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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带一路”
与“两洋战略”
背景下，基于各种目标的战略与工程被大量提出，并进行了论

证。其中关于开发克拉运河的提议，被认为具有破解“马六甲困局”的重大意义。对此，本文运用
ＶＲＴＳ 分析法，从战略价值、战略风险和开发时机、开发（时序）策略四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指出该提
议存在战略价值高估、战略风险低估，
以及战略时机误判和战略时序安排不够合理等问题，建议暂
时搁置，并探索其他可行替代方案。本文关于开发克拉运河的分析，对于其他战略项目论证也有一
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克拉运河；马六甲困局；
ＶＲＴＳ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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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运输高度依赖于马六甲海峡，并形成了所谓的
“马六甲困局”。开发克拉运河
或将部分发挥对其的替代作用，
提升中国远洋运输的效率及安全水平。但开发克拉运河的合
理性与可行性，
仍有待创新分析方法，
从价值、
风险、
时机、
策略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这对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其他战略项目合作，也有参考作用。

１

开发克拉运河相关研究与分析框架

１．１ 相关研究评述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
联结安达曼海和南海，
是国际航运最繁忙的
海峡之一，
也是中国至关重要的能源海运通道。目前中国是马六甲海峡的第一大使用国，
每天
经该海峡的船只中有 ６０％左右来往于中国，
而中国 ８０％的进口石油以及 ５０％的进出口货物都要
［１］
经过这一海峡 。同时，
马六甲海峡浅滩多、
淤积重、
海盗猖獗、
事故频发（事故率高达苏伊士运
河的三倍，
巴拿马运河的五倍之多），
加之海峡沿线美国的军事存在，
业已成为中国能源运输亟
待破解的高风险节点。在此背景下，
关于中国推动开发泰国克拉运河的设想引起广泛关注。
有分析认为：从自然条件来看，克拉地峡东西两端皆为岩基海岸，浪平风静，开凿的自然
条件优越［２］。开发克拉运河有利于缓解国际航运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破解所谓的“马
六甲困局”［３］；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中国“两洋战略”实施，并对中国推行海洋强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０２； 修订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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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中国更快捷地沟通全球贸易伙伴，支撑中国经济飞速增长。
战略产生重大影响［３］；
也有分析认为：在当前国际政经形势下，
开发克拉运河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
家利益，
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从战略上看，克拉运河并不比马六甲海峡更安全，如
果把我国的安全关切仅仅寄托在克拉地峡，
将会比马六甲更加危险［４］。克拉运河项目目前面
临着“经济可行性不确定、泰南局势不稳以及泰国政府效能不足等内政问题、东南亚地区地
缘经济和政治形势复杂等”
不利因素［５］。
关于是否应当开发克拉运河的分析，由于方法和视角不同，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倒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基于能源安全、
经济效益、
地缘关系
等各方面的考虑，关于克拉运河的开发价值、
开发风险、
开发时机与开发策略，仍有待更为综
合深入的分析。
１．２ ＶＲＴＳ 分析方法及其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比较
本文运用 ＶＲＴＳ（Ｖａｌｕｅ、
Ｒｉｓｋ、
Ｔｉｍ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分析法，将其作为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复核
法，从战略价值、战略风险、开发时机、开发（时序）策略
四个方面，对开发克拉运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做更为深
入的分析。
所谓 ＶＲＴＳ 分析，是指坚持审慎原则，聚焦价值、风
险、时机、策略四个方面，对设想中的战略举措进行合理
性与可行性分析。其中，战略价值分析（Ｖａｌｕｅ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侧重评估战略价值预期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为了
达到一定目的而刻意高估战略价值，或因为潜在条件挖
掘不够而低估项目战略价值的现象。战略风险分析
图 １ ＶＲＴＳ 分析流程图
（Ｒｉｓ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侧重评估战略风险预期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或者因为观察角度和专业局限，而低估了项目战略风险的现
象。战略时机分析（Ｔｉｍ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则要在综合考虑项目战略价值和战略风险的基础
上，对于可选择或待选择项目，
进一步评估项目推动时机是否恰当的问题。战略（时序）分析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侧重考虑策略实施顺序如何安排的问
题，避免总体战略推进无序。ＶＲＴＳ 分析流程如图 １ 所示。
与通常采用的 ＳＷＯ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ｒｅａｔｓ） 分析法相比，
ＶＲＴＳ 分析法有两大特点（表 １）：
一是更为注重对预期价值和潜在风险把握的精准性，考察是
否存在战略价值高估和战略风险低估，
是否因为某种需要而夸大了项目上马的必要性、
可行
性；二是更为注重对
战略举措的动态化
管理，考察时机选择
是否恰当，策略编排
是否合理，以避免因
夸大价值、低估风
险，而造成时机与策
略选择上的盲动。因
此，评估中国在当前

