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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几内亚湾从塞内加尔延伸至安哥拉，拥

有长达 6000 公里的大西洋海岸，这一海域还包括

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该地区国家众多，

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21

世纪以来，几内亚湾海洋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成为

全球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引起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国际海事局年度报告指出，2018 年西

部非洲的船只与船员遇袭案件数量显著增加，达到

111 起，远高于全球其他海域。[1]2019 年上半年，

该地区发生的劫持事件和人质劫持数量分别占全球

劫持事件和人质劫持总量的 73% 和 92%。[2] 同时，

有组织犯罪、非法捕捞、石油盗窃与失业问题愈发

凸显，与海盗活动形成恶性循环，阻碍地区国家发

展，威胁国际航路安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热点

与难点。欧盟及其成员国参与非洲安全合作时间久、

范围广、程度深，几内亚湾也成为近年来欧盟重点

关注和参与合作的区域之一。

欧盟及其成员国参与

几内亚湾安全合作的原因

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

有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多方面原因。在历史层面，

长期殖民使得欧洲国家与几内亚湾国家关系较为

密切。几内亚湾地区国家包括利比里亚、科特迪

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加蓬、喀麦

隆、赤道几内亚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从广义上讲，

该地区还包括塞内加尔、冈比亚、塞拉利昂、几

内亚比绍、几内亚、佛得角、刚果（金）、刚果（布）

和安哥拉。该地区涉及国家多达 19 个，超过非洲

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近一半国家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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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前殖民地，其他 11 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葡萄

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前殖民地。独立前，这些

国家的官方语言和各项制度都深受宗主国影响。

这些国家独立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主要通过援

助等方式，维护其对该地区的影响力。需要指出

的是，几内亚湾地区有大量法国前殖民地，被法

国视为“优先团结地区”。法国一方面对该地区给

予大量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对其安全事务也参与

颇深。据统计，1960—1993 年间，法国与非洲法

语国家共签署 8 份防卫协议和 24 份军事技术援助

协议。截至 1997 年，共有 4.7 万名非洲各类官员

在法国接受培训。[3]

在现实层面，欧盟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

面考虑，需要维护几内亚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首

先，为维持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欧盟提出尊重非

洲国家自主性，与非洲发展平等伙伴关系，建立政

治互信。在双边关系处理中，欧盟试图运用传统优

势促进非洲发展。其次，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几内亚

湾地区经济利益深厚。几内亚湾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双边海上贸易占几内亚湾地区贸易总额比重大。值

