過在

俄國提出此方案的時候，中國並沒有深入考慮到能源問題，在石油逐漸成

為戰略能源之後，俄國為了加強自己在東亞地區的地位，而暫停向中國石

油管道建設計劃，又開始考慮建設另外一條石油管道，將石油提供給所有

的東亞國家。中國為了爭取俄國的石油採取一系列外交行動，才獲得俄羅

斯政府對中國方案的肯定。 

 

 

 

 

 

 

 

                                                 
214 「中俄石油管道計劃再生波折」，2004 年 7 月 5 日，世界新聞報，<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 

broadcast.cn/2201/2004/07/05/922@219293.htm>。 
215 Gaye Christoffersen,“China＇s intentions for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Oil and Gas,＂NBR Analysis (Seattle, WA), vol.9 , no.2 

(1998), p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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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建設石油管道合作的背景 

中俄關於原油管道項目的研究始於1994年，雙方已經就此項目簽署不

少相關協議。兩國石油部門就共建石油管道問題的最初磋商始於1995年。

1995年10月，應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的邀請，俄羅斯燃料動力部Ury 

Shafranik帶著俄羅斯能源代表團拜訪中國。在訪問期間，代表團受到中國

總理李鵬的接見，並簽署了兩國部門將補設石油天然氣管道的合作備忘

錄。1998年，兩國有關部門開始探討合作建設從俄羅斯伊尔庫茨克州

（Irkutsk region）安加爾斯克（Angarsk ）到中國東北的石油管道問題。216

2000年7月，俄羅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訪華，雙方簽署兩個關

於石油合作的文件：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俄羅斯聯邦能源部管道

運輸公司（Transneft），尤克斯石油公司（YUKOS）關於準備中俄原油管

道項目可行性研究協議的諒解備忘錄》以及《中國聯合石油有限責任公司

與俄羅斯尤克斯石油公司關於30萬噸西伯利亞輕質原油的購銷契約》。217

2001年7月，中俄簽署《關於制定修建中輸油管道的可行性研究的基本

原則》協議書，此內容有關建議修建從俄羅斯安加爾斯克到中國大慶的長

達2260公里的輸油管道。2001年9月，中俄兩國總理曾共同簽署了《中俄輸

油管道可行性研究工作協議》，規定修建一條長達2400公里的跨國石油輸

送管線「安加爾斯克—大慶」石油管道，並於2005年投入運營。218

2002年8月，中俄兩國總理在上海舉行會議之後發表《聯合公報》指出：

「為及時落實中俄石油管道項目，雙方認為國家主管機構必須加快對項目

                                                 
216 龍昌偉，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作，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349。 

217 同註 216，頁 349。 

218 胡越強，李堯，「中俄石油合作：俄為何搖擺不定？」，2004 年 6 月 1 日，中國國際廣播網， <http://big5.chinabroad 

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06/01/762@1797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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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審批，將該項目轉入初步設計階段。雙方將為實施中俄石油管道項目

創造條件」。219

 

 

圖 4： 俄羅斯遠東輸油管道及其對華支線和兩條對華輸氣管道路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4230493.html>。 

 

不過此計劃的實現並沒有按照原來擬定的時間表開始，其主要原因卻

因日本的強力介入、提出新線路而生出變數。日本提出以西伯利亞地區安

加爾斯克為起點，建成一條直通海參崴地區納霍德卡（Nakhodka）的石油

管道。 2003年1月，日本首相訪問俄羅斯，雙方簽署了《俄日能源合作計

劃》，提出修建「安納線」方案，並願意提供50億美元代款，協助俄羅斯

開發原油及修建輸油管道，220 導致在石油管線問題上中日本之間的爭奪俄

國能源競爭開始了。 

2003年5月中俄雙方兩次簽署《中俄聯合聲明》，雖然強調中俄能源合

作是在兩國發展關係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但在石油管道建設上並沒有具

體成果。中俄兩國之能源合作方面成果並不顯著，進而使得兩國之間經貿

                                                 
219「中俄總理簽署聯合公報」，人民日報，2002 年 8 月 24 日，第五版。 
220 汎序正，「從『安大線』之爭看中國石油外交戰略」，中國外交，2004 年 2 月，頁 30。 

