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报 

中国与冲突敏感性： 

导论 

 

中国参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
事务: 

现状如何？ 

  在国际上，援助经费中越来越大的比重流

向了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事实上，冲突

预防正成为援助支出的关键领域，在一些尚未

遭受广泛冲突的国家中也是如此。
1
和很多其他

国家一样，中国正在为南亚、非洲及其他地区

的国家提供资助、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中国政府称，中国在 2009 年之前总共提供了

393 亿美元的援助，自 2004 年以来援助预算年

度增长率维持在 30%。
2
 

 

  援助的增加对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尤为有益。

冲突和不稳定会削弱发展，不仅是因为军费开

支或者对于基础设施的破坏等直接成本，还因

为急速减少的投资、资本逃逸、通货膨胀、市

场遭受破坏、失业、债务和缺乏公共服务等间

接成本。例如，1990 年至 2005 年间，冲突耗

费了非洲国家近 3000 亿美元——这几乎是这些

国家在同一时期所接受的援助总额。
3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承诺给予受冲突影响

的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 2012 年的中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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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论坛行动计划中，冲突后重建被列为合作的

关键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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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其他地区，在那些遭受冲突影响或

者刚走出暴力冲突的国家中，中国公司和投资

者也正在扮演着明显角色。在斯里兰卡，中国

公司修建道路、港口、发电站和其他关键的基

础设施项目。在尼泊尔，中国资助修建的道路

使得之前偏远难及的地区得以和外界联通。此

类项目往往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在这些国家，

基础设施业或已在冲突期间遭受破坏或亟待修

复，而新项目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同样创

造了对于能源和矿石资源的巨大需求。仅 2011

年，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几乎占到世界全部需

求增长的一半。
5
鉴于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内战

发生在石油生产国，任何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

都可能会在冲突频发的国家找到自己国家的公

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不仅限于石油——依

赖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和日益增长的冲突之间

也存在着关联性。
6
 

挑战有哪些？ 

  随着中国的全球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的

增加，中国政府、企业和公民正越来越多地在

高暴力、或刚刚走出长期武装冲突的国家中，

或者在暴力风险持续走高的国家中从事经营活

动。更安全世界之前的研究指出了中国与这些

国家开展经济和发展合作所面临的潜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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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民所受到的威胁。2011 年利比

亚冲突发生之后，3 万名在利比亚工作

的中国公民不得不通过海上和陆路方式

撤离，这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是一项庞大

的后勤行动。在非洲其他地区，中国公

民也正在经受着暴力。例如，在索马里

海岸遭到海盗绑架，或者成为埃塞俄比

亚叛军的攻击目标。2012 年 1 月，29

名来自中国建筑公司的工人在苏丹被绑

架。
7
同年，两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

被枪杀。
8
 

 

 大型投资遭受风险。当利比亚爆发冲突

之时，75 家中国公司与当地签署有总

额价值 188 亿美元的合同，占到 2009

年中国全球项目总额的 4.6%。
9
在缅甸，

大坝项目和采掘行业投资由于局势动荡

而暂停。在苏丹和南苏丹，冲突导致石

油行业的中国公司经受着严峻挑战。例

如，2012 年南苏丹政府中止石油生产

的决定对于中石油在南苏丹的经营活动

造成巨大影响，公司利润及经营活动安

全都受到冲击。 

 

 信誉风险。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通常有

着极其政治化和极其两级分化的环境。

例如，当与所在国政府之间有经济项目

时，中国行为体常常被认为在冲突中支

持一方来对付另一方。当地社区、公民

社会和政治家眼中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对

中国产生长期的损害，尤其是当政治局

势发生变化之时。在特定环境下，资源

冲突使得中国公司陷入艰难的政治环境。

因为在某些当地民众眼里，这些中国公

司就是冲突的一部分。中国公司的信誉

也有可能由于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或

者由于当地社区对不平等的资源财富分

配持有异议而遭受影响。 

 

 支持经济发展的效果不甚明显。中国政

府致力于通过援助、贷款和经济合作来

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很多国家，与中国

的这种合作已经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

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不安全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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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反而会阻止重要发展项目的实施，并

阻碍商业投资。 

 

 激化不稳定局势。经济和发展合作在易

冲突地区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和平或

冲突的状况。在理想状态下，影响是积

极正面的：援助和投资将有助于构建和

平和发展。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实

际上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例如，强

化了当地现有的经济或政治排斥的模式，

从而直接导致不满情绪、紧张局势和暴

力的产生。埃塞俄比亚的供水案例说明

了这一点（参见案例研究）。倘若公司

在设计和实施工程时，只是与其中某一

个相关方磋商，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要

求，便会导致不满与怨恨。 

案例研究 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
提供水源，却又引发冲突 10 

  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河流域，阿法尔
（Afar）和伊萨（Issa）族群时常在迁徙季
节为了牧场和水源而发生冲突。20 世纪 80

