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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朝鲜政策：从“阳光之乡”退回原路？

作者：孔珊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项目总监

译自英文原文，2013年7月2日发表于“38north”网站

原文链接：http://38north.org/2013/07/skahlbrandt070213/

 

近月来，中国表面上对朝鲜的态度愈发强硬，这体现了中国对这个不守规矩的邻国日渐不满。但尽

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的“阳光之乡”峰会上更加坚定地强调“无核化”，中国的

对朝政策仍旧遵循着“不战、不乱、无核”的战略优先顺序。习近平的讲话刚一发表，中国的专家们就开

始在言辞上回撤。[1] 中国政府的分析家们坚称，中国对朝政策的优先顺序并没有改变，并对外界认为中

国转变了对朝政策重心的评论表示惊讶。

要理解中国对朝政策及其变化的可能性，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轻易将中国政府愈发大胆的言论以及

出现在网络、媒体和学术圈的公众辩论误以为是中国国家政策的持久性改变。[2]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对朝政策似乎处在不确定性不断加深的状态中。自从朝鲜在2013年2月进行了

第三次核试验以来，并在整个春季不断发表交战宣言，北京就开始使用更加大胆的言辞，允许国内对朝

鲜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并且支持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3] 上周，习近平与北朝鲜的死对头——韩国领

导人讨论了朝鲜无核化的重要性。[4] 许多关于金正恩的讽刺笑话出现在中国的网络上，都没有遭到审

查。中国的战略家们表示说，有必要在中朝双边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和感情因素，以实现“正常邦交”。

许多中国的政策专家赞成中国应该重新调整其对朝政策，以更好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用一位分析家的

话说，“对于朝鲜不负责任乃至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径，中国应义正辞严地说‘不’。”[5]

然而，这些都不代表着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首要考虑仍

是防止武装冲突发生，避免大规模暴乱和（或）紧随其后的政权坍塌。虽然一个事实上有核的朝鲜在名

义上不被接受，但只要其在战略上与中国保持一致，中国政府就会比较容易容忍其存在。

中国的行动是战术性和短期的，而不是战略性和持久性的；这些行动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秉承的对朝

政策优先顺序。虽然长期来看，中国对朝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还是有可能的，但近期这种改变不太可

能发生。尽管朝鲜的核试验和再三挑衅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中国政府仍然认为保持金氏政权

的存系于己有益。不论发表了多少关于无核化的言论，中国还是不愿意，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通过对朝

鲜实施惩罚性措施来迫使其放弃核武器。中方的一致观点是哪怕中国政府对朝鲜采取惩罚措施，也并不

能成功迫使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6]

北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朝鲜表示失望来阻止其不断地进行挑衅，因为中国认为这些挑衅会促使美

国升级其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并加强在东北亚的军事演习。中国还致力于阻止日本和（或）韩国

发展其核武力量。但中国的分析家们说，中国政府是想建立一些行为规范来促使朝鲜重回对话，而不是

抛弃朝鲜或是加速其政权发生变化。

中国这些表示不满的行为本身可能确实是有意义的，但一些外国人误解了北京对朝鲜公开表示的愤

怒，把它们理解为是政策变化的表现。这种愤怒是真实的，但在性质上与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愤怒完全

不同。中国的分析家们常常将朝鲜称为中国的一个难以驾驭的共产主义小兄弟。这种比喻抓住了中国对

朝鲜的复杂态度的多个层面。首先，这意味着北京与朝鲜仍旧保有一种亲近的关系。对待一个不听话的

弟弟要进行管教，而不是抛弃，或者是将其交给警察。这种比喻还抓住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深深的坚

定信念，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谨慎的外交，这个不听话的弟弟还是可以被训教回正途的：这条正途

就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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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认为需要缓和朝鲜的不安全感，包括通过美国在对朝谈话中采取更加灵

活的立场来实现。甚至在中国的分析家们发现金正恩的行为越线时，依然同情朝鲜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存

亡的恐惧。[7] 这种情愫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专制政权倒塌之后更为强烈了。北京确信，西方最终会同样

寻求颠覆朝鲜的政权，并决心阻止其发生。[8]

然而，尽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官方评论员看似同意北京最多只能对朝鲜进行温和责备，但对于这

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国的克制所付出的代价将可能是完全接受朝鲜成为有核

国家，或者容忍朝鲜更多的好战举动，这些都将进一步威胁到中国保持地区稳定这一头等大事。

对中国政府而言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对朝鲜的影响力还可以为其提供与韩美政府打交道的筹