得关注的是，几内亚湾地区有非洲最为丰富的油气

资源，是欧盟油气进口的重要来源地。[4] 欧盟每年

还从该地区进口大量木材、农产品（咖啡和可可等）、

矿产品和水产品。近年来，由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

迅速，欧非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对象不再仅限

于初级产品，相应产品和服务贸易也逐步开展。最

后，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也对欧盟国家的国内稳

定、境外资产和公民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例如，恐

怖主义滋生导致欧洲本土恐袭事件增多；海盗和武

装劫持索要赎金，亦有欧盟公民丧生；疾病、毒品

和非法贸易等蔓延，对欧洲本土安全生态造成消极

影响。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现状

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迅速恶化始于 2010 年，

并呈连年加剧态势。近十年，几内亚湾成为全球海

洋安全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主要安全威

胁包括海盗与武装劫持，疾病、毒品和轻小武器蔓

延，人口贩卖，商品走私，偷盗石油，违法倾倒垃

圾与非法捕鱼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使地区环境

进一步恶化。最早关注几内亚湾安全形势的域外国

际行为体是联合国。2011 年，联合国安理会 2018

号决议对几内亚湾地区的海盗和武装劫持活动予

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地区国家对犯罪者进行严厉

打击。[5]2012 年，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对几内亚湾海

洋安全问题表示强烈关注，敦促几内亚湾各国通过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

几内亚湾委员会与非盟合作，召开几内亚湾国家联

合首脑会议，制订区域反海盗战略。[6] 联合国安理

会对几内亚湾的关注正好处于其安全形势开始全面

恶化的关键节点。2012 年，几内亚湾首次成为非

洲船只与船员遭袭最多的区域。2013 年 6 月 24—

25 日，围绕地区安全问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在喀麦

隆首都雅温得举行首脑会议，提出要凝聚地区力量，

共同打击犯罪，维护海上和平与稳定。此次会议出

台的《雅温得行为准则》是第一份应对几内亚湾安

全问题的国际官方文件。

首先，为进一步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欧盟

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该地区的安全政策文件。为配合

联合国 2018 号和 2039 号决议及《雅温得行为准则》

的实施，欧盟理事会于 2014 年 3 月发布《欧盟几

内亚湾战略》，该文件描述了几内亚湾安全现状与

存在的威胁，并对相关国际行为体采取的行动进行

梳理。其中，欧盟成员国早于欧盟与几内亚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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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些双边安全合作项目，旨在促进能力建设。

例如，法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在几内亚湾派驻

海军，2011 年还开展了加强该地区海洋安全管理能

力的项目。而欧盟此前主要在规范捕捞、促进渔业

发展和提高治理能力方面与沿岸国家进行相关合作。

《欧盟几内亚湾战略》具有纲领性和全面性的

特征，其出台标志着欧盟正式而广泛地参与到几内

亚湾安全治理中来。该文件明确了欧盟的四点目标：

一是对几内亚湾安全威胁的程度及国际社会解决该

地区问题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二是帮助地区国家建

立健全制度，提高海事管理能力，加强沿海地区民

众的海洋安全和法治意识；三是支持地区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并协助提高地区抵制犯罪能力；四是

完善地区国家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架构，采取必

要行动减轻海陆威胁。[7]

2015 年 3 月，欧盟再次发布《欧盟几内亚湾

2015—2020 年行动计划》，围绕四大战略目标设定

了未来五年欧盟相关机构需要参与的 67 项行动。

2016 年，欧盟委员会对外公布了该行动计划的第

一个实施情况报告。报告对 14 项预期目标进行评

估，按照国家、地区和国际等不同层面列出已采取

的实际行动和未来可行的举措，附录又分别梳理了

欧盟成员国和几内亚湾地区国家已开展的海洋安全

治理合作，可谓内容翔实、覆盖广泛。

其次，除上述专门文件外，欧盟自身的海洋安

全文件也开始重点关注几内亚湾地区。2014年 6月，

欧盟发布首份海洋安全综合治理文件——《欧盟海

洋安全战略（EUMSS）》，并于同年 12 月推出了配

套行动计划。该战略虽然主要侧重欧洲相关海域问

题，但展现出欧盟的海洋战略抱负。一方面，欧盟

希望通过对外合作、对内整合的方式应对海洋安全

挑战，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欧盟希望发

挥其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关键作用，应对和管理欧

盟周边乃至全球海域的危机事件。[8]2017 年 6 月，

欧盟理事会发布了一项全球海洋安全决议，强调

欧盟是全球海上安全保障者，在促进海上多边主义

和法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9]2018 年 6 月，欧盟

理事会通过了《欧盟海洋安全战略行动计划（修订

版）》，专门增加热点区域部分，其中包括参与几内

亚湾安全合作，提出要配合地区相关行动，确保欧

盟安全项目顺利实施。[10]

再次，欧盟对非盟及其他相关组织在几内亚湾

的安全合作也表现出较强的参与积极性。2012 年，

非盟曾颁布《2050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但该战

略仅停留在倡议和共识层面。2016 年 2 月，非盟

52 个成员国签订《洛美宪章》，决心预防和控制海

上犯罪，包括恐怖主义、海盗和武装劫持等。[11]

该文件充分综合了此前《雅温得行为准则》的相关

内容，具有法律效力。此后，欧盟反复强调《洛美

宪章》精神，在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时提出尊重

非盟的相关原则。另外，七国集团几内亚湾之友

（G7++FoGG）这一平台设立于 2008 年，旨在确保

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合作的各方就海上安全和海

洋治理问题进行信息共享。近年来，该平台相继通

过《里斯本宣言》和《罗马宣言》，推动七国集团、

几内亚湾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

营组织讨论并制定打击海盗、武装劫持及其他海上

非法活动的共同战略。对此，欧盟始终积极响应，

并多次强调对平台相关行动给予支持和配合。

最后，欧盟还通过一些具体项目，有针对性

地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一方面，欧盟在已有的

海洋治理项目中，增设几内亚湾地区项目。比如，

欧盟在其关键海上航道项目（CMR）框架下，于

2013—2016 年启动“几内亚湾关键海上航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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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GO）”，帮助几内亚湾沿岸七国改善海上航