表 １ ＶＲＴＳ 分析与 ＳＷＯＴ 分析比较
隐含条件
运用选择
价值评估
风险评估
时机评估
策略评估

ＳＷＯＴ 分析
目标已经选定；
实施主体有 ２ 个或多个
侧重考察实施主体的竞争力水
平，
以及实施的内外部条件
无
不太注重（仅有挑战分析）
不太注重（仅有机遇分析）
无

ＶＲＴＳ 分析
目标仍有待评估；
实施主体可以是 １ 个，也可以是多个
侧重考察目标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行
性，以及实施时机和策略的合理性
注重
注重
注重
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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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开发克拉运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显然更适用 VRTS 分析法。

2

开发克拉运河的战略价值与风险分析

开发克拉运河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其作为替代性战略通道的安全价值、
经济价值和地缘
经济技术和地理地缘环境的分析可知，上述三大预期价值
政治价值。但基于全球运输网络、
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
２．１ 预期安全价值及风险分析
海上交通线对于沿海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开发克拉运河确实可让
中国远洋船舶多一条通道选择，从而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降低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
但实际上，
这种预期的安全价值存在较为显著的高估。
第一，
当前分析高估了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风险。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各国
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通过封锁马六甲
海峡来钳制中国的概率并不高。其次，
新加坡与马六甲海峡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其石油炼
化、贸易、物流、金融等产业更是依托马六甲航运功能而展开，断然不敢拿自己的
“生命线”
来
威胁别国，
轻易也不会允许别国这样做。再者，
除了中国原油进口依赖马六甲通道外，日本、
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需进口的原油，
也大多依赖马六甲海峡，巴西、
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煤等
大宗矿产品运往东南亚市场，同样对马六甲海峡有通道诉求，任何国家试图封锁该海峡，都
是非常不理性的选择，
必将因损伤多国（地区）利益而引发公愤。
第二，
开发克拉运河无法避免出现
“克拉运河困局”。
事实上，所谓的
“封锁马六甲海峡”，
主要是指假想中的美国利用部署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封锁马六甲海峡，并由此对中国能源
海运安全造成致命威胁。但按照同样的逻辑，
美国在泰国的梭桃邑、
乌塔保、
曼谷也有军事基
地，美泰两国每年例行举行代号
“金色眼镜蛇”
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印度在克拉运河西端的
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也有军事基地，一旦世界局势风云突变，美国、
印度、
泰国均可以军
事封锁克拉运河，对中国能源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更大。
第三，
当前分析低估了克拉运河周边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远洋船只通过克拉运河，要
经过泰国有分离倾向的南部伊斯兰区域，以及风险度甚或更高的印度洋和南海海域，未来受
制于印度、泰国、越南、
缅甸的可能性还将显著上升（表 2）。
表２
国 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缅甸
印度
越南
柬埔寨
美国

中国船只经行马六甲海峡与克拉运河的价值与风险评估

船只经行马六甲海峡
受益可能性
高
中
中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施制可能性
低
中
中
低
低
低
中偏高
低
高

船只经行克拉运河
受益可能性
低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施制可能性
低
中
低
高
中
高
高
低
高

