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2022年第3期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孟晓旭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

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

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

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

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

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

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

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

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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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日本岸田政府

正将日澳安全关系战略性地置于除日美同盟之外

的首位，加紧构建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2022年

1月 6日，日澳首脑会谈承诺“扩大和深化两国安全

和防卫合作”，尽快“发表新《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

言》”，以指导今后行动。① 会谈中，两国还签署了旨

在促进日本自卫队和澳国防军开展深度合作的《互

惠准入协定》。17日，岸田在施政演说中表示，日澳

“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包括强化安全合作，将两国

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了新高度”。② 在美国对

华战略竞争持续和“印太战略”深化的背景下，日本

强化对澳安全合作，加速推动两国同盟化和合作军

事化，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需加强研究。

一

日本尤为重视与“特殊战略伙伴”澳大利亚开

展安全合作，两国具有除日美同盟之外最为全面的

双边安全合作协议。2007年签署的《日澳安全合作

联合宣言》和 2008年两国发布的“全面战略、安全和

经济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是日澳开展安全合作的文

件基础。此后，两国先后于 2008 年签署《防卫合作

交流备忘录》，2010 年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

定》，2012年签署《情报保护协定》，2014年签署《防

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2017年修订《物资劳务

相互提供协定》。在上述安全合作协定中，澳大利

亚都是除美国外首个与日本达成相关合作的国家，

连《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也是日本战后与美国

以外的国家签署的首个防务合作文件。日本有意

将澳置于“准盟国”地位。2014年和 2018年，日本还

分别邀请澳总理阿博特和特恩布尔参加国家安全

保障会议，参加日本最高安保决策过程。自 2021年

10月上台以来，岸田政府更是在框架、内容、领域及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日本对华战

略调整及中国的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BGJ05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外務省「日豪首脳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

files/100283825.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② 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

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

0117shiseihoshin.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19日）

34



《现代国际关系》 2022年第3期

深度上拓展对澳安全合作，使两国安全合作除涉及

物资与劳务提供、情报沟通与分享、防卫装备转让、

国防技术合作外，更包括部队互访及联合军演、武

器防护实施、经济安全合作等在内的深度安全合

作，实操性更强，在安全合作上体现出法律制度拓

新化、目标地区化以及具体内容综合化等新特点。

（一）从法律上对日本战后对外安全合作进行了

制度拓新，进一步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

盟之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两国安全合作“准

同盟”化。除积极推动签署新的《安全合作联合宣

言》以升级日澳安全关系外，为促成自 2014 年起就

同意启动的《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岸田政府在长期

成为协定签署障碍的访问部队人员犯罪是否适用死

刑问题上，最终协调同意访问部队成员在当地触犯

法律时，派遣国对公务中的犯罪拥有审判权，而接纳

国对休假等公务外犯罪拥有审判权。《互惠准入协

定》规定：（1）简化访问部队人员及船舶、飞机等的出

入境手续，为军事物资提供免税待遇；（2）明确访问

部队在携带运输武器、进行防务活动方面的权利及

责任；（3）就访问部队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提前

约定。①除与盟国美国 1960年签订的《日美地位协

定》之外，战后日本还没有与其他国家缔结部队出入

境协定。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指导对外安全合作中

的入境外国部队的操作与管理，是岸田政府为日本

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外安全合作而摸索出的法律文

件。这既为日本自卫队和澳军队互访、联合演习、合

作抗震救灾等建立起有法可依的行政框架，也为日

本与美国之外的伙伴国开展类似活动提供了指导，

是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制度拓新，也使澳在日

本的对外安全合作中位居“准盟国”地位。

（二）高级别安全对话频繁且密切，安全合作议

题和合作领域超出双边而更加注重地区层面，安全

合作活动实操性更强。岸田刚上台第二天与澳总

理莫里森举行了首脑会谈，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安

全领域的合作”。② 岸田上台 4 个月内日澳共举行

了三次以安全合作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首脑会谈，举

行的三次日澳外相会谈也都强调“在共同认识到区

域战略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日澳安全合

作”。③ 日澳安全合作对话机制较多，除双边首脑安

全对话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下的峰会对话外，部

长级安全对话机制有日澳外长防长“2+2”会谈、防

长会谈，美日澳三边防长会谈等，局长级的安全对

话机制有美日澳安全保障防卫合作会谈及次官级

安全对话等。在地区和多边框架下，日澳安全对话

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东南亚国防部长会

议（ADMM）、太平洋岛国论坛（PIF）等“1轨对话”及

香格里拉会议等“1.5轨对话”机制。

在双边安全合作议题上，岸田政府明确表示要

促进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澳内务部之间在促进信息

共享和把握海洋态势方面进行合作。比较而言，日

澳对地区安全议题更为关注。在南海问题上，日澳

首脑会谈多次表达对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反对

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非法海事主张和活动，

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在东

海问题上，日澳首脑会谈也表示“严重关切”，强烈

反对任何“旨在改变现状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破

坏稳定或胁迫性的单方面行为”。日澳甚至还在涉

台问题上共同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两国还谴责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研发活动，

表示致力于实现朝鲜所有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和弹道导弹均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地拆除；