码。中国的分析家们公开探讨了美国是否会考虑为获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更多的合作而降低其对那些与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海洋主权争议的地区同盟国的支持，而海洋主权纠纷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外交政策挑

战。[9] 一位分析家说，如果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动力”以强硬态度对待朝鲜。

但至今为止中国还是避免了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实际交换。中国不愿意对朝鲜施加过多压力，这体现

在北京曾多次尝试尽可能迅速地使朝鲜新一轮的挑衅淡出视线。在这方面，中国遵循的是其针对朝鲜惯

用的“后挑衅”策略。在5月份朝鲜人民军次帅崔龙海访华后，中国外交官试图让美国相信朝鲜问题已经出

现了有意义的进展，但没什么效果。中国外交官还对日本首相安倍的顾问饭岛勋的“秘密”朝鲜之行倍感

鼓舞，将其吹捧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在上月朝鲜副外相金桂冠访华之后，中国外交部表示紧张形势

已经得到绝对缓解。[10] 同一天，外交部附属智库的一位分析家撰文称，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了。[11] 另一名官员则高呼，“朝鲜半岛已经重归平静！”[12] 中国外交官向美国和韩国的外交

官强调朝鲜已经宣布将准备好与美韩两国对话，并积极说服美国放宽重启对话的条件。[13] 一位分析家

说：“你不能打开了门，却建了一个高高的门槛仍然堵着不让他们进来。”[14] 北京的一些人认为美国政

府强硬的朝鲜政策和朝鲜政府的行为一样，都应该为升级的紧张形势负责。[15]

尽管中国对联合国的制裁给予了更多的公开支持（这是在通过谈判削弱制裁之后），而且对制裁的

执行比以前要好。[16] 中国政府在言辞上向西方外交官保证说中国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制裁，但外

界却看不到实际的进展。同时，中国的官员和专家们多次强调说制裁的执行必须是适当、适度的，目的

只是在于使各方重返对话，而不是摧毁或者削弱朝鲜政权。[17]

2013年5月7日，中国银行宣布要关闭朝鲜的外贸银行帐户。这一举动引人瞩目，掀起了外界对北京

终于要采取重要行动制裁朝鲜的猜测。但是数月来，朝鲜已经限制使用主要的中国的银行帐户以防止被

审查。被用来进行贸易交易的往往是第三国的银行，或中国的省级银行，与中国较大的国有银行相比，

前两者在运营上有着更多的自主权。另外，许多朝中之间的贸易完全绕过了银行系统，都是通过中国的

贸易公司进行现金交易，以金子或宝石甚至是以物换物的形式来进行付款。作为制裁的副产品，国营贸

易公司的业务活动反而增加了。[18]

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这些外贸银行帐户采取直接措施。美国试图通过多边制裁来

达到此目的，但中国在联合国对这些多边制裁予以反对。所以，美国在3月份单方面对这些帐户进行制

裁，达到了即时冷却帐户的效果。[19] 中国银行高调的行动碰巧在韩国总统朴槿惠访美期间发生。中国

知道朝鲜问题是韩美两国会谈的首要问题之一，而中国较大的几家银行对与朝鲜开展业务表示回避必定

会受到欢迎。

现实是北京供应朝鲜的生命线仍旧稳固地存在着。中国对于朝鲜的经济生存至关重要，供应着朝鲜

大部分的食物和能源进口，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对这些供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吉林省的官员说，在2月份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刚过去后的几个礼拜，边境执行了更严格的检查，[20] 运往朝鲜的货物也有些微的减

少。官员们称，贸易公司基于所感知的政治风险以及中央政府会如何应对的不确定性作出决策。这些公

司寻求并得到中国政府的保证说他们应该继续在边境省份如往常一样运转业务。[21]

同时，黃金坪（Hwanggumpyong Island）联合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加快了步伐，表明两国正朝着他

们所谓的“双岛经济区”目标迈进。[22] 新的卫星图显示自2012年12月朝鲜发射火箭致使中国支持联合国

制裁决议以来，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大部分已经完成。[23] 中国在朝鲜边境沿线继续投资建设基础设

