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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合博弈
———以非洲和缅甸为例

彭 念*

［内容提要］ 由于中印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场处于相对优势 /劣势地位，中印有可能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

场形成竞合博弈关系。此外，随着中印对彼此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场互补性认识的提升以及双方面临其他能

源公司的强力挑战，中印对彼此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场的竞争者角色认知正在向补偿者转变。这一角色转变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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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能源进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在海外能源

市场竞争不断。不过，本文认为中印在海外能源

市场既存在竞争也有合作空间。为了完整论述这

一观点，本文引入竞合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本

文所指的能源领域仅限于石油天然气领域，不包

括诸如水电、新能源等其他能源领域。此外，本

文选取非洲和缅甸两个能源资源丰富，且中印均

对其展开能源合作的地区和国家来进行分析。

一、研究问题及理论框架

作为能源进口大国，中印均积极寻求稳定的

海外能源供应通道。非洲与缅甸以其丰富的油气

资源储备成为中印竞相争取的稳定能源供应地。
对中印在海外能源领域的互动，现有研究多从竞

争视角进行分析，并未讨论中印在海外能源领域

的竞合博弈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这一研究问

题: 何种情况下中印在海外能源领域进行竞合博

弈? 为有效解答这些问题，本文运用竞合博弈理

论来对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争与合作进行分

析，以期更完整地展现中印在海外能源领域的互

动，更好地推进中印在海外能源领域的合作。竞

合博弈理论 ( Co-opetition Game Theory) 最早由耶

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内勒巴夫和哈佛大学商学院

教授布兰登伯格在其著作《竞合: 一种在市场中

综合竞争与合作的革命思维》 ( A Ｒevolutionary
Mindset That Combin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arketplace) 中提出。他们认为市场中不

仅存在单纯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也存在既合作又

竞争的竞合关系。为了清晰地展现竞合关系的形

成，他们创造性地引入了补偿者 ( complementor)
这一角色。按照定义，当消费者同时购买公司和

参与者的产品时，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评价比单

独购买公司产品更高时，这样的参与者就是补偿

者。① 简言之，补偿者就是指能够提供互补功

能，从而增加公司产品价值的参与者。补偿者既

可以是同一类型的其他公司，也可以是不同类型

的公司，还可以是制度和组织等机构。公司与补

偿者的关系总体是先合作后竞争的模式，即合作

把蛋糕做大，然后在分蛋糕时进行竞争，获取最

大利益。与补偿者相反的则是竞争者，即减少公

司产品价值的参与者。由于市场的瞬息万变以及

公司战略的调整，竞争者与补偿者的角色并非一

成不变，而是可以实现转换的。
竞合博弈理论在经济管理领域掀起一股风暴

之后，也逐步被国际关系学界所关注。事实上，

无论是强调竞争的现实主义还是强调合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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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抑或是强调文化的建构主义都面临解释力

欠缺的窘境。而竞合博弈理论的出现则为国际关

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合作与竞争相互依存。正

如浙江大学研究员储昭根所言，“竞合”观点对

国际关系的启示是合作把安全、制度与认同的

“绝对收益”做大，然后在竞争中去获取自己的

“相对收益”。① 然而，学界未对行为体在何种条

件下选择竞合博弈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试

图在这一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将国际关系中的

体系因素与国家层面的角色认知结合起来分析国

家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竞合博弈。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体系因素一直是制约国