关切缅甸局势；强调密切合作以维护和加强《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④

日澳联合军事演习频繁且有深度，军队联络呈

机制化，操作互动接近实战。2021年 10月中旬，日

美印澳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

习更趋实战，紧扣联合反潜作战和海上特种作战，

旨在强化互操作性。在 10 月下旬日美澳英海军举

行的“2021 年海上伙伴关系演习”（MPX 2021）中，

日本派出“加贺”号直升机母舰，演习内容除涉及海

上通信、反潜作战、空战和实弹射击等外，还进行了

① 外務省「日豪円滑化協定の署名」、https://www.mofa.go.jp/

mofaj/a_o/ocn/au/page4_005481.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②「日豪首脳テレビ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a_o/

ocn/au/page3_003131.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③「日豪外相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au/

page6_000646.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3日）

④“Australia-Japan Leaders’Meeting Joint Statement，”https://www.

mofa.go.jp/mofaj/files/100283824.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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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补给、跨甲板飞行和海上拦截演练等。2022年

2月，日美澳在关岛举行“对抗北方-2022”联合作战

演习，旨在提高美日澳在“印太”的战备、联合作战

能力和互操作性。2022年，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派

遣联络官驻澳协调联合训练工作，两国军队联络开

始向机制化发展。在日澳“2+2”会议正式将澳军列

入“武器等防护”对象名单之后，2021年 11月，日本

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稻妻”号对澳海军护卫舰“瓦拉

蒙加”号实施了接近“有事”情况下的警护防卫，这

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对美军以外其他国家军队实施

基于新安保法案的“武器等防护”条款。日本防卫

省就此表示，保护澳军旨在加强互操作性，进行更

为密切的合作。①

（三）重点开始侧重经济安全合作，通过塑造经

济规则谋求构建经济安全秩序，积极打造新的能源

安全供应链。在国际供应链调整上，日本的首要举

措就是与澳等进一步加强安全合作，提出日澳印

“供应链弹性倡议”。2021年 4月，日澳印贸易部长

会晤后正式启动该倡议。日本对澳开展经济安全

合作的重点是：建立安全可靠的关键商品和服务供

应链；加强关键技术及重要基础设施合作；构建关

键矿产供应链，打造新的能源供应链；促进国际法

的适用，制定国际标准，构建基于规则和标准的“经

济秩序”，反对“经济施压”和“经济胁迫”。日澳认

为确保经济安全日益重要，“两国共同繁荣取决于

安全可靠的关键商品和服务供应链”，关键就是促

进经济安全领域的协调，强调要在太空、网络、数

字、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和海底光缆）

以及资源安全（包括关键矿产供应链）等方面加强

合作，主张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市场，提高“印太”区

域供应链的弹性和效率，强调贸易不应被用作施加

政治压力的工具，通过密切合作确保以市场为导向

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促进非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

环境等。② 在经济安全合作上，岸田与莫里森会谈

后明确承诺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相关举

措包括致力于应对技术转移，建立弹性的供应链，

加强对重要基础设施的保护。两国还同意加强合

作促进人工智能（AI）和量子技术等重要技术的研

发、促进网络空间适用国际法及达成一致的规范、

制定国际标准等。在国际经济安全合作上，日澳强

调要与合作伙伴一道应对经济挑战，支持构建“自

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③

日澳积极谋求构建资源安全和能源安全供应

链。2021 年 12 月 14 日，日美澳召开基础设施和重

要矿物协商会，强调三国要加强矿产资源供应链合

作。在 2022 年 1 月的首脑会谈中，日澳强调“在包

括发展重要矿产资源的弹性供应链等资源安全保

障领域加强合作”。④ 清洁氢能是澳政府“长期碳减

排计划”和“技术投资路线图”中列出的重点技术之

一，“澳大利亚清洁氢能贸易计划”支持出口供应链

开发项目和清洁氢能及其衍生化合物商业化生产

项目。在“日澳脱碳技术合作伙伴关系”下，日本与

澳推动构建清洁燃料氢能供应链，该机制包括“氢

能 供 应 链 ”（HESC）、“ 日 澳 能 源 和 资 源 对 话 ”

（JAERD），以及“日澳氢能和燃料电池合作联合声

明”等倡议。日澳正在致力于深化日本提出的“亚

洲能源转型倡议”，利用 2022年澳举办“印太清洁能

源供应链论坛”，强化合作推进“印太”能源转型。⑤

二

当前日本强化与澳安全合作的深层原因与大

国战略竞争的长期化不无相关，也与日本的自主性

战略有关，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下对华开展长期

竞争战略，将中国作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

府新版《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判断中国是“唯一

可能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对稳定

①“Australia, Japan Mark New Level of Naval Interoperability

in JMSDF Escort Mission，”https://www. janes. com / defence-news /

news-detail/australia-japan-mark-new-level-of-naval-interoperability-in-jmsdf-

escort-mission.（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②“Japan-Australia Leaders’Meeting Joint Statement，”https://

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16180.pdf.（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③「日豪首脳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

100283825.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④「日豪首脳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

100283825.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⑤“Australia-Japan Leaders’Meeting Joint Statement，”https://

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83824.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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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①