施。在一个63亿美元的项目中，中国正在延吉市外建设一条高速铁路：这是将朝鲜向中国经济轨道拉拢

的三个计划的其中之一。[24] 数百万美元被投资用于在该地区建设新的高速公路和桥梁。此外，中国还

批准了一项计划，要建设长为61英里的传输电缆将朝鲜的罗先与中国在珲春的国家电网连接起来。在张

成泽去年8月访华后，中国建立了一个30亿人民币（约合4.9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投资朝鲜。

大多因为与中国强劲的经济关系，朝鲜虽然从2008年以来与韩国的贸易大幅减少，并在2009年经历

了灾难性的货币改革，但总体经济形势仍持续改善。[25] 平壤不断展现着令人惊讶的繁荣征兆，2012年

还实现了贸易顺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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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决心维系朝鲜政权并将其更深地吸纳到中国经济中来。中国通过帮

助保证其活力或者至少是继续存在来扶持金氏家族政权，以缓冲所感知到的美国在东北亚的扩张。中国

还期望经济上的依存可以对朝鲜施压，增加其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能性，中国把经济改革认为是解决朝鲜

问题的最终办法。北京不仅认为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表明了这样的进程可以增加国家和政党生存的可

能性，还害怕减少与平壤的经济依存会导致政权的坍塌。[27] 金氏三代政权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也参观

过中国的经济特区，但朝鲜却似乎没有兴趣复制这一模式。[28] 但是中国仍然对朝鲜接受经济改革抱有

希望。

尽管在金正恩接管政权后两国关系出现紧张和恶化，北京还是坚持支持朝鲜。2011年12月金正恩成

为领导人，自此事态就开始向不好的方向发展。[29] 一位中国的战略家叹息道，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给

予朝鲜帮助，而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政府在发射卫星和进行核试验之前甚至都懒得通知中国。[30] 另

外，中国还不得不苦于应付朝鲜5月份绑架中国渔民的事件，该事件导致双方进行了十天的对峙，并令中

国领导层被质疑其保护本国公民的能力，非常为难。[31] 北京的一些人认为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对朝鲜

过于纵容，才导致朝鲜出格的行为。中国政府对朝鲜违反国际法并没有过多忧虑，其更关心的是朝鲜是

否漠视中国。自上台之后，习近平就表示有意要为平壤制定一些家规，使金正恩不再在不警告和忽视北

京的恳求的情况下做出挑衅行为。

中国的分析家指出，习近平的父亲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是同属一辈的革命家，但金正恩却对习近

平没有表示出多少对长辈的尊敬。尤其是在注重尊敬长辈的儒家文化下，一个30岁的来自孤立国家的政

治新人不断违背一位60岁的领导着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大国的经验丰富的政治领袖时，这种状态让人不

太舒服。同时，朝鲜仍然对中国政府抱有高度怀疑，越是依赖中国生存，越是感到怨怒。[32] 朝鲜人认

为中国政府背叛了革命事业，投向了资本主义，与西方做交易。这种不信任的结果就是，朝鲜甚至不允

许作为其防务条约同盟国的中国来观察其军事演习。

虽然媒体和专家有更多的空间进行讨论，但包括2009年“传统派”和“战略派”之间的辩论先例证明，

这些讨论并未能够导致政策变化。[33] 对朝鲜的挫折感总的来说体现了代群之间的分歧，年轻人在互联

网上对朝鲜发表激烈批评，而年长的更为保守的民众则仍然主导着政策圈。随着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

认为朝鲜是个可怜、可憎的邻国，没人能排除这些观点如何会在长远的日后改变政策的可能性。而现

在，中国人民对朝鲜的看法和中国政府的做法之间是脱节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主要负责党际外交，在制定朝鲜政策中发挥着中心作用。[34] 中

国人民解放军也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因为中朝两国有着共同的战争史，并且朝鲜政策对

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较为温和的外交部一直以来在政策制定中处于从属地位，扮演着执行者的角

色。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这体现在2013年6月中朝两国外交部进行了首次战略性对话，但目前朝

鲜政策的制定仍然由传统主义者主导，而且这些人是在一个集体决策和极为官僚的惯性体系中运

作。[35] 中国最近上任的外交部长对朝鲜过去的表现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他基于这些观点采取行动

的能力受到外交部所处劣势的制约，也受到其地位从属于那些在现有政策中有既得利益的官员的约束。

一些中国的分析家甚至声称朝鲜的存亡对中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北京并不希望将全球的注意力

——甚至更坏的是中国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毗邻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失败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