家行为的首要条件。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华尔

兹就曾指出，体系结构约束国家行为。② 因此，

一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是否选择竞合策略首先就

取决于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地位。一般而言，

如果一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特定地区或国家能源

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则该国将很有可能选

择竞争策略，以使收益最大化。如果一国在国际

能源市场、特定地区或国家能源市场上占据绝对

劣势地位，则该国将很有可能会被迫选择合作策

略以获取利益。如果一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或者

特定地区或国家能源市场上占据相对优势 /劣势

地位，则该国既无足够能力垄断市场，从而使自

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该国也没有必要通过完全

的妥协合作来获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就

有可能选择竞合博弈策略。具体而言，博弈双方

首先以合作增强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力以

获取能源项目，然后双方在项目内部通过竞争份

额等扩大自身收益。尽管如此，一国选择与哪国

进行竞合博弈则取决于两国之间的角色认知。正

如内勒巴夫和布兰登伯格所言，这是一个认知的

世界，认知驱动行为。③ 简言之，如果两国之间

互视对方为竞争者，则双方将不得不采取竞争策

略; 如果一方视对方为竞争者，另一方视对方为

补偿者，则双方要么竞争，要么合作。同样地，

如果一方视对方为补偿者，另一方视对方为竞争

者，则双方也是合作或竞争。只有双方都视对方

为补偿者，两国才最有可能采取竞合策略。即双

方先通过发挥互补性来合作获取项目，然后通过

竞争来扩大己方收益。
本研究中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地位被定义

为绝对优势、相对优势 /劣势、绝对劣势。同时，

印度既被定义为中国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争者，

也被定义为中国在海外能源市场的补偿者。而中

国则既可以被印度定义为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争

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印度在海外能源市场的补偿

者。本文的基本假设是 ( 表 1 ) : 当中印在海外

能 源 市 场 上 处 于 绝 对 优 势 或 绝 对 劣 势 地 位 时

( 中国占据绝对优势、印度占据相对优势 /劣势

或绝对劣势; 印度占据绝对优势、中国占据相对

优势 /劣势或绝对劣势) ，则不管中印之间的角

色认知如何，双方都会采取竞争或者合作策略。
只有当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处于相对优势 /劣势

时 ( 中国相对优势、印度相对劣势; 中国相对

劣势、印度相对优势) ，中印才有可能采取竞合

博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在海外能源市

场被印度定义为竞争者，且印度也被中国定义为

海外能源市场上的竞争者时，中印在海外能源市

场形成竞争关系; 当印度被中国定义为补偿者，

且中国也被印度定义为补偿者时，则中印在海外

能源市场形成竞合关系; 当印度被中国定义为补

偿者且中国被印度定义为竞争者，或者印度被中

国定义为竞争者且中国被印度定义为补偿者时，

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形成竞争或者合作关系。

表 1 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处于相对优势 /劣势时的

竞合博弈模型

印度对中国在海外
能源市场的定义

中国对印度在海外能源市场的定义

竞争者 补偿者

竞争者 竞争 竞争 /合作

补偿者 竞争 /合作 竞合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二、中印在非洲能源市场的竞合博弈

中国与印度均为能源消费大国，且严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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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进口。而非洲则以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备成