线安全状况。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帮助西部和中部

非洲国家政府培训海岸警卫队，搭建跨国、跨机构

信息分享平台，打击海盗、武装抢劫、毒品和武器

走私及人口贩卖。[12]2016 年，根据形势变化，欧

盟启动了几内亚湾海事安全区域网项目（GoGIN）。

该项目斥资 920 万欧元，取代了之前的海上关键航

线计划，参与的几内亚湾地区国家达到 19 个。欧

盟支持几内亚湾网络建设和信息共享，采用整体方

式将海上及陆地安全、治理和发展挑战联系起来，

并利用其打击海盗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应对威胁。

另一方面，欧盟还根据几内亚湾国家的不同需要，

投入资金设立新项目。2019 年伊始，欧盟设立西

非和中部非洲港口安全项目，投入 850 万欧元，旨

在改善地区国家脆弱的港口架构。这些援助聚焦提

升国际船只与港口安全设施的标准，有助于增强对

海上武装劫持的抵御能力。[13]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合作的特征

2014 年《欧盟几内亚湾战略》发布后，欧盟

有条不紊地开展战略落实工作。在五年多的实践中，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合作主要呈现出以下特

征。

第一，官方文件众多，表态明确。自欧盟

2014 年发布《欧盟几内亚湾战略》起，欧盟几乎

每年都有海洋安全政策文件涉及几内亚湾安全治理

问题。文件具体内容随着时间推进有部分更新，但

均罗列出几内亚湾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该地区安

全形势恶化对欧盟的影响，以及欧盟对积极参与双

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视。从众多公开发表的官方文件

与会议决议中可以看出，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

作态度坚决，认为当前几内亚湾安全形势已威胁到

欧盟国家利益，安全合作迫在眉睫。

第二，在已有的国际合作框架下，欧盟参与几

内亚湾安全合作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从几内亚湾地

区安全合作的时间线来看，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

先于欧盟行动。此外，2013 年，几内亚湾地区国

家共同确立的《雅温得行为准则》为地区安全合作

设定了相关标准。欧盟参与时间较晚，因而选择在

已有国际框架下开展行动。2014 年出台的《欧盟

海洋安全战略》是其首份专门关注海洋安全政策的

文件。该战略囊括对外行动、信息共享、风险管理、

能力发展和安全研究五个方面，旨在提升欧盟在全

球海洋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欧盟在几内亚湾

事务中秉持以“良治—发展—安全”为特征的综合

性政策，推行带有自身特色的安全合作理念与行动，

其参与合作自主性不断提升。

第三，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合作政策

具有对外援助特色。一方面，在几内亚湾安全合作

中，欧盟运用欧洲发展基金（EDF）等实施能力建

设项目，以预防为主，而非投入军事行动。另一方

面，欧盟几内亚湾安全政策强调多角度综合解决问

题，关注良治与法治，具有“以发展促安全”的特征。

自 2000 年《科托努协定》签署后，欧盟对外援助

强调人权、民主、法治与良治。2003 年出台的《欧

盟安全战略》将安全、经济发展、民主和良治视为

欧盟对外政策中促进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14] 在几

内亚湾问题上，欧盟积极探求安全隐患产生的原因，

试图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失业、改善制度等方式从

根源上解决问题，实现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合作

存在的问题

自 2014 年《欧盟几内亚湾战略》发布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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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从最初表明态度到制定实际行动计划，再到出台

《欧盟海洋安全战略行动计划》，其参与几内亚湾海

洋安全合作展示出更大的综合性与自主性。但是，

欧盟提出的看似综合全面的几内亚湾安全战略，并

未使当地安全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最直观地看，海

盗和武装劫持事件在 2018 年达到前所未有的 111

起，进入 2019 年后袭击依然频发。欧盟参与几内

亚湾安全合作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欧盟的几内亚湾战略存在政策与实践的

脱节。《欧盟几内亚湾战略》试图多角度多层次地

应对几内亚湾安全问题，展示出欧盟外交政策以发

展促和平，通过良治和法治改善地区环境，从而解

决安全问题的思路。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带有

“美好愿望”的综合性安全战略并未得到充分实践。

近年来，欧盟受周边地区形势动荡影响，移民问题

日益凸显，应对自身政治和安全问题已现疲态。对

欧盟而言，几内亚湾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下降，导致欧盟相关行动偏离原定目标，其安全