前后动态评价
受益可能性
↓
→
↘
↑
↗
→
↑
↗
→

施制可能性
→
→
↘
↑
↗
↑
↗
→
→

经济实力、
对华关系、
自身发展对所处通道的依赖度等多方面因素。其中，
注：该表综合考虑了每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符号↑表示“影响概率显著上升”；符号↗表示“影响概率相对上升”
；符号→表示“影响概率基本不变”
；符号↓表示“影
响概率显著下降”
；符号↘表示
“影响概率相对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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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预期经济价值及风险分析
从预期经济价值来看，如果中国船舶由马六甲海峡改走克拉运河，确实可以节约 １２００
公里左右的航程，减少 ３－５ 天的航行时间，
大型船舶每航次可节省成本约 ３０ 万美元［６］。长远
来看，
将惠及中国的广东、
福建、
上海、
江浙等沿海地带，加快促进中国与东南亚、
中东、非洲、
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
助推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顺利实施。但另一方面，上述预期经济价值
的实现，
还要经受以下因素
表 ３ 拟建的克拉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比较
的考验：
运河项目
巴拿马运河
苏伊士运河
克拉运河
第一，开发克拉运河工
程本身耗资巨大、工期较
长，投资本身的经济效益不

所属国家

巴拿马

埃及

泰国

沟通海洋

大西洋和太平洋

红海和地中海

太平洋与印度洋

节约运距 ５，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公里 ５，５００～８，０００ 公里
施工周期

１０ 年

１，２００ 公里

１０ 年

１０～１５ 年
容乐观。２００３ 年的研究预
注：其中克拉运河节约运距及施工周期为预计数。
计工程费用 ２５０ 亿美元（约
巴拿马运河实际
相当于泰国当年 ＧＤＰ 的 １７．５％），
建设周期 １０ 年～１５ 年［７］。参照苏伊士运河、
建设成本均大幅超过预算的经验，
实际工程投资还要更为庞大（表 ３）。
第二，与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分别节约运距 ５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公里［８］和 ５５００～８０００ 公
里［９］相比，克拉运河仅节约运距 １２００ 公里，
提高运输效率的作用非常有限。

第三，与马六甲海峡所经过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相比，克拉运河周边的泰国南部五府和
柬埔寨经济相对落后，港口及工业支持能力相对不足，中国船只经克拉运河的“经济附加
值”不是很高。
第四，
近年来，
中国一方面加紧了产业转型升级，大量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一方
面加紧了对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等国的能源通道部署，未来中国本土货物贸易及能源运
输对马六甲、克拉运河的总体需求可能不增反降。
２．３ 预期地缘政治价值及风险分析
从地缘政治价值来看，
开发克拉运河，
似乎可以为中国增加
“筹码”
，增强与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等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博弈实力，同时有利于加强中国与泰国、
缅甸、柬埔
寨等国经贸交流往来，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但至少目前，克拉运河
还难以充当中国经略南海的重要棋子。
第一，
泰国。有专家认为，
从外交层面看，
开凿克拉运河可以提高泰国国际地位和外交影
[1]
响力 。但是，考虑到南部穆斯林聚居区的分离倾向与风险，泰国内部对克拉运河方案仍有
较大顾虑［７］。中国方面若（无论政府或民间）贸然支持推进，而泰南五府在他国挑唆下独立，
中国在泰国的处境会非常尴尬，
在国际上的形象会受到影响，开发克拉运河的整体战略意图
也将大打折扣。
第二，
新加坡。新加坡是没有资源的城市国家，依托国际航运立国，其石油冶炼、中转贸
易、
货物仓储等各个产业的繁荣，
均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航运业的发展。而开发克拉运河，必
将冲击马六甲航道，对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航运经济造成影响，引起三国（尤
其是新加坡）不安，
并出现与泰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事实上，新加坡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可能，
并对克拉运河方案保持高度警惕，
未来极有可能联合印、
马等国在东盟范围内对泰国施加压
力，并极力阻挠中国和日本的参与。
第三，
日本。有专家认为，
修建克拉运河的最大受益者是泰国，其次是日本，第三才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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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克拉运河的需求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也曾对克拉运河项
国［９］。事实上，相比于中国，
目做过大量论证与可行性研究。但日本一方面难以独自承担如此浩大工程，另一方面又担心
中国的参与将削弱其在亚洲范围内的地位。假如中国主导克拉运河的开发，日本则既可以坐
享中国推动开发克拉运河带来的共享红利，
又可借机挑拨中国与新、
马、印尼等国关系，在策
略选择上反而比中国更为主动。
第四，
印度。对于中国推动开发克拉运河，
印度也决不会超然事外。近年来，印度正在积
极修建塞述沙姆德伦运河，
并在海上加强与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的合作［１０］；
同时，又在借题发
挥，极力渲染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并进一步加强安达曼群岛的军事基地建设，在提升
区域控制力方面提前布局。总之，开发克拉运河不仅仅是给中国增加一条新的战略运输通
道，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区域利益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对于中国主导开发克拉运河，各相关
国家得失与态度，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３