为中印青睐的稳定能源供应地。为此，中印均在

非洲展开了积极的能源外交，以强化与非洲国家

的能源合作。
( 一) 中印在非洲能源市场的地位

中国在非洲能源领域的投资呈逐步增多趋

势。截至目前，中国在能源领域对非洲投资超过

340 亿美元。① 与此同时，中非能源合作方式也

日趋多样化。这主要包括贸易合作、投资开发以

及金融支持的贷款换石油”。② 在石油领域，非

洲已经成为中国仅次于中东的第二大进口石油来

源地，约占中国进口石油的 20%。③ 目前，中国

已经与安哥拉签订了 “贷款换石油”协议，中

国与尼日尼亚、赤道几内亚等国的油气合作也取

得较大进展。④ 在天然气合作领域，中石油于

2013 年耗资 42. 1 亿美元购买了意大利埃尼东非

公司 28. 75% 的股份，从而间接获得了莫桑比克

鲁伍马盆地 4 区块项目 20% 的权益，这标志着

中国油气企业与非洲国家在天然气领域进行合作

的开端。⑤ 2016 年 4 月，中石油管道局与莫桑比

克、南非签署了莫桑比克 － 南非天然气管道项目

的联合开发协议。⑥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非洲能源市场的后来

者。与其他国家对非油气资源合作相比，中国存

在着合作内容贸易合作多，投资合作少; 获得方

式贸易油多，份额油少; 合作对象中小产油国

多，大型产油国少; 合作项目中工程服务多，区

块权益类少等缺陷。⑦ 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

年鉴 ( 2017) 》数据显示，2016 年非洲原油对外

出口最多的地区为欧盟 ( 103. 2 百万吨) ，中国

( 67. 9 百 万 吨) ; 印 度 ( 32. 5 百 万 吨) ; 美 国

( 25. 8 百万吨) 。⑧ 由此可见，中国在非洲原油

市场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同时，2016 年非

洲国家安哥拉、埃及、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尼亚液

化天然气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欧盟 ( 94 亿立方

米) ; 印度 ( 46 亿立方米) ; 日本 ( 30 亿立方

米) ; 巴西 ( 14 亿立方米) ; 阿根廷 ( 9 亿立方

米) ; 韩 国 ( 8 亿 立 方 米) ; 中 国 ( 5 亿 立 方

米) 。⑨ 中国在非洲液化天然气市场明显处于劣

势地位。综合起来看，中国在非洲油气市场处于

相对劣势地位。
非洲对印度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据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预测，2020 年印度从非洲

进口的石油将达到 102 万桶 /日，十年后将进一

步增加至 121. 1 万桶 /日。瑏瑠 因此，对非能源外

交已经成为印度对非外交的重要任务。2008 年，

印度 与 非 洲 国 家 在 “印 非 论 坛”签 署 了 《印

度 － 非洲框架合作协议》，较详细地阐述了印度

与非洲国家在石油市场合作的措施。瑏瑡 印度企业

还积极投资尼日尼亚、埃及、前苏丹、利比亚、
安哥拉、乍得、尼日尔、刚果 ( 布) 、科特迪瓦

及加蓬等非洲国家的石油产业。此外，印度与非

洲国家的石油合作还迈向机制化阶段。目前，印

度主要通过举办印非石油会议、向非洲石油业投

资、转让技术、提供各种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咨询

服务等力图获得更多的石油勘探、开发等商业机

会。瑏瑢 尽管如此，印度依然是非洲能源市场的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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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者。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 2017)》数

据显示，非洲出口到印度的原油仅是欧盟的1 /3，

非洲出口到印度的天然气也仅为欧盟的1 /2。由

此可见，印度在非洲能源市场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地位，至多也就是相对优势地位。此外，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 2017 ) 》数据显示，中

国在非洲原油市场上对印度具有相对优势地位，

而 印 度 则 在 天 然 气 市 场 对 中 国 拥 有 相 对 优 势

地位。
综上，中国在非洲能源市场的相对劣势地位

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通过完全的竞争策略来争夺印

度在非洲能源市场的份额。同样地，尽管印度在

非洲能源市场上拥有相对优势地位，但印度也无

足够的能力来将中国挤出非洲能源市场。此外，

中印分别在非洲原油和天然气市场占据相对优势

地位，这意味着中印在非洲能源市场既存在竞争

的可能性，也有合作的必要性。因此，从中印在

非洲能源市场的地位及中印之间在非洲能源市场

上的地位对比来看，中印都有可能在非洲能源市

场形成竞合博弈关系。
( 二) 角色认知与中印竞合博弈

尽管从体系层面的考察出发，中印有可能在

非洲能源市场形成竞合博弈关系，但中印最终是

否会形成竞合博弈关系还取决于中印对彼此在非

洲能源市场的角色认知。由于同为能源消费大

国、对外能源依存度高，加之主要的能源供应地

重叠，中、印双方都将彼此看作是非洲能源市场

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学者帕萨科认为印度在非

洲的能源外交不可能忽视来自中国的竞争，印度

在非洲石油市场越来越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①

中国学者李蕾也认为，无论是在历史渊源还是在

地缘优势上，印度都比中国在非洲能源市场更具

竞争性。因此，中国与印度在非洲的能源竞争将

非常激烈。② 亢升则认为，中印都希望博弈非洲

石油市场份额以获取廉价石油资源，但可供选举

的能源供应地有限。因此，印度加大博弈非洲石

油市场份额的力度势必会挑战中国在非油企。③

在这种竞争者角色的引导下，中印能源企业竞购

非洲主要油气田股权及开采权。2004 年 10 月，

中国石化与印度维德希 ( Videsh) 公司竞购壳牌

公司出售的安哥拉 18 号油田 50% 的股权。尽管

中石化获胜，但却付出了高达 20 亿美元的代

价。④ 2010 年 3 月，在收购乌干达石油区块时，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输给中海油，后者开价 25
亿美元收购 50%的股份。⑤