响，这种紧张更加凸显：（1）主要由于中国在海洋争议中的表现，[36] 亚洲临海国家更加接受美国的

介入；（2）察觉到前不久还只将中国视为其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的缅甸政权“倒向”了西方的价值观，中

国不想被一些转变为与西方友好的政权包围，所以，在远程导弹和美国占据海上主导权的这个年代，尽

管朝鲜作为抵御美国及其盟国的缓冲区的绝对价值受到争议，但其存在对于北京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

义。

北京根本上仍然持有的观点是，相对于朝鲜来说，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地区战略利益带来了更大

挑战。[37] 中国的分析家们坚信美国领导的联盟正利用朝鲜为借口来加深其亚洲轴心，加强地区联盟，

扩展军事演习，并将导弹防御和军事部署移到亚太。[38] 中国官员告诉过美国官员，称美国在亚太地区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仅被认为是针对朝鲜，还被认为是针对中国。“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美国长远亚太战

略的重要工具”，一位中国的分析家说。他还说，美国把中国作为“旧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性主要战略对

手”，继续以朝鲜问题为幌子，“对中国进行新冷战”。[39]

所以，并不太令人惊讶的是，激发中国对对朝言论和讯息做出调整的主要因素是中国政府对美国

的“武力展示”和导弹防御措施的担忧。但中国的分析家说，不提其它更严厉的措施，中国的这些行动都

是冒风险的，即朝鲜会觉得丢了颜面而对中国进行报复，或者继续其现有的挑衅路线以表示自己不是中

国的管制对象。战略家们争论说，尤其是当中朝关系如此脆弱的时候，向朝鲜过度施压会导致后院起

火。有人甚至说北京只要向朝鲜施压，就会丢掉在朝鲜问题上具有的所有优势。[40] 中国面对的挑战

是，中国越是试图向朝鲜施加影响力，朝鲜就越是想方设法展示其独立性。所以，我们还需要许多年才

可能看到期待多时的中国对朝政策的变化。到那时，我们对中国政府寄予的最大期望是，如果不能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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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放弃核计划，那么就尝试说服朝鲜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并停止挑衅。

 

 

 

 

 

 

[1] 分析家们在“阳光之乡”峰会之后的发表的观点有：“无核化是长期目标：使朝方同意放弃核武器

会是更好的解决办法”；“美国在无核化上的立场能否更加灵活？美国是否愿意先将注意力放在防扩散

上，然后再逐步达到无核化？”；“中国不想看见一个有核的朝鲜，但是没有美国的紧迫感”；“当无核化

是一个目标时，它是长期目标，而且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我们需要得出一个更宏观的解决方案。

我们应该用安全保证来换取朝鲜放弃核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服朝鲜放弃武器升级材

料，但是至少可以要求朝鲜冻结核武计划和活动”；“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半岛无核化，但是坦率地

说，在过去七年里，朝鲜已经在发展核能力上走过很长一段路了”。笔者的采访，2013年6月。

 

[2] 许多西方记者、分析家和官员在过去的几个月认为中国已经做出了政策转变。《前美国高官：中

国受够了朝鲜》[“Former top U.S. official: China getting fed up with North Korea”]，《外交政策》，

2013年4月5日；Mark Landler, 《美国察觉中国的政策变化，与中国讨论朝鲜问题》[“Detecting Shift,

U.S. Makes Case to China on North Korea”]，《纽约时报》，2013年4月5日；《凯利称：中国对朝鲜核

武计划的立场“坚定不移”》[“China says ‘very firm’ with North Korea on nuclear program: Kerry”]，路透

社，2013年 7月1日；《奥巴马称中国对朝态度变强硬》[“Obama says China getting tougher on North

Korea”]，美联社，2013年6月18日；Sangwon Yoon和Henry Sanderson,《中韩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态

度一致》[“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Leaders in Accord on North Korea”]，彭博新闻社，2013年6月27

日。

 

[3] 与之相反，在2010年朝鲜袭击韩国延坪岛和天安号护卫舰事件发生后，唯有中国支持朝鲜，并

批评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增加了地区驻军。《中国和朝韩黄海冲突》[“China and InterKorean Clashes in

the Yellow Sea”]，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报告N°200，2011年1

月，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northeastasia/northkorea/200chinaandinter

koreanclashesintheyellowsea.aspx。

 

[4] 习近平和朴瑾惠发表的联合声明实际上并未提及朝鲜：“双方一致认为，有关核武开发严重威

胁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及世界和平与稳定。”因为韩国政府早前已声明习近平对朝鲜掌握核武器表