面对实力相对衰弱的现实和国内事务优先的政策，

美国注重与盟友合作并支持盟友间强化安全合作，

希望盟友在对华政策上投入更多资源，发挥更大作

用以分担美国成本。作为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北

锚”和“南锚”，“印太”关键盟友日澳在美国“印太战

略”中的重要性提升，拜登政府多次表示美日、美澳

关系是“印太”安全的基石。在将美日印澳“四国机

制”升级为首脑峰会机制后，拜登政府更希望“四国

机制”内部特别是日澳印间开展更多务实性合作，打

造出以美国“印太”双边同盟为主线、“四国机制”成

员内部交互合作的网状“印太”安全核心架构。2022

年 1月 6日，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美

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盟友和伙伴为了“共同的

目标”作出努力。美国支持日澳强化安全合作的目

的是构建美日澳“三角同盟”，一旦美军卷入地区战

事，日澳两国能够在情报和后勤支援等方面提供可

靠协助，合力介入“印太”安全事务，强化同盟威慑。

拜登政府更是将经济安全作为其“印太战略”的新抓

手，与日澳等盟友立足意识形态划界联手重塑“印

太”产业链，构建基于价值观的、稳定的供应链，应对

所谓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产生的经济威胁。2021年

10月，拜登在东亚峰会期间提出与盟友及伙伴国合

作的“印太经济框架”，针对数字贸易，强化半导体关

键供应链等经济安全问题，将有共同意向的国家集

合起来谋求制定与数字贸易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

相关的国际规则，应对中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和贸易代表戴琪均将其亚洲之行的首站设在日本并

就设立“日美通商合作框架”达成一致，两人还同澳

官员举行了会谈。美国的目的就是战略前置，并要

求日澳配合和支持。在2022年1月的日美首脑会谈

中，拜登和岸田一致同意与澳等国深化合作。② 美

国的战略需求为日本强化和扩大对澳安全合作提供

了运筹与协调空间。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扩大日本地区威慑力的最

好途径就是巩固美国的地位、增强美国的力量。岸

田政府利用美国深化“印太战略”之需，积极实施“诱

导战略”，通过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充实美国“印太”军

事同盟体系，特别是提升美国履行安全承诺的信心，

推动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参

与。日澳制定一致的外交安全政策的可能性越大，

美国在地区继续留下的概率就越高。日本认为，通

过合作促进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参与不仅有利于日

澳，更有助于加强美日澳的协调，“用同一个声音说

话”。③ 细谷雄一提出，“仅靠日澳两国的合作，促进

‘自由开放的印太’能力有限”，“没有世界最强大的

军事大国美国的干预，日澳很难维护生死存亡的利

益和本国的安全”。④ 日澳高层也多次强调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持续存在和参与的重要性，认为日澳强

化合作有助于扩充美日澳合作。⑤ 2022 年 1 月，日

澳首脑会谈就表示，“欢迎美国对印太强大和持久的

贡献”及“构筑印太经济框架的意图”，确认“提高相

互强化美日澳合作”。⑥ 强化对澳安全合作也可以

使日本在面对大国持续竞争和地区形势不稳定中更

好地借助伙伴，“找到平衡能力”。⑦

第二，岸田政府主张“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积极拉拢与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澳深化“印太战

略”，既应对可能发生的因美国政策变动特别是对

地区干预能力下降而产生的风险，又可在“印太”合

作中推进日本所偏好的区域秩序，并通过协作共同

应对中国崛起。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的第一支柱就是“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基于

①“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

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②「日米首脳テレビ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

page1_001086.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24日）

③ 船橋洋一「第 2の同盟｢日豪｣協調がますます求められる

訳 ― ともにインド太平洋フュージョンを深めよ」、https://

apinitiative.org/2021/02/23/16787/.（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5日）

④ 細谷雄一「日豪が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核として重責担う

訳」、https://toyokeizai. net / articles/-/411167? page=4.（上网时间：

2021年12月20日）

⑤「日豪共同ステートメント｢包括的かつ戦略的な安全

保障・経済パートナーシップ｣」、https://www.mofa.go.jp/mofaj/

area/australia/visit/0806_ks.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⑥「日豪首脳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

100283825.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⑦ “Leaders on Asia Address, Asia Society,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rances Adamson, April 21,

2021,”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leaders-asia-address-asia-

society.（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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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原则”。① 在自视是民主自由价

值观旗手的身份定位下，日本积极充当维护“印太”

安全秩序的急先锋。岸田强调，应“与同盟国、志同

道合的国家携手，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

想”。② 与共有民主主义等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开展

合作是日本“印太战略”的利益所在。日澳“2+2”会

议明言，“两国因共同价值观团结一致，坚定不移致

力于维护民主、人权、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国际

秩序。两国在印太及其他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

方面的共同战略利益以及深度经济互补，使两国关

系日益紧密”。③

受美国实力下降和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

的冲击，日本认为，美国中长期内对外交的兴趣及

投入因为受制于国内的压力而减少，未来美国是否

会继续坚持对外安全承诺并将自由贸易置于保护

主义之上也存有疑问。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烈

和走向长期化的背景下，日本认为自己正处于大国

战略竞争的最前线，需要坚定的伙伴和基于规则的

“印太”秩序维护自身的安全。有同样战略安全认

知并对“印太”秩序抱有强烈塑造意愿的澳大利亚

无疑被日本视为可以联手的重要伙伴。澳外交部

长佩恩等就表示：“地区大国拥有真正的力量和影

响力。我们都不是旁观者，澳大利亚肯定也不是。

我们对我们地区有一个积极的愿景，并正在采取行

动实现这一愿景。”④ 2022 年 1 月，日澳首脑会谈明

确强调，双方伙伴关系是“基于对民主主义、人权、

自由贸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承诺”，确认

“加强协调以确保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应对变化的

战略环境。⑤”