尽管如此，中印也开始改变彼此在非洲能源

市场上的竞争者角色认知。事实上，如果中印将

彼此定义为非洲能源市场的补偿者，则中印也可

以在非洲能源市场形成竞合关系，而非单纯的竞

争关系。按照补偿者的定义，对中国而言，印度

的参与将有助于中国推进非洲能源外交。同样

地，对印度而言，中国的加入也将有助于印度强

化非洲能源合作。也即是说，通过在非洲能源市

场的合作而非竞争，中印均可以增加己方所得。
换言之，中印双方都可以获取绝对收益。而在获

取绝对收益之后，中印再通过竞争来获取相对收

益。而实现补偿者角色认知转变的重要因素就是

双方对彼此互补性的认知。简言之，如果中印双

方均认为彼此在非洲能源市场上存在互补空间，

则双方将更容易形成补偿者的角色认知，从而最

终形成竞合关系。
从互补性来看，中国拥有充足的资金和高效

的管理，但面临西方能源巨头的强力竞争。因

此，中国希望与印度合作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

导地位的国际能源市场中获得与之对应的话语

权。⑥ 中国也乐意与印度在海外能源市场合作，

尤其是在与美国存在纷争的国家 ( 比如伊朗、
叙利亚及苏丹) ，以便使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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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个有利缓冲。① 此外，中国联合印度在比

较敏感的市场进行能源开采权竞标也有利于降低

风险。中国能源专家韩晓平就此指出: “因为是

中印两国共同投资开采的油田，任何第三方要对

此油田采取什么行动，就首先要考虑到中印两个

国家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方面的利益。”②

而印度也越来越难以承担与中国直接竞争的高昂

代价，转而希望与中国合作投资海外能源资源，

以缓解其资金不足和效率低下的缺陷。正如印度

能源部长艾亚尔 2006 年访问中国时所指出: “印

度与中国公司竞争海外油气资产只会对卖方有

利，不管哪一方中标，对中印都不利”。③ 因此，

在寻求海外能源资源时，中印应该通力合作而非

恶性竞争。印度也希望通过与中国在海外能源市

场合作来增强印度与西方能源巨头的竞争能力。
正如印度石油和天然气国务部长普拉丹在 2018
年 4 月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能源论坛部长级会议

所表示的，作为传统竞争对手的印度和中国，计

划联合利用它们的购买力来影响原油定价。④正

是在这种补偿者角色认知的塑造下，中印也逐步

在非洲能源市场进行合作。早在 2005 年 12 月，

印度信实工业有限公司就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达

成协议，共同在非洲进行石油勘探。2012 年 6
月，中石油与印度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双方同意