示反对，所以韩方后来又阐明说：“两国领导人已达成共识，认为不应认可朝鲜掌握核武器，双方应追求

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没有体现在联合声明中”，《中韩峰会后韩国政府转变言辞》[“Government twists

language after summit with China”]，《韩民族日报》国内新闻[The Hankyoreh: The National]，2013年

7月2日。

 

[5] 陈向阳，《中国应掌握半岛问题战略主动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13年4月16

日。http://www.cicir.ac.cn/chinese/newsView.aspx?nid=4697。

 

[6] 许多中国分析家认为朝鲜的核武计划是无法进行谈判的，没有任何压力可以诱使朝鲜放弃核武

（至少在美国没有单方面做出根本性让步的情况下不会实现，而让美国做出让步又几乎没有可能）。有

少数分析家认为无核化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要实现无核化所需要的压力哪怕不

会带来政权的崩溃，也会造成半岛的不稳定，而这两种结果都比一个事实上有核的朝鲜要坏。笔者的采

访，2013年5月、6月。事实上，没有一个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在非政权变更的情况下会自愿放弃核能

力。Bonnie Glaser、Scott Snyder、SeeWon Byun和David Szerlip, 《应对朝鲜半岛的变化：美韩中协调

所面临的障碍》[“Responding to Chang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mpediments to U.S.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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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oordinatio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的一份报告，2010年5月。

 

[7] 一位分析家说，与美国将朝鲜的战争挑衅行为归于“政体的本性”不同，中国认为“是因为朝鲜非

常麻烦的外部安全环境”。他接着说，“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并给予朝鲜安全保证”。

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另一位分析家则说，在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前，“我们必须让朝鲜相信他们

无需拥有核武器就能够享有真正的安全”。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

 

[8] “根据西方的看法，除非取代现有政权，否则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

 

[9] 据一位分析家说，“如果美国想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的话，它是否能使这场交易更具有吸引

力？美国是否愿意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态度更加灵活？例如，美国是否会放缓与日本的联合军演、军事

合作及对日提供军事支持？”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另一位分析家的看法则更微妙：“为了加强中美

在朝鲜半岛上的合作，我们需要超越半岛问题来看，要向中国保证其不是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标”，笔者

的采访，2013年4月。

 

[10] “近来半岛紧张局势出现了一些缓和的积极势头，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应予珍

惜。我们希望各方珍惜并抓住机遇，坚持对话接触，增进信任，改善关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关问

题，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向缓和方向发展，为尽早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继续为

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做出积极努力。”《外交部发言人就朝鲜副外相金桂冠访华情况等答

问》。中国外交部，2013年6月21日， http://www.gov.cn/xwfb/201306/21/content_2431566.htm。

 

[11] 专家：朝鲜半岛事态“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新华社，2013年6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1/c_124887728.htm.

 

[12] 笔者的采访，2013年6月。

 

[13] 除此之外，中国的分析家认为，自2005年“框架协议”以来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还要继续坚

持该文件中所达成的协议是不合理的。

 

[14] 中国的战略家一直建议美国先关注不扩散，接着再实现无核化。

 

[15] 据一位分析家所说，“中国想让美国协助保持地区稳定而不是火上浇油。不要给韩国和日本壮胆

使他们错判形势”。笔者的采访，2013年4月。

 

[16] 一个非常公开的违反制裁措施的例子是，朝鲜在2012年4月阅兵时展示的KN08导弹移动式发

射台就是中国制造的。随后在5月，在韩国釜山的一艘中国船只上查获了10公吨原本要运往叙利亚作为

导弹配件的石墨缸。《根据1974号决议成立的专家组报告（2009年）》[“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974 (2009)”]，文件编码S/2013/337, 2013年6月11日。但是中国对

制裁的执行纪录一直是不令人满意的。“中国在批准并应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第1718号决议和

2009年第1874号决议的国家中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有关朝鲜制裁执行情况的报告（II）》

[“Report regarding North Korea Sanction ImplementationII”]，国会研究服务处，2010年10月8日。见

第二部分E节中有关中国接二连三未对过境的朝鲜海陆运输货物进行充分检查的相关信息。

 

[17] 根据一位分析家的说法，“在执行联合国制裁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朝鲜的安全顾虑”。笔者的

采访，2013年5月。

 