日本强化对澳安全合作更是针对中国崛起采

取的联合行动。与日本一样，澳大利亚也将中国视

为“印太”秩序的主要挑战者，把强化与地区伙伴关

系的国际防卫参与定位为“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

的有力手段。⑥ 澳外事与贸易部秘书长孙芳安称,

“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变量”，“发达国家的价值观、

制度和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西方在经济、军事和技

术实力上的优势正在减弱”，澳要合作应对中国不

断增长的“实力和野心”。⑦ 对日本而言，澳作为地

区强国，能在海上通道安全、南海问题等诸多领域

应对“中国威胁”，是其战略合作的“自然伙伴”。岸

信夫称，中国正在试图通过力量改变地区现状，为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必须构筑能够保护自身

的结构”，而中美力量平衡“已明显转变”，期待澳能

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对抗中国，

因为在这些地区“澳有相当大的影响力”。⑧

第三，对外经济安全合作是岸田政府的招牌政

策，与澳深化经济安全合作更是日本拓展“印太战

略”的新举措和战略抓手。岸田政府认为，美国对

华战略博弈下围绕高科技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使用

经济工具而非军事力量的新型战争正在出现，加上

新冠疫情蔓延下供应链脆弱性不断凸显，对外经济

安全合作将是日本重要的战略性政策。岸田本人

非常重视经济安全，上台后就新设置经济安保担当

相一职，积极推进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法案。岸田在

国会演说中表示，“在世界各国确保战略性物资和

获取重要技术的竞争不断激化的背景下，经济安全

保障乃当务之急”。⑨ 2021年 10月 23日，在日美高

①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

説」、http://www. kantei. go. jp / jp / 101_kishida / statement / 2022 /

0117shiseihoshin.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19日）

② 「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

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4kaiken.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③ “Ni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https://www.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 marise-

payne/media-release/ni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④ “Building a Cohesive Indo-Pacific，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

speech/building-cohesive-indo-pacific.（上网时间：2021年12月20日）

⑤ 「日豪首脳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

100283825.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⑥ 佐竹知彦「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地域防衛関与――南太平洋

と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足跡｣」、https://www.spf.org/global-data/

20190128111320161.pdf.（上网时间：2021年12月3日）

⑦ “National Press Club Address,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rances Adamson AC, 23 June 2021，”

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national-press-club-address.（上网

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⑧「岸防衛相、豪州の対中対応強化に期待豪紙インタビュー」、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DE120KK0S1A810C2000000/.

（上网时间：2022年2月4日）

⑨「第二百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

説」、http://www. kantei. go. jp / jp / 101_kishida / statement / 2021 /

1206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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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出席的第八届“富士山会议”上，自民党干事长甘

利明基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的立场就提出，核心技

术应仅限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间共享。2021 年

11 月 19 日，岸田组织召开“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

议”，要求经济安保担当相小林鹰之迅速制定经济

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加快完善日本国内经济安保基

础，目的就是要顺利推动与伙伴国的合作。同日，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记者会上也表示：“为确保经济

安全，将与美国等国加强合作。”①

日本认为中国“不当的经济行为”破坏了“印

太”秩序，而伴随“一带一路”的发展和疫情下中国

经济的逆势增长，日本“印太战略”更加重视中国的

经济力量的发展和“经济威胁”。自菅义伟政府时

期开始，日澳就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多边框架下

开展经济安全合作，四国首脑峰会还就重要和新兴

技术等领域成立工作部会。② 日澳也多次声明，“反

对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胁迫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因为

它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③ 与盟国和伙伴国

强化经济安全合作更是岸田政府拓展“印太战略”

的重要举措，并因此将经济安全与“基于规则的印

太秩序”紧密挂钩，构建所谓“对于日本安全和繁荣

必不可少的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④ 为此，日本谋

求与作为“印太战略指导性联盟”重要成员的澳大

利亚开展经济安全合作。

立足能源安全，打造氢能供应链是日本“印太

战略”在经济安全方面的新举措。日本约 90%的能

源依靠进口，澳大利亚是日本最大的能源和关键矿

产供应国，当前莫里森政府正致力将澳打造成国际

清洁氢能首选供应方。为达到 2050 年碳零排放的

目标，日本提出的液态氢计划需要利用澳方优势共

同打造国际氢燃料供应链。2021年 4月 27日，日澳

印通过的“弹性供应链倡议”谋求构建以“脱碳化”

为目标的资源、技术互通供应链，在诸如氢燃料、数

字技术等领域实现互补。日澳首脑也强调“两国决

心通过技术研发合作，开发低排放和零排放技术支

持脱碳战略，使其具有全球可扩展性和商业可行

性，从而加快全球减排步伐并实现净零排放”。⑤ 通

过主导氢能供应链，日本试图在区域和多边范围内

吸引更多的伙伴国，并利用技术和合作优势加大对

东盟的影响力。

第四，岸田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对外安全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谋求对美安全战略自主，并反推国内