继续在油气资源勘探领域的合作，推进双方在叙

利亚和前苏丹的既有合作。⑤

三、中印在缅甸能源市场的竞合博弈

缅甸以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便利的地理

条件成为中印竞相争取的稳定能源供应地。在这

种背景下，中印均对缅甸展开了积极的能源外

交，强化与缅甸的能源合作。
( 一) 中印在缅甸能源市场的地位

目前，中石油、中海油以及中石化已经与缅

甸签署联合或单独开发 15 块油气田协议。其中，

中海油已经在缅甸获得 6 块油气田开采合同，中

石化则获得缅甸马胡当地区的 PSC － D 油气田，

中石油则是中国能源公司在缅甸获取油气田最多

的公司。截 至 目 前，中 石 油 共 获 得 若 开 地 区

AD －1，6，8 三块油气田; 土元当的 ＲSF － 2 和

戈威乔的 ＲSF － 3 油气田; 德玛的 IOＲ － 3 油气

田和马胡当的 IOＲ － 4 油气田以及那莱迪温的

PSC － F 油气田。不过，自 2011 年缅甸开放油气

田公开招标之后，大量 西 方 ( 意 大 利、法 国、
澳大利亚等) 和亚洲 ( 泰国、马来西亚、韩国、
印度等) 能源公司开始进入缅甸能源市场，对

中国能源公司构成巨大挑战。尽管中国在缅甸已

经招标成功的 38 个油气田中获取了 15 个，但这

些油气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通过公开竞标获取

的，而是政府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此外，在

2013 年缅甸进行的油气田公开招标中，只有一

家中国公司在竞标名单之中，而印度则有多达 7
家公司。⑥ 由此可见，中国在缅甸油气资源领域

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且中国还越来越面临

来自西方和亚洲能源企业的挑战。
在管道天然气领域，中缅在 2009 年 6 月正

式签署建设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的能源合作计

划。这一耗资 25 亿美元的油气管道也是迄今为

止中缅能源合作中投资额度最大的能源工程。该

工程由中石油 ( 占股 50. 9% ) 联合缅甸石油天

然气公司、韩国大宇国际集团以及印度石油天然

气公司海外投资公司和印度天然气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该管道全长 2402 公里，其中石油管

道起始点位于缅甸若开西海岸的马德岛，途经曼

德勒、木姐、瑞丽、昆明、贵阳最终抵达广西贵

港。按照计划，石油管道在投产初期年均输送

1000 万吨原油，进行正常运营期后提升至 2000
万吨，并维持 30 年的运营期。天然气管道始自

若开西海岸的胶漂港，经过曼德勒、木姐、瑞

丽、昆明、安顺、遵义，最终到达重庆。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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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计划每年输送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连续输

送 30 年。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自 2010 年开始动工

建设，天然气管道于 2015 年开始输气，石油管

道于 2017 年开始输油。尽管如此，在缅甸管道

天然气领域，中国面临泰国的强力竞争。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 2017 ) 》年数据显示，

2016 年缅甸管道天然气出口最多的国家是泰国

达 88 亿立方米; 中国达 39 亿立方米。① 由此可

见，中国在缅甸管道天然气领域也未占据绝对优

势地位。总体而言，中国在缅甸能源市场不占据

绝对优势地位，至多也就是相对优势地位。
印度也积极与缅甸加强能源合作，试图将缅

甸打造成稳定的能源供应地。1998 年，印度天

然气管理有限公司与两家经缅甸政府授权核准的

外国石油开采企业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商定缅

甸每天输送印度 28 万立方米天然气，供西孟加

拉邦和奥萨里邦使用。输气方式使用铺设陆路输

气管道或者浅海输气管道。后来，米佐拉姆邦也

列入输气线路之内。② 2002 年 1 月，印度政府控

股的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印度天然气管理有限

公司与韩国大宇国际天然气公司、缅甸石油天然

气公司联合开采位于若开邦，靠近史迪威港的瑞

天然气项目 A － 1 气田。③ 2007 年 9 月，印度石

油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海外投资子公司与缅甸石油

天然气公司签署天然气生产共享合同。合同规定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在缅甸三个深海气田 AD －
2、AD －3 和 AD －9 与缅甸共享该地区天然气的

产出。④ 2010 年 3 月，印度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的海外投资子公司和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缅甸

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机器解决方案有限公司就缅甸

陆地气 田 中 的 两 块 气 田 签 署 油 气 共 享 合 同。⑤

2014 年，印度石油有限公司以及其合作伙伴墨

卡托石油 公 司 在 缅 甸 取 得 两 块 油 气 田 M － 4、

YEB。⑥ 尽管如此，印度也只是缅甸油气资源领

域的后来者。事实上，在缅甸已经招标成功的

38 个油气田中，印度只获得了 8 块左右。由此

可见，印度在缅甸能源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综上，尽管中国在缅甸能源市场占据相对优