开发克拉运河的时机与策略分析

按照 ＶＲＴＳ 分析法，如果某项目在战略价值和战略风险评估环节已经出现较严重误判，
则基本不用再考虑后续的战略时机和策略组合问题。但为了充分展示 ＶＲＴＳ 分析的整个流
程，以及克拉运河项目的样本作用，这里继续就该项目启动的时机和条件作一简要分析。
总体来看，
当前中国推动开发克拉运河的条件还不具备，时机还不成熟。
第一，
当前南海局势仍处于高度敏感期。中国在南海及毗邻区域的任何较大动作，都可
能带来很多猜测，进而引发战略误判，
甚至过激反应，同时给个别域外大国以干预口实，潜在
风险很大。中国固然应当以本国战略利益为重，不必因过多顾忌而自缚手脚，但在价值风险
都不太确定的条件下，
也实在没必要再去挑动别国已经非常敏感的神经。
第二，
中国尚未做好相关利益承接方案。克拉运河的开通及新航路的开辟，必将促进形
成新的利益格局。由此带来的利益，
不仅体现在交通运输成本的节约上，还将体现在新航路
沿线的贸易、物流、
金融、
保险和加工制造等各大产业方面。但目前我们尚无相关方案、
甚至
相对成熟的讨论，来确保中国更好地获取这些新生利益。
第三，
中国尚未帮利益受损国做好应对方案。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都是
中国经略南海要重点交好的对象。但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在对待开发克拉运河这件事情上，
目前这些国家还没有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中国也没有提出对这些国家有益的弥补性方案。如
果中国强行推进该项目实施，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关系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４

相关结论与启示

一是开发克拉运河对于中国增强能源运输安全和地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缘关系影响有一定战略价值，但其实现要面临较多障碍和风险。二是当前政经形势背景并非
开发克拉运河的最佳时机。中国推动开发克拉运河，根本目的不是开发克拉运河项目本身，
而是要确保从该项目中获得丰厚的安全、
经济与地缘战略收益。三是中国单方主导开发克拉
运河，难免引起别国的无端猜测，甚至过激反应，给个别域外大国插手该地区事务制造更多
可乘之机，
非但不利于战略意图实现，
甚至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
政治和军事风险。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中国许多重装设备生产商、
工程外包商和金
融机构等，均有较强意愿和能力走出国门，去实施类似于开发克拉运河这样庞大的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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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但从克拉运河项目的相关分析来看，
我们在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和
“两洋战略”
相关项目
实施时，
要注意把握以下五个重要方面：
一要客观评估项目价值和风险，避免出现战略误判。
在关系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项目论证和实施上，一定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大局出发进行全面
理性评估。二要合理把握项目推进时机，
注意保持战略定力。对于确有战略价值的项目，在实
施上也要理性选择时机，
尤其要避免被一些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所左右。三要注意科学制定
实施策略，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当前国际政经形势背景下，中国不妨战略上高调，方式上低
调，在确保中国利益的前提下，
努力与利益攸关方实现合作共赢。四要注意低调克制，保持运
作回旋空间。对于重大国际项目，
要创新思维，
积极动用智库和外围游说力量，将
“我要做”
变
成“由我做”，
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大运作回旋空间。
五要注意着眼长远，做好替代性方案。谋划
国际项目要有大视野、大思路，
既要合理选择，
争取做最具战略价值与意义的项目，又要避免
急于求成，
反倒让自己过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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