政治议程，实现日本战后国家身份转型。日本认

为，未来美国存在孤立主义的风险，在担忧被美“抛

弃”的恐惧下，积极追求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卫战略，

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⑥，对冲

美国可能“缺席”带来的挑战。日本认为，“在东南

亚、南亚、大洋洲等地区存在着能跨越中美竞争这

样的大国政治洪流并积极致力于构建印太秩序的

国家群”，这些国家“不是旁观者”，它们有着“与大

国抗争的外交智慧和手段”，日本要与其形成多层

复合合作网络，构建“多极多中心印太秩序”。⑦ 而

拜登政府希望盟友发挥作用并对盟友“赋权”的政

策也给日本谋求安全战略自主创造了相对宽松的

空间。正是意识到建立“不单独依附美国的安全体

制”的现实性，岸田政府把澳大利亚视作“准盟国”

首选。同时，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升级以及欧洲

国家“印太战略”对日本地位的重视，也让日本感觉

到自身在地区有着独特乃至是强大的安全作用，并

自我感觉有成为“军事大国”的可能。岸田政府对

澳深化安全合作的战略构想就是，通过扩大对外安

全合作，在地区发挥日本的主导性作用，打造出除

①「経済安保、中国の影 体制作り本格化」、https://mainichi.jp/

articles/20211120/ddm/012/020/114000c.（上网时间：2021年12月3日）

②「日米豪印首脳テレビ会議」、https://www.mofa.go.jp/mofaj/

fp/nsp/page1_000939.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③“Ni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https://www.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 marise-

payne/media-release/ni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④「第二百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

説」、http://www. kantei. go. jp / jp / 101_kishida / statement / 2021 /

1206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⑤ “Japan-Australia Partnership on Decarbonisation through

Technology，”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99970.pdf.（上网

时间：2022年1月15日）

⑥ 孟晓旭：“‘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

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第12页。

⑦ 菊池努「ルールに基づくインド太平洋の多極秩序の構

築」、https://www.jiia.or.jp/column/post-97.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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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外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次级复合型安全合作