[18] 一份制裁委员会最新发布报告中涉及一家总部设在中国丹东但在平壤有办公室的“金桓贸易有限

公司”（原文为拼音，此为音译），该公司试图将1800张用来制造炮弹的黄铜光盘运输到叙利亚。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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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为联合国委员会2009年4月指明的朝鲜龙峰总公司（Korea Ryongbong General Corporation）的前

沿阵线公司运转。联合国将这批货物的源头回溯到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一家设在大连的中国公司，

该公司在朝鲜市场有业务。《根据1974年决议成立的专家组2009年报告》[“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974 (2009)”]，文件编号S/2013/337, 2013年6月11日。要

了解基于脱北者的采访对朝鲜国营贸易公司更全面的分析，见John Park，《朝鲜有限公司：从最近的商

业活动中洞见朝鲜政权的稳定性》[“North Korea, Inc: Gaining Insights into North Korean Regime

Stability from Recent Commercial Activities”]，美国和平研究所工作文件，2009年4月。

 

[19] 美国依据第13382号行政命令制裁外国贸易银行帐户：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应作出制裁。美国财

政部新闻中心，《财政部制裁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有关联的银行和官方帐户》[“Treasury

Sanctions Bank and Official Linked to North Korean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grams”]，2013年3

月11日。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1876.aspx。Antoni Slodkowski和

Warren Strobel, 《作为由美国领导的制裁的一部分，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对朝鲜帐户进行制裁》[“Japan,

Australia to sanction North Korean bank as part of U.S.led crackdown”]，路透社，2013年3月26

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3/26/uskoreanorthbankidUSBRE92P04T20130326。

 

[20] 当时还有其它一些关于边检变得更为严格的报道。Ben Blanchard,《中国加强边境检察，但对

朝贸易依旧强劲》[“China Steps Up Customs Checks, but North Korea Trade Robust”]，路透社，2013

年4月30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4/30/uskoreanorthsanctionschina

idUSBRE93T15E20130430。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

 

[21] 笔者的采访，2013年4月。

 

[22] 中国和朝鲜在2011年6月宣布达成协议，要在鸭绿江上的两个与中国丹东相邻的欠发达朝鲜岛

屿上建立经济特区。尽管该份声明大张旗鼓，卫星图显示在过后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建设

的痕迹。《黃金坪经济区新的建设活动》[“New Construction Activity at the Hwanggumpyong Economic

Zone”]，三八线北[38 North]，2013年6月17日，http://38north.org/2013/06/hgp061713/。

 

[23] 同上。

 

[24] Jeremy Page, 《中国打造与朝鲜的联系》[“China builds up its links to North Korea”]，《华尔

街日报》，2013年6月8日。

 

[25] Go MyongHyun，《朝鲜的经济增长》[“Economic Improvement in North Korea”]，首尔峨山

政策研究院，简报第58号，2013年6月10日。

 

[26] Marcus Noland, 《非常重要：朝鲜实现收支盈余？》[“Hugely important: North Korea running

a current account surplus?”]，《朝鲜：蜕变的见证》[North Korea: Witness to Transformation]，彼得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年3月18日，http://www.piie.com/blogs/nk/?p=9647。

 

[27] 作为通过减少对平壤的帮助来鼓励其进行经济改革的尝试的一部分，中国已经逐渐将援助转化

为贸易，使中朝关系越来越商业化。例如，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对出口到朝鲜的食物和石油以市场价

格收费。见Stephan Haggard, Euijin Jung 和Alex Melton, 《中国是否还在补贴朝鲜?》[“Is China

Subsidizing the DPRK?”] (第1部分和第2部分), 《朝鲜：蜕变的见证》[North Korea: Witness to

Transformation]，2013年5月29日和2013年6月5日。http://www.piie.com/blogs/nk/?

p=10488和http://www.piie.com/blogs/nk/?p=10533。

 

[28] 金正日害怕改革不但不会带来中国式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带来东德式的政权坍塌。在当今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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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背景下，没有什么迹象显示金正恩倾向改革，即使他倾向于改革，也会发现几乎没有可能通过成功实

现经济改革带来的增长，来补偿将宣传机器公之于众所导致的政权合法性丧失。改革会要求他放弃对经

济的控制并抛弃他父亲和祖父主张的国家意识形态及留下的政治遗产，而这些都是他的政权合法性的基

础。所以朝鲜没有真诚地进行对外开放，而是采取“蚊帐式改革”，例如在罗先和其它经济特区进行的改

革，其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但不进行改革。孔珊[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朝鲜：商业实现对外