 114



關係長期嚴重停滯於政治關係。221 一直到2006年，在修建遠東石油管道中

國支線問題上，莫斯科的態度反反復復，甚至出爾反爾，俄羅斯似乎不夠

熱心和積極，這使得中方對俄羅斯的戰略意圖頗有疑慮，222 因此中國在建

設石油管道問題上開始尋求不同的石油外交手段，以國家領導人訪問、聯

合軍事演習及經貿交流為主。 

 

二、中俄石油管道建設突破 

2004年中國從俄羅斯光是進口原油就超過1200萬噸，大約佔到了中國

石油進口總量的10﹪，因此中俄石油合作已經達到了相當的規模。   

2005年9月，俄羅斯總統普京表示，泰舍特（Taishet）至納霍德卡石油

管道「泰納線」將先通向中國，之後再到達俄太平洋沿岸。俄國總統曾指

出，「泰納線」一期工程線路從泰舍特到俄中邊境城市斯科沃羅季諾

（Skovorodino），此段管線的年輸油能力為3000萬噸。其中2000萬噸通過

支線將被運往中國大慶，餘下1000萬噸將通過鐵路被運抵俄太平洋沿岸城

市納霍德卡。一期管道建設將於2008年完工。223  

2006年3月，俄羅斯總統普京訪問中國，主要討論內容涉及能源、經貿、

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其他中亞地區共同關心的問題。能源合作是中俄雙方合

作的一個重要領域，普京總統指出，中俄石油管道的最後方案將在2006年4

月決定，夏季開工。224

                                                 
221「新世紀中俄油氣戰略合作」，國際石油經濟，第 9 卷第 8 期，2001 年 8 月，頁 18。 

222 「 普 京 訪 華  - 中 俄 關 係 掀 開 新 篇 章 」， 2006 年 3 月 27 日 ， 中 國 評 論 新 聞 網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16013>。  

223 「普京說泰納線石油管道將先通向中國」，2005 年 9 月 7 日，南方網， <http://61.144.25.119:80/gate/big5/www. 

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200509070661.htm>。 

224「普京訪華將落實中俄石油管道，聯合軍演擺上日程」，2006 年 3 月 10 日，南方網， <http://61.144.25.119/gate/big5/ 

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2006031001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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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能源合作的議題上，中國政府在此之前一直奉行了「以民間商

務交流為主」的方針，但在2004年初爭奪遠東石油管道之爭中暫時失利後，

中國政府認識到，沒有政府高層的「潤滑」和從中斡旋，單靠民間力量參

與戰略資源的合作和開發是存在風險的。雖然在蘇聯解體之後，在俄國各

種利益集團建立了龐大的金融，控制著俄羅斯經濟中50﹪以上的國內生產

總值，225 不過在能源方面俄國政府要求各能源集團配合國家的安全及能源

發展策略。因此，中國政府通過一系列高層互動，特別是此次中俄印能源

峰會的召開，進一步強化了中國在管線之爭中的優勢。226

中俄能源合作也促進兩國在其他領域的交流。2005年胡錦濤訪俄期

間，雙方簽署了《舉行聯合軍事演習的備忘錄》，表明兩軍交往發展到新

的水準。同時中國高層任務的拜訪及其他領域的合作協助中俄在能源方面

談判更順利。 

2006年3月普京訪華，擴大能源合作成為焦點議題，因此被稱為「能源

之旅」。中石油與俄方簽訂的三個協定中，《關於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

司與羅斯石油公司在中國、俄羅斯成立合資企業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則

協議》提出了羅斯石油與中石油聯手進軍煉油業與燃料零售業務的設想。

此項協議成為中俄雙方能源企業成立合資公司及啟動俄對中鋪設原油管

道問題的合作協議。227

趁「能源之旅」中俄討論俄國石油供應給中國的問題。雙方同意從石

油管道做分叉將石油供應給中國。根據俄國外交部長拉夫洛夫（Sergei 

Lavrov）的說法，2006年雙方開始實現本計劃。另外，雙方同意儘快進行

技術上和經濟上的計算。目前雙方認為，2008年底俄國石油經過石油管道

                                                 
225 王軍，「利益得失的權衡 - 俄羅斯利益集團對中俄經貿合作的影響」，國際貿易， 2003 年第 9 期，頁 13。 

226「日本『金元外交』失效 泰納線優先權突轉中國」，2005 年 6 月 7 日，南方網， <http://61.144.25.119:80/gate/big5/ 