势地位，但中国并无足够能力将印度挤压出缅甸

能源市场。同样地，印度在缅甸能源市场的相对

劣势地位决定了印度需要与中国合作来扩展印度

在缅甸能源市场的份额。因此，中印在缅甸能源

市场的相对优势 /劣势地位使得中印有可能在缅

甸能源市场进行竞合博弈。
( 二) 角色认知与中印竞合博弈

正如上文所言，中印对彼此在缅甸能源市场

的角色认知决定了中印在缅甸能源市场的互动模

式。由 于 缅 甸 东 南 部 的 两 大 油 气 田 耶 德 那

( Yadana) 和耶德贡 ( Yetagun ) 主要出口泰国

以及供国内消费，中印均难以涉足。这导致中印

将目光放到缅甸中南部若开邦近海地区的油气

田，希望扩大己方所占份额。在这种背景下，中

印均将对方视为缅甸能源市场的竞争者。比如，

印度学者图里·辛哈就认为缅甸已经成为中印寻

求能源供应的一个主要通道，两国在缅甸能源领

域展开竞争。⑦ 库普扎也指出，虽然印度奉行与

中国相处而非直接竞争的政策，但在缅甸，印度

却与中国在能源领域以及政治影响力方面进行直

接竞争。⑧ 前印度驻缅大使巴哈蒂亚在其 2016
年出版的最新著作中也明确指出，与中国竞争是

印度对缅能源外交的“推拉”因素。⑨ 他还以中

缅油气管道为例指出: “我们没有一个战略准备

从缅甸跨越印度东北部修建天然气管道，或者以

液化天然气的形式从缅甸输入天然气。而中国则

敏捷地抓住机会，通过修建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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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抢走了所有天然气。”① 中国学者赵

洪认为，来自缅甸瑞气田的天然气已经成为中印

关系中的争议性问题，阻碍了中印在能源领域的

合作。② 龚明也认为，中印在缅甸能源领域展开

竞争。③ 正是在这种竞争者角色认知的作用下，

中印竞相购买缅甸瑞油气田油气资源。2004 年，

印度石油部长提议修建 1000 公里长的跨境输气管

道，从缅甸进口天然气。2006 年 3 月，印度总统

卡拉姆访问缅甸专门就瑞气田能源合作与缅甸政

府签订谅解备忘录。然而，2007 年 3 月缅甸政府

却宣布不准备通过管道向印度出口天然气，甚至

液化天然气也不再考虑，而是倾向于修建一条长

达 900 公里的通往中国边境的管道。④ 同年 8 月，

缅甸正式宣布与中石油签订瑞气田供气协议，印

度失去了从缅甸进口天然气的希望。⑤

尽管如此，中印在缅甸能源市场也具有一定

的互补性。比如，中国有充足的资金、成熟的技

术、良好的设施和高效的管理。而印度尽管有相

对成熟的技术和配套的设施，但资金不足且决策

效率低下。法国学者厄格勒托就曾提醒道，印度

将失去在缅甸的大部分工程除非印度的合同方能

够提供更好、更高效的工作。⑥ 缅甸地质学家乔

伊也指出，尽管印度石油公司被认为更专业，但

是中国却更高效快捷。⑦ 因此，中印可以在缅甸

能源市场展开多边合作进行优势互补，既各取所

需，又降低投资风险，最终达到三方共赢的能源

合作格局。并且，在多个利益相关国之间合作开

发能源资源将会产生高额利润，特别是在能源生

产、加工、营销和分销方面。因此，在中印缅内

部形成这样的一种共享、分配和利用机制也将带

来高额利润，特别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的邻近地区

更是如此。⑧ 正是认识到双方的互补性，中印在

缅甸能源市场的合作才开始出现。2010 年，印

度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海外投资子公司和印度

天然气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2. 5 亿美元参与修

建中缅天然气管道，并分别取得该管道 8. 34%
和 4. 17%的股权。

此外，自 2013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

问印度正式提出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来，

加强中印缅孟四国能源合作就成为该经济走廊的

重要潜在合作领域。作为该地区重要的次区域合

作框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承载着加强地区

经济整合、政治互信及文化繁荣的重要功能。建

立一个作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基石的能源网

络的愿景，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而又实际的实现区

域合作，并加强四国相互利益和相互依存的渠

道。⑨ 随着经济利益的产生、相关设施的完善以

及各种目标的实现，四国将更加依赖这种能源网

络进行合作。并且，当四国共同构建的能源网络

成熟之后，其还能够成为连接东南亚、南亚及中

东的能源交易枢纽。在这一方面，中国应该发挥

引领作用，优先强化与缅甸在 “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合作框架下的能源合作，通过与缅甸的