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欧盟重点参与的“以发展促和平”政策

效果不佳，又缺乏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打击海盗的能

力，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多年来，欧

盟通过贸易政策、对外援助及参与国际多边合作等

方式，对外输出规则和制度，以维护自身利益、增

强国际政治影响力。由于欧洲的安全长期仰仗北约，

导致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缓慢，无法发

挥出应有作用。另外，英国作为主要成员国一直反

对建立欧盟军队的提议，使得欧盟防务力量长期弱

化。英国提出脱欧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有

显著进展，但在对非安全合作中，欧盟依然侧重提

供资金支持，促进能力建设，实现冲突预防和进行

战后重建。维和、反海盗等欧盟比较重视的非战争

军事行动（MOOTW）需要人力甚于高技术武器装

备，属于“人力密集型”行动。[15] 而当前欧盟缺乏

独立军事力量，成员国也存在军队员额过少的问题，

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几内亚湾打击海盗中应发挥的作

用，其安全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 

再次，欧盟主要成员国关注自身利益，在推动

国际合作方面成效不显。几内亚湾地区是英法等国

的传统势力范围，其中以法国的影响最为深厚。由

于法国对其他域外势力的介入颇有戒心，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几内亚湾地区国际安全合作的开展。几

内亚湾的石油航路对美国影响较小。加之美国自

2010 年推行“能源独立”战略后，从尼日利亚进

口的石油总量骤降。因此，美国与欧盟“心照不宣”，

不过多参与几内亚湾事务。随着近年来中非关系持

续升温，欧盟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怀有戒备。此外，

英国脱欧进程削弱了欧盟自身的防务力量，仅靠法

国的相关军事行动难以实现既定目标。当前欧盟内

部矛盾重重，对几内亚湾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有

所下降。

最后，当前国际合作的现状限制了欧盟的几内

亚湾安全治理行动。该地区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两个地区组织，虽然几

内亚湾国家推出了《雅温得行为准则》，但在实践中，

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地区组织未展示出卓

有成效的行动。目前几内亚湾国家尚未建立统一的

海事信息交流中心，西非国家也未就共享海岸雷达

等设备签订协议。[16] 欧盟一再强调，对几内亚湾安

全合作的参与要在相关地区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当

前地区的实际情况使安全治理行动受挫。此外，欧

盟与七国集团几内亚湾之友平台参与地区安全治理

的侧重点略有不同，无法在既有平台中发挥更重要

作用。七国集团几内亚湾之友平台在国际社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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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地区安全方面有积极作为，但其主要通过分享

信息、建立预警等方式打击海盗，对海盗问题产生

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并不关注，治标不治本，与欧盟

无法形成合力。[17]

结   语

欧盟及其成员国与几内亚湾地区各国有密切的

历史联系，并在该地区拥有巨大的现实利益。欧盟

理事会于 2014 年发布《欧盟几内亚湾战略》，积极

参与地区安全合作。近五年，欧盟在几内亚湾安全

合作中表态坚决，出台多份政策文件，依托援助开

展具体项目，试图以发展促安全，改善几内亚湾安

全环境。然而，几内亚湾安全局势却持续恶化。这

反映出当前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政策与实践

脱节、缺少军事力量支持、国际安全合作缺乏实效

及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固有局限等问题。

当前，几内亚湾亟需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

综合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安全合作应在当地国家

的意愿和主导下开展，域外国家则应各司所长，

采取帮扶性举措，为消除安全隐患提供资金和军

事支持，推动地区国家建立起高效的安全预警和

信息分享网络，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实现地区东

道国与域外行为体的良性互动。几内亚湾已不再

是欧洲国家独有的势力范围，欧盟在今后的安全

合作中，应调整心态，秉持更加真诚与开放的态度，

同相关国家共同商议，吸纳有益经验，协同合作，

降低非洲国家对外来势力干涉主权的疑虑，减少

对国际社会参与的限制，从而使国际合作得到真

正意义上的推进，促进几内亚湾安全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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