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200506070267.htm>。 

227 「 普 京 訪 華  - 中 俄 關 係 掀 開 新 篇 章 」， 2006 年 3 月 27 日 ， 中 國 評 論 新 聞 網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1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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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供應給中國。同時，俄羅斯國營石油公司（Rosneft）與中國簽定兩項

協議來設立兩家石油合資企業，在俄羅斯的石油企業將進行能源開採，而

另外一家公司在中國進行石油加工及銷售業務。228

在俄羅斯政府正式批准「東西伯利亞—太平洋」原油管道一期工程

後，雙方將啟動到中國原油管道支線的投資論證工作，以保證俄羅斯「東

西伯利亞—太平洋」原油管道一期工程和到中國的原油管道支線，以及中

國境內段的原油管道同期完工。229 俄羅斯遠東石油管道中國支線施工預期

在2006年開始，並在2009年完工。230

 

三、中俄走廊外交的意義 

  管道系統建設的重要目的，仍要求能夠最大限度地保障管道潛能，靈

活有效地調配油源和安全可靠的輸送管道。231 石油因素促使俄羅斯和中國

合作，並協助雙方在東亞能源市場上獲得穩定的地位。2002年Peter Barker

預測：「由於向東輸油管道設施的缺乏，至少在今後10年內，俄羅斯石油

大量出口東亞國家的可能性並不存在」，232 不過，近年來的中俄能源合作

顯示，能源因素鼓勵中國外交盡力爭取俄國能源，並讓能源走廊外交構想

更早落實。  

俄國學者Titarenko認為：「在中俄兩國經貿關係中，能源交易扮演越

來越重要角色」。233 俄羅斯國營石油公司總裁Sergey Bogdanchikov表示，

                                                 
228  Поденок С.,“Китай получит российскую нефть к Олимпиаде, ＂  Утренняя газета, 2006 год 22 марта, 

http://www.utro.ru/ articles/2006/03/22/532552.shtml. 

229 「普京訪華-中俄關係掀開新篇章」，2006 年 3 月 27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16013>。 

230「中石油與俄羅斯簽協議中俄原油管道直線有望啟動」，2006 年 3 月 26 日，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 

GB/1046/4225157.html>。 

231 徐婷，「油氣管道的管理之導」，石油企業管理，第 10 期， 2002 年 10 月，頁 67。 

232 Barker P., “Russia sees US as new market for oil reserves,” Washington Post, Sunday Sept.8, 2002.  

233Титаренко М.Л., Росс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через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вектор.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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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兩家國營公司將爭取俄羅斯石油天然氣探勘執照，雙方將在俄羅斯

石油有開發權的地方進行探勘。未來中國在俄羅斯將有大約20個投資項目

得到實施，總計投資金額將超過20億美元，俄羅斯在中國的項目投資也超

過了5億美元。234

  目前，俄羅斯已成為中國重要的石油供應國，它打算在2006年通過鐵

路向中國運送1500萬噸原油，甚至有人認為，2008年之前俄羅斯將成為中

國最大的單一能源供應國。235俄羅斯權威的《生意人報》（Commersant）

分析俄羅斯總統普京訪華的「能源之旅」認為，兩國正在建立史無前例的

能源聯盟，未來的5-10年俄羅斯將成為中國能源市場上的最重要夥伴之

一，而在未來的15年裏，俄羅斯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大的能源供應者。過

去俄國學者憂慮，中國國有石油公司若進入俄羅斯，將會嚴重威脅其國家

能源安全，236 不過中俄在2006年初的能源往來已顯示，此種言論越來越沒

有基礎。 

毫無疑問，中俄能源方面的合作和石油管道建設，成為兩國在其他方

面關係改善的見證。這幾年以來，中俄在地緣政治上、在處理國際事務、

推動聯合軍事演習、經濟交流，皆有非常明顯的突破，因此，俄國終於願

意改變「中國威脅論」的看法，以及其他對中國可能損害俄國戰略利益的

負面評價，在2006年達成一系列加強中國能源安全的協議，其中，包含建

設往中國的石油管道的計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 2003,мысли p.326. 

234 「中俄能源戰略尋求立體合作 - 石油管線跳出定式」，2006 年 3 月 25 日，中國國際廣播網，http://big5. 

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8606/2006/03/25/106@962645.htm。 

235 「普京訪華 - 中俄關係掀開新篇章」，2006 年 3 月 27 日，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16013>。 

236 顧小清，「俄羅斯也冒出『中國威脅論』」，環球時報，2003 年 1 月 17 日，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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