网络，在强化美国“印太”军事同盟体系的名分下谋

求自己在国际安全合作上的自主性和影响力。从

日本自身国家发展战略来看，岸田政府走的仍然是

战后谋求大国化的路线，采取的是通过辅助美国来

追求日本在安全上的自主，其本质是“入美自主”而

不是“脱美自主”。岸田政府在安保问题上仍然继

承安倍政府的立场，试图通过更正式的对外安全合

作框架使自卫队在国际社会拥有合法身份，顺利向

海外派兵，深度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同时反推国内

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利用自卫队国际安全

活动事实推进修宪议程，实现自卫队“入宪”目标，

进而从根本上实现日本国家军事身份正常化和军

事力量外扩发展合法化。通过对外安全合作的既

成事实以带动修宪舆论，最终跨越国民投票大关是

岸田政府的修宪策略。岸田就表示：“在时代剧变

的当下，现行宪法是否还一直符合当今时代，我们

国会议员应该唤起国民广泛的讨论。”①

三

美国已从“保护盟友”转向“提升盟友能力”，并

支持日澳加强安全合作，推动“印太”盟友体系朝长

期博弈、更加全面的“竞争型同盟”方向发展。日本

在配合美国的同时也在对澳安全合作中深化“印太

战略”，联合介入地区安全议题，并构建以其为中心

的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未来日澳安全合作还不

太可能突破当前的安全合作框架，但会不断持续深

化，在强化中也面临制约。

一是日澳安全合作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

性不大。日澳国内都有支持两国正式结盟的声音。

澳前国防部官员、澳战略政策研究所所长皮特·詹

宁斯在构筑被称为“B计划”的澳自主防卫体制的第

二个举措中，就提出要与日本缔结“正式防卫条

约”。② 该所研究人员戴维斯也主张与日本建立正

式同盟关系。日本防卫研究部门内也有声音提出，

与澳缔结同盟条约，明确相互防卫的法律和道德义

务，可以强化澳对日防卫承诺，提升日本的抑制力。

但是，由于日澳利益共同点和共通点非常多，比如

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有相似的战略文化心理及高

度的资源互补，特别是两国在战略和地区利益上有

密切的利害关系，这些使得日澳即使不缔结军事盟

约也会极力相互帮助。而基于国内和平宪法体制

和战后以来长期的和平主义氛围，日本政府反倒可

以在不缔结“备受质疑”的军事条约下更顺畅和灵

活地对澳开展深度安全合作。日本防卫部门的相

关研究表明，结成具有相互防卫义务的日澳同盟虽

能给日本安全保障带来很多利益，但同时也会消耗

很多成本，包括产生“被卷入”纷争的风险以及丧失

“自律性”的成本。③ 其实，当前日本对澳安全合作

的强化是以维持和强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

存在为基础和首要目标的，即使日澳结盟，但如果

没有美国的存在和支援则无法真正应对威胁。如

果构建新的结盟关系的话，则美日澳三边同盟的可

能性要大于日澳双边同盟。

二是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将出现局部深化。首

先，合作内容及领域有细化和深化倾向。第 9次日

澳“2+2”会议就提出，双方官员要加强合作，努力更

新《日澳信息安全协议》，就信息共享和安全方面的

最佳做法交换意见。日澳防长发布的联合声明也

显示，日澳把强化空中加油演习、深化无人机等共

同研究和技术合作作为进一步合作的内容。此外，

日澳还将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以及经济安全领域

拓展安全合作。两国还表态：“两国认识到太空安

全在确保和平与繁荣方面日益重要，将促进太空领

域感知合作，包括信息共享和空间科学技术合作，

以及通过联合国促进外层空间负责任的行为。”④ 经

济安全是美国“印太战略”新重点，也是对日本提出

①「第二百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

説」、http://www. kantei. go. jp / jp / 101_kishida / statement / 2021 /

1206shoshinhyomei.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② Peter Jennings,“Trump Means We Need a‘Plan B’for

Defence,”https://www. aspi. org. au / opinion / trump - means-we-need -

plan-b-defence.（上网时间：2022年2月7日）

③ 佐竹知彦「｢日豪同盟｣の可能性、日本防衛研究所ブリーフ

ィング・メモ」、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briefing/pdf/

2019/201909.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5日）

④“Ni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https://www.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 marise-

payne/media-release/ni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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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安全合作要求。2022年 1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强

调要将经济合作将拓展到“印太”地区，这必然会促

进日澳经济安全合作的深化。其次，合作地域将以

处于印太中心的东南亚为重点。东南亚是日澳利

益密切交汇之地，日本深度介入东南亚安全事务，

大力援助东南亚安全能力建设并积极开展安全合

作，包括与东南亚共同主导亚太地区应对网络攻击

的安全合作机制。澳大利亚则是第一个被邀请成

为东盟对话伙伴的国家，也是亚太经合组织、东盟

区域论坛和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一直强调要与东

南亚国家合作制定区域安全规范。日澳“印太战

略”也都重视东盟在地区的中心地位，岸田政府将

东南亚作为“印太战略”的重心，澳则强调与“盟友

和伙伴加强对东南亚的参与”。① 2021 年 12 月，岸

信夫表示日本将加入东盟防务热线机制，而此前澳

已加入该联络网。再次，在合作战略侧重上，日澳

将更注重联合塑造安全规范和安全规则。基于中

等强国的现实，日澳都认为自己更需要依靠规则和

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战略抱负。日澳“印太

战略”都强调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认为

“破坏规范将使管理地区安全压力的努力复杂

化”。② 拜登“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也提出要制定数

字贸易的规则以对抗中国，这必将助推日澳在经济

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强化塑造经济安全规范及规则。

三是日本对澳开展深度安全合作也将面临诸

多内外因素制约。国内制约主要来自法律、政策和

舆论层面，国际制约主要来自周边国家的疑虑以及

美国的支持度。日本要在军事上根据“危机存亡事

态”或者“重要影响事态”对澳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

支援的话，基于新安保法案需要经过日本国会的承

认，日本政府需要向国会说明支援理由和应对方

针。受制于各种因素和形势状况，这可能会遭到国

会的否决。另外，在“重要影响事态”情形下，自卫

队只能在“非战斗地区”对澳军队从事提供武器、弹

药等支援活动，一旦自卫队活动地区变成了战斗地

区，自卫队就必须撤退。若这种情况发生必然会严

重影响日澳关系甚至存在澳不履行对日安全承诺

的可能性。③ 同时，深受战后和平恩惠，对于军事结

盟式安全合作，日本国内的反对舆论也很强，既有

的日美同盟造成的系列负面效应必然也会影响日

本国民对日澳安全合作的支持程度。在国际层面

上，地区国家包括朝韩等对日本重新谋求“军事崛

起”一直比较警惕。东盟致力于发挥地区中心作用

解决安全问题，排斥对抗型安全合作，重视东南亚

的日澳不得不面对如何取得东盟安全信任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美主盟从”的现实，美国的战略

及路线选择决定着日澳“准盟友”关系的上限。此

外，澳国内也有声音提出，未来中美权力转移是自

然过程，澳应该做的是与双方合作来确保地区稳

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也是影响澳与日合

作的“心结”，澳朝野对日本政要接连否认慰安妇的

言论非常不满。

岸田政府对澳安全合作的关注重点从非传统

安全领域转向聚焦大国竞争、应对“大国威胁”和共

建“印太秩序”，并强化“印太”经济安全合作，远超

双边关系层面，国际安全战略共振和地区安全协作

的色彩更浓，并充斥着冷战思维的对抗性和危险

性，将对地区安全构成复杂影响。

一是横向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推动美

日澳三国深化“印太安全战略”，促动“四国机制”军

事化发展。日澳安全关系不仅是双边安全关系，更

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安全合作关系。由于地区

文化、历史背景、价值观等差异，美国在亚太的军事

同盟体系是“辐辏型”双边同盟。美国也一直想促成

以己为中心的多个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但美日澳“三

角同盟”一直因缺乏日澳这个第三边而难以成型。

岸田政府达成的日澳《互惠准入协定》为日本自卫队

和澳国防军合作建立起常设安排，能促进联合演习

及规模更大、更复杂的行动，从而提高两国军队的互

①“Leaders on Asia Address, Asia Society,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Frances Adamson, 21 April

2021,”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leaders-asia-address-asia-society.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②“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https://www.defence.gov.

au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2020-11 /2020_Defence_Strategic_Update.pdf.