合作来开拓孟加拉国和印度能源市场。瑏瑠 此外，

更为重要地是，中国应该利用这种优势在 “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合作框架内设置能源合作

议题，提出多边能源合作倡议和具体的能源合作

项目，通过已经形成的能源优势来主导设置地区

能源网络，通过制度安排来吸引印度、缅甸及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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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合博弈

加拉国参与，共享制度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不

仅各方进行能源合作的成本降低，四国还会逐步

培育起区域合作意识，从而巩固并保障地区能源

网络的 顺 畅 运 行。除 此 之 外，中 印 还 可 以 在

“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以及南亚区域

合作组织框架内展开能源合作。在这些合作框架

中，中印两国作为能源需求大国，可以积极促进

平台内的能源合作，提高作为能源买方的话语

权，增强能源价格博弈能力。①

结 语

本文通过中印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场的地位

及双方对彼此在这些海外能源市场的角色认知来

分析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合博弈。通过分

析，本文发现中印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场的竞合

博弈首先是由双方在这些海外能源市场的相对优

势 /劣势所决定的。换言之，只有在中印在非洲

和缅甸能源市场均不占据绝对优势 /劣势的情况

下，中印才有动力和意愿去在这些海外能源市场

进行竞争和合作并存的竞合博弈; 否则，中印要

么是单纯的直接竞争，抑或是单纯的妥协合作。

不过，即便满足体系层面的要求，也并不代表中

印就会在这些海外能源市场进行竞合博弈。这主

要是由中印对彼此在非洲和缅甸能源市场的角色

认知所决定的。研究发现，在中印将彼此视为非

洲和缅甸能源市场的竞争者时，中印就很有可能

在这些海外能源市场进行直接竞争。但是当中印

开始转变这种固有认知，转而认识到双方的互补

性时，中印就有可能在这些海外能源市场进行合

作。这种互补性一方面是双方在海外能源市场面

临其他能源巨头的强力竞争，另一方面也来自双

方能源企业的比较优势。这种认知角色的转变促

进了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合作，也有助于中印

在海外能源市场形成竞合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

保障双方的利益。未来，随着中印对海外能源需

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对能源安全关注度的提高，

双方更有必要拓展深化在海外能源市场的合作，

以提升中印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话语权。与此同

时，中印两国能源企业也需要进一步发挥比较优

势，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扩展合作，公平竞争，

推动各自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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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Indo-US Interaction o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Lobsang Tsering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launched series of strategic dialogue institutions covering
alomst every area of the world． The defense ministers of both countries has decleared their determination in
delvelping the Indo-US security interaction into a lincpin for global security．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evolvment， target， and future scenario of such an engagement．

Discourse Analysis of Sino-Indian Strategic Ｒelations
Liu Siwei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n existing statements about Sino-Indian strategic relations since 21 century
and conducts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countries  discourses on Sino-Indian strategic
rel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ty and instability． Indian side is more likely to view and describe China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Chinese side prefers to use positive discourse and expects the two countries to become
strategic partners， although Chinese strategic and academic community recognized tha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expanding． Both countries judgment and discourse on Sino-Indian ties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Both sides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plexity of Sino-Indian strategic
ties and make a more accurate and clear utterance in order to prevent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s．

China-India Co-opetition in Overseas Energy Market-Case Studies of Africa and Myanmar
Peng Nian

Due to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f China and India in African and Myanmarnese energy
market， a co-opetition in the two markets is very likely． The competitor perception involving China and India
in the two markets is transforming into a perception of complementors， thanks to a ris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energy companies in overseas energy markets as well as the rising
challenges from other energy giants．

Indias Aid to Afghanistan: Policy Considerations， Major Contents and Ｒestraints
Li Jijun

This paper discussed India  s aid to Afghanistan after 2001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its policy
considerations， main elements and restraining factors． It is discovered that Indias aid to Afghanistan has been
expanded from humanitarian aid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o diplomatic measures and assistance to ANSF，
among others． Such an aid is constrained by factors comprising the withdrawal of Western powers security
forces， terrorist attacks on Indian target in Afghanistan， New Delhis grave doubts on peace talks with Taliban，
the role of Pakistan and so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