开放？》[“North Korea: Open for Business?”]，国际和平研究所，2012年1月13

日，http://theglobalobservatory.org/analysis/192northkoreaopenforbusiness.html。

 

[29] 孔珊[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中国朝鲜政策的递减效应》[“The Diminishing Returns of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三八线北[38 North]，2012年8月16

日，http://38north.org/2012/08/skahlbrandt081612/。令中国非常失望的是其无法使朝鲜加入到党派

间的战略对话中来，建立这种对话本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在2012年11月出访朝鲜的成果之

一。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李亲手带了习近平的一封信到朝鲜，据说信中包含了一条简单的讯息：

不要发射弹道导弹。12天之后，金正恩恰恰就发射了导弹。Choe Sanghun和David E. Sanger,《朝鲜执

意发射火箭》[“North Koreans Launch Rocket in Defiant Act”]，《纽约时报》, 2012年12月11

日。http://www.nytimes.com/2012/12/12/world/asia/northkorealaunchesrocketdefyinglikely

sanctions.html?_r=2&。

 

[30] “朝鲜在发起挑衅行为之前预先通报中国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笔者的采访，2013年4月。

 

[31] 发生这类事件时通常中国的船主付清罚金即可。这次事件所不同的地方之一是赎金离谱的高。

在中国政府的干预下，十多天后，船只和船员被释放，但也是在船主诉诸中国的社会媒体之后。《枪口

下的丹东捕鱼词典 傍艇费 帮艇费 绑艇费》，《南方周末》，2013年6月20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91557。事件发生时，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

论，呼吁中国政府“为朝鲜立下规矩，不然将被视为‘政府软弱’”，《中国若不给朝鲜立规矩 将被说成“软

弱”》，《环球时报》，2013年5月20日, 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305/3953088.html。

 

[32] 根据笔者在过去五年五次访问朝鲜所进行的访谈中观察得到。金正恩尤其下定了决心要追求更

加独立于北京。尽管在他上任初期，中国对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他还是不断地拒绝访华

邀请。相反，却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和缅甸派出高级官员，以吸引投资。孔珊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中国的朝鲜政策效益递减》[“The Diminishing Returns of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三八线北》[38 North]，2012年8月16

日，http://38north.org/2012/08/skahlbrandt081612/。

 

[33] 《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Shades of Red: China’s Debate over North Korea”]，

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报告N°179，2009年11

月，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northeast

asia/179_shades_of_red___chinas_debate_over_north_korea.pdf。

 

[34] Sunny Lee,《分析家：谁掌控中国对朝政策?》[“Analyst: Who Controls China’s NK Policy?”]，

《朝鲜日报》[The Korea Times]，2011年5月19

日，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1/05/120_87318.html。

 

[35] 虽然任何政府都有官僚主义惰性，但这一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的领导层是集体执

政，习近平必须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一致同意，才能做出包括改变朝鲜政策在内的任何重大

决策。

 

[36] 见《凶险水域：中日关系触礁》[“Dangerous Waters: ChinaJapan Relations on the Rocks”]，

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报告N°245，2013年4月；《南海翻波（I）》[“Stirring up the South China

Sea (I)”]，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N°223，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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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北京看来，美国将朝鲜演变为以中美关系为主轴的三边关系的一部分。

 

[38] “朝鲜半岛问题在美国的长期亚太战略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工具”，中国的一位分析家指出。笔者

的采访，2013年5月。另一位分析家说，“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为美国提供了发展导弹防御和加强地区盟国

关系的借口，也促进了遏制中国的政策。”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

 

[39] 任卫东，《必须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13年3月29日，

http://www.cicir.ac.cn/chinese/newsView.aspx?nid=4630。

 

[40] 笔者的采访，2013年5月。一位中国的分析家说在与朝鲜打交道的分工中，中国扮演的是“好警

察”，而美国扮演的是“坏警察”。他说这会加深如果中国也表现强硬时朝鲜会如何反应的不确定性。有分

析家还借用了被逼到墙角的动物发威的比喻。例如，许多人认为朝鲜不会自取灭亡，也永远不会因为其

政权会被废除而发动核武攻击。但也有担心认为，如果朝鲜政权认为自己难逃一死或会被载入史册，就

可能使用核武“甩尾一击”。笔者的采访，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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