（上网时间：2022年1月10日）

③ 佐竹知彦「｢日豪同盟｣の可能性、日本防衛研究所ブリーフ

ィング・メモ」、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briefing/pdf/

2019/201909.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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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操作性和能力，推动双边军事合作向纵深和多层面

发展，并使两国进入到“准同盟”的深度合作阶段，弥

补了美国长期以来双边同盟模式的不足。日澳在地

缘上各具优势，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

等军事安排，美国在日本有军事基地、在澳大利亚达

尔文有海军陆战队轮训，日澳军队又可以互访和演

习。日澳安全合作的新强化有利于美国更迅速、更

深入和更有力地在地区开展复杂的联合军事行动，

并使美日澳“三角同盟”初步成型。另一方面，日澳

也是美国“印太战略”主导性框架“四国机制”的核心

成员，两国安全合作的密切将进一步协调三国在印

太地区的共同安全行动，充实“四国安全合作”，推进

“印太战略”军事化发展。日澳共同声明多次强调，

要在三边战略对话和印太“四国机制”的框架下与美

国密切合作。① 日澳经济安全合作也将促进三国

“印太战略”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交汇合作。

二是推动日本构建除日美同盟之外的以己为

中心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安

全上的主导力和影响力，使地区安全环境更为复杂。

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将引领日本构筑包括与欧洲各

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岸田

称，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将是日本与美国以外的伙

伴国开展合作的模式。日本正与英国启动相关谈

判，法国也表示有意与日本缔结类似协定，东南亚国

家也可能是后继合作者，日本“复合型对外安全合作

架构”将逐渐成型。日澳是极力推动“印太战略”的

核心国家，也是中美印都没有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的核心国家，日本

强化对澳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其地区影响力。在欧

洲诸国纷纷重视“印太战略”之际，日澳深化安全合

作难免会产生“示范效应”，进而使“一带一路”建设

面临群体制约。同时，借助与澳安全关系的深化，日

本将进一步渗入地区各种安全合作机制中，作为新

的变量对地区安全产生复杂影响。日本将会加大与

美澳作为成员的“五眼联盟”（FVEY）、美澳新安全同

盟（ANZ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以及澳作为成员的“五国防卫协定”（FPDA）之间的

安全合作，进一步推动地区形成集体防卫体制。日

本支持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机制多元化。岸田表

示，“支持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该伙伴关

系的发展将有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②，这只会导致

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三是在“三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日

澳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衡的“左右手”，岸田政府对

澳强化安全合作既是日澳整体关系发展的反应，也

是日美澳加紧联合制衡中国的系列举措之一。基于

相似的地缘心理和海权论的海洋战略意识，日本将

进一步与澳整合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海上问题

为重点对中国实施联合制衡。在东海问题上，日本

的策略就是积极拉拢外部力量使钓鱼岛争端国际

化，其也将会进一步拉拢澳在涉钓问题上发声表态，

乃至开展更为实战性的联合军事演习等。在南海问

题上，日本将会借助澳对东南亚的关注和影响力推

动联合介入力度，共同支持美国主导的“航行自由行

动”。日澳安全合作对台海问题的影响可能更大，日

澳都有意积极介入台湾问题，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

日本方面，前首相安倍等就多次表示“台湾有事”就

是日本有事。2022年1月，日美“2+2”会谈后发表了

意在台海的“关于紧急事态共同计划工作的进展”对

策协商。同月召开的日美首脑会谈再次确认“台湾

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岸田还表示考虑到“台

湾有事”而重新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③ 澳大利

亚方面，莫里森表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澳将履行

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的承诺。根据美英澳三

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将建造 8艘核动力潜艇，届时将

有能力巡航包括南海在内北至台湾的广泛区域。④

（转第51页）

①“Ni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https://www.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minister / marise-

payne/media-release/ni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②“Australia-Japan Leaders’Meeting Joint Statement，”https://

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83824.pdf.（上网时间：2022年1月8日）

③「台湾有事にらみ戦略策定確認 日米｢抑止力を一層強化｣」、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22BO0S2A120C2000000/.

（上网时间：2022年1月24日）

④ “Australia to Build Eight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under

New Indo-Pacific Pact，”https://www. reuters. com / world / asia-pacific /

australia-build-eight-nuclear-powered-submarines-under-new-indo-pacific-

security-2021-09-16/.（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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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制或响应机制，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

的应对措施。比如在国内国际传播治理中，对于国

内外社会中突发的国际传播事件，要从国家政治的

高度予以重视，但是在治理过程中又要本着分级属

地管理等原则严格控制其烈度与传播范围，及时做

好舆情应对与引导；而对国内外一些长期对中国进

行恶意不实传播的媒体与个人，探索建立“负面清

单”，并分级采取反击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开展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两大

基本背景。新时代是以中国自身发展阶段作为衡

量标尺提出的历史坐标，其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时段，将中国的全面改革带入了新阶段，将