年代，众多捐助国为阿米巴拉灌溉工程提供
了财政支持，该工程旨在为棉花生产地提供
灌溉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从项目规划伊
始，阿法尔族民众便几乎完全被排斥在该工
程之外。他们离开自己土地之后未能得到有
效安置。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该灌溉
工程所导致的可用牧场面积的减少，导致阿
法尔和伊萨两族之间的冲突急剧增多，也使
得这两个族群与控制棉花产地的埃塞俄比亚
政府之间的冲突增加。 

机遇有哪些？ 

  并不只有中国才面临这些挑战。所有的国

际行为体——包括政府、跨国组织、公司和公

民社会——都会受到冲突的影响。对于上述风

险，有着很多不同的短期和长期的对策。例如，

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企业进行更高程度的风险评

估与管理，而很多公司雇佣了私人保安公司或

者采取其他保安措施。
11

 

 

  与此同时，在那些正在或可能经受动荡的

国家中，提供发展援助的大型跨国组织和一些

捐助国已经开始运用对冲突敏感的原则。世界

银行运用冲突分析框架，而亚洲开发银行也开

始调整自己的技术工具使其更具冲突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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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敏感性的实践为那些希望管理风险、支持

长期稳定的国际行为体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模式。 

 

  冲突敏感性不仅对于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有

益，对于参与海外发展援助的中国国家机构也

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其中包括商务部、中国进

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外交部。通过采用

对冲突敏感的模式来应对不稳定的环境，中国

行为体可以确保潜在风险得到管理，与所在国

政府和当地社区保持积极的关系，中国和中国

公司的声誉也能得到维护。 

 

  国际行为体无法控制所在国的稳定。和平

与安全是所在国的政府、领导人和公民社会的

责任。然而，国际行为体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

来支持稳定。例如，在上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

上，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和平安全领域

的合作将是中非关系的五个优先领域之一。
12

 

 

什么是冲突敏感性？ 

  冲突常常产生于争夺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

外来援助在一个环境中引入新的资源，自然会

对当地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这可能会威胁和

改变已有的权力关系，并改变冲突或和平的进

程。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开

始意识到冲突的风险，并试图采用冲突敏感性

模式。这其中包括： 

 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关注冲突态势 

 理解自身活动的性质，以及他们对冲突的

影响 

 通过这些理解，防止扩大冲突，并致力于

支持构建和平 

可以采取以下步骤以付诸实施冲突敏感性： 

 咨询当地相关者，确保考虑到他们的安全

诉求 

 确保重建及发展项目公平地考虑到不同地

区与群体的利益 

 帮助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就业 

 以负责的态度与政治领袖以及政府部门打

交道，防止滋生腐败或者裙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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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安全世界（2012）改变的观念：对第五届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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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敏感性对于所有在冲突地区运作的外来者

都很重要，包括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多边机构、

国家政府以及国际公司。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

不同行为体如何根据自身职能范围调整自己的

行为。这意味着，需要从机构内部着手使冲突

敏感性成为组织的职责以及日常运作的一部分。 

冲突分析的关键问题 

简况? 

o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 

o 有哪些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
题？ 

o 在这一大环境中，哪些是易于发生冲突
或受到冲突影响的地区？ 

o 之前是否有冲突的历史？ 

 

原因? 

o 冲突的结构因素是什么？ 

o 哪些问题可以视作冲突的直接原因？ 

o 哪些诱因可以导致冲突的发生/或者进
一步加剧？ 

o 哪些新因素可以导致冲突局势的延续？ 

o 哪些因素有助于和平？ 

 

行为体?  

o 哪些是主要行为体？ 

o 他们的利益、目标、立场、能力和关系
如何？ 

o 哪些能力是有助于实现和平的？ 

o 那些行为体可以被视作破坏者？为什
么？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破坏者？ 

 

态势？ 

o 当前冲突的趋势如何？ 

o 有哪些有利时机？ 

o 从当前的冲突概况、原因和行为体的分
析中可以制定出何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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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安全世界 

更安全世界是一个致力于避免暴力冲突、建设

更安全生活的独立国际组织。我们与受冲突影

响的当地民众合作以改善他们的安全和安全

感，并进行广泛的研究分析。我们通过这一例

证和学习来改善地方、全国和国际政策与实践

以助于构建持久的和平。我们首要关注的是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过上和平、圆

满的生活，远离不安全和暴力冲突。 

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的合作项目遍及非

洲、亚洲和欧洲的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 

关于我们和我们工作的进一步信息，请登录我

们的网站 www.saferworld.org.uk 

28 Charles Square, London N1 6HT, UK 

Registered Charity no 1043843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no 3015948 

Tel: +44 (0)20 7324 4646  Fax: +44 (0)20 

7324 4647 

Email: general@saferworld.org.uk   

Web: www.saferworld.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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