指导中国的各项工作开启新阶段。中国将会更加

深入地影响世界，将会为世界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新时代为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确定了目标，作

出了规划，提出了要求。

大变局是以世界发展进程作为衡量标尺提出

的历史判断，意味着国际力量对比、利益格局和治

理体系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充满着矛盾、分歧和斗

争，国际传播霸权更加明目张胆地针对中国的和平

发展，科技革命也深刻变革着国际传播的范式。大

变局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中

国国际传播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也塑造着大变局，推动着大变局的深入发展。

新时代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绘就了大蓝图，大

变局将成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发展的试金石。在

新时代和大变局的双重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必将能够于变局中开新

局，实现新时代中的新作为。○
（责任编辑：王锦）

（接第 42页）日澳可以为美国军事介入台海提供更

有力的联合支持。澳部队以访问和演习的理由驻

日，可弥补自卫队在“台海有事”时行动受限的不

足；日本基于《互惠准入协定》和“存立危机事态”，

在澳遭受“第三国”攻击时可以协助战斗。日本驻

澳大使山上信吾就称，“台湾周边局势仍然是（日

澳）双边和国际关注的问题”，“这在我们于南海的

合作努力之外，增加了日澳在东海合作的重

要性”。①

四是推动日本国内安全体制调整，进一步摆脱

“战后体制”，加快“军事大国”转型。2016年，日本实

施新安保法案的目的就是突破《日本宪法》对“专守

防卫”限制，加深与美国及其他伙伴国之间的安全合

作。一方面，岸田政府在将对澳签署的《互惠准入协

定》范本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日本对外安全合作体制

的整体性调整。日本与他国之间的类似安全合作不

再以特例的“一国一议”方式，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

进行加以处理。另一方面，日澳安全合作深化下产

生的新需求将进一步迫使日本战后安全体制再“解

禁”，直至修改和平宪法。有观察就指出，当安倍在

2015年推动防卫改革和重新解释日本宪法以允许行

使集体自卫权时，在国会辩论中提到这对帮助美国

或澳大利亚非常重要，因为把澳大利亚和日本民众

放在一起不仅有助于辩论，还使日本政府追求集体

自卫的行动更具吸引力。此外，与日美同盟不同的

是，日澳的安全合作比如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体现

了两国平等性，既满足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呼声，

也可在对等中进一步推动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大国

化”转型。岸田在将要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中积极导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目的在于增强日

本的威慑力。在 2022年 1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岸

田明确表示要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② 在

深化对外安全合作中谋求威慑力和增强防卫力，以

推动“军事大国”转型，也是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

义外交”追求的目标之一。○
（责任编辑：吴兴佐）

①“日本新任驻澳大使：扩大安全合作对‘抵抗中国至关重

要’”，《澳大利亚人报》，2021年2月6日。

②「日米首脳テレビ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na/

na1/page1_001086.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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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Infrastructure Plan and American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Chen Wenxin

Abstract: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into law 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starting a new round of large-

scale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iden’s team calls it a“once-in-a-generation investment”in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which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US can win“the competition of the 21 century.”

Biden’s infrastructure plan includes two parts: Build Back Better domestically and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globally. It

attempts to impro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store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hegemony by coordinating short-term

and long-term goals, soft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layout. So far,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Biden’s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pla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olitical obstacles are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Biden’s infrastructure plan.

Keywords: Biden administration, hard infrastructure, soft infrastructure, Build Back Better, B3W

US and EU’’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lans and Their Impacts on China

Wu Zelin and Wang Jian

Abstract: In the past year, the US, UK and EU have successively launched“Build Back Better World,”“Clean Green

Initiative”and“Global Gateway.”They focus on the soft infrastructure and are driven by western values. It is uncertain that

the goals will be achieved due to insufficient ability of US and EU to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their inconsistent policies

toward China, the difficulty of the government in driving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western value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ever,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plans,

the impact of equity investment and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c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conomic field,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publicity of China’s foreign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Gateway,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Japan’’s Kishida Government’’s Emphasis on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Meng Xiaoxu

Abstract: Japan’s Kishida government has upgraded the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to be the closest

security partnership other than Japan-US allia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focused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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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enh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cond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system. It signed Japan-

Australia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in January 2022 and carried out close and practical security cooperation,

focusing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hat are the profound motivations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is long-term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strategic need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epening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under the realistic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deterrence through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quasi allies. China i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policy. At present, Japan pays attention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Australia, focusing on Southeast Asia and shaping security norms, but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unlikely to become a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 and their further cooperation faces many restraints.

Keywords: Japan-Australia rel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economic security, quasi Alli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Li Haitao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lso

embraces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will have mo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 undertakes new and great missio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rofound shift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facing new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from itsel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from the r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In order to help China steadily

approach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improve its

own work system and content,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focus on the future layout.

Keywords: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Russian Media

Guo Jinfeng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ussi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 order to shape a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voice and influence, Russia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sto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the media. After Putin came

to power, Russia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regulate an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Russian media, integrated the existing foreign communication media resources, and

established RT TV station and Russia Today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It has effectively spread the voice of Rus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afeguarded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But Russian media has suffered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sanctions and pressures.

Keywords: Russia, RT TV,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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