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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因素在日本中东政策中的作用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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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 区是世界 上最大石油 输出地区 ,而日本 则是世界上 最大的石 油进口国 ,石油

因素在日本中东政策的制订上发挥着关键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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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中东地 区做为 世界上 最大的 石油出

别是 具有油层 浅、自喷率 高、运 输方便、国内 需求小

口地区 ,日本做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双方存

的特点 ,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地区。日本

在着重要的石油贸易关系。 由于做为 商品的中东石

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如表 1所示。②

油 ,存在着 所有者、供求 关系的 变化 ; 而日本 做为进
表 1 日 本从中东进口石油

口国 ,存在 着进口渠 道、需求程 度的变化 ,所 以中东

万千升

石油在日本对中东政策制订过程中起 的作用也有变
化 ,本文对此问题略加论述。

一
“日本之所以关心石油供应问题 ,是因为低廉价
格的石油是战后日本的产业机构和`经济奇迹 ’ 的润
滑油。”① 日本 与中东 地区在 石油关 系上 ,有两 个制
约因 素 ,一个 是日本对 中东地 区石油 的需求 程度如
何 ,一个是中 东地区石 油对日 本的供 应渠道 及石油
价格如何。这两个制约因素 ,也同样制约了日本中东
政策的制订。
日本 从 50年代中 期经济 发展时 ,确立 以重、化
工业为龙头 ,带动国内整个经济发展的道 路。 重、化
工业 都是耗费能 源大的 产业 ,而日本 自身又 严重缺
少能 源 ,这决 定了日本 的经济 发展要 依赖外 部供应
能源的局限性。随着日本经 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能
源消 耗也以高于 西方其 它工业 化国家的 速度增 长。
由于 石油作为能 源使用 要比煤 具有更多 优点 ,所以
世界上先进工业化国家 ,在 50— 60年 代率先向采用
以石油代替煤的能源结构转化。 在这 次能源结构转
化过程中 ,日本同其它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 ,瞄准了
被称为世界“石油库”的中东地区。
中东 是战后 崛起的 世界上 最大的石 油产地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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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 进口额 占全年进口比 年限 进口额 占全国进口比
1963

5275

84. 7

1968 13266

90. 3

1964

6447

86. 9

1969 15249

87. 4

1965

7737

88. 3

1970 17333

84. 6

1966

9371

90. 0

1971 18824

83. 9

1967 11490

91. 2

1972 19866

80. 7

可以 看出 ,日本从 中东地 区进口 数额在 逐渐增
加 , 1972年 比 1963年增 加了 305% ,在 1963— 1972
年间日本进口石油年平均 86. 8% 来自中东地区。
日本 从中东 地区大 量进口 石油 ,但是中 东石油
并非掌握在中东地区产油国手中 。 中东石油长期以
来是西方列强争夺、控制的目标 ,西 方石油公司不仅
控制 了中东石 油勘探、开 采、提 炼的权 利 ,而 且还控
制了石油及石油制品的国际市场 销售价格。据统计 ,
1967年 ,美国的 埃克森石油 公司、莫 比尔石油 公司、
德士古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
油公司 等五家公司控制 中东石油 生产量的 57% ;英
国石油 公司控制中东石 油生产量 的 28% ; 英国和荷
兰合资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控制 中东石油生产量的
7% ; 法国石 油公 司控制 中东 石油 生产 量的 6% ,合
计 8家石油公司 控制中东石 油生产量 的 98% 。③ 即
使到了 70年代 初 ,中 东石油生产 量的 87. 6%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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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在八大石油 公司手 中 ,而 日本从 中东进 口石油

5. 12美元 ,一举上涨 70% 。 10月 17日 ,阿拉伯石油

的 90% ④ 是来自上述八大石油公司。

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宣布 ,实行减产、禁运、提价、

中东 石油掌 握在西 方石油 公司手中 ,日 本进口

国有化等四项措施。决定立即减少石油产量 ,以 9月

中东 石油的渠道 来自西 方国家 ,这就 造成了 日本尽

份成员国产量为基准 ,每月递减 5% 。 18日 ,阿拉伯

管从 中东地区大 量进口 石油 ,却不必 理睬与 中东地

产油国先后宣布中断向美国出口 石油。 此后中东产

区国家关系的怪事。 中东石油在日本 与中东地区国

油国 采取各种措 施 ,先 后实现 了对本 国石油 资源的

家关 系中无足轻 重 ,日 本在制 订中东 政策时 也未重

全部 国有化 ,中东产油 国家真 正掌握 了自己 的石油

视。

资源。 12月 23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 决定 ,自 1974年
从 1952年 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 ,日本恢复主

1月 1日起 再次提 高油 价 ,阿拉伯 轻质 油每桶 达到

权地位 ,到 1973年 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前 ,日

11. 65美 元 ,再 次提价 120% ,西方 石油 公司控 制国

本外 交上极不重 视与中 东国家 的关系 ,遇到 中东地

际石油价格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 返。 上述这些措施

区发生冲突时 ,总是站在美国一边 ,表 现为紧紧追随

实 施 的 结果 就 是西 方 国 家所 称 的“第 一 次 石油 危

美国的中东政策。在此期间 ,一方面日本政府内阁大

机”。

臣以 上官员没有 访问过 中东国 家 ,另 一方面 阿拉伯

“石油危机”迅 速波及 日本。 10月 24日 沙特宣

国 家的 首脑、要 人来 访 也未 给予 足 够重 视。 例 如 ,

布石油供应削减 10% , 10月 25日 ,自顾不暇的五家

1964年科 威特外交大臣 贾比尔代表 阿盟访日 ,仅十

美国 石油公司通知 日本 ,削减石油供 应 10% 。 为了

几分 钟的会谈中 ,日本 外相还 以闭目 似睡的 态度来

应付局势 ,日本政府一方面慌忙发表冠冕堂皇 的“中

应付贾 比尔谈话 ,事后遭 到科方的报 复。 1971年世

立”声明 ,一方面紧急召见阿拉伯各 国驻日大使解释

界上 最大的石油 出口国 沙特国 王费萨尔 访日 ,希望

“中立”态度。 但 是 ,阿 拉伯产 油国为 了分化 西方阵

与日本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结果日本敷衍 推诿 ,

营 ,更有效 地打击 主要敌 人 ,采 取“分隔作 战” ,即把

不予重视 ,费萨尔只好失望而归。对于中东地区出现

所 需石油国家 分为“友好、中立、不 友好”三类 ,以此

的冲突 ,日本总是追随美国的立场。例如关于黎巴嫩

在石油供应上分别相应采取“正常、限制、中止 ”三种

问题 , 1958年 7月 日本政府宣 称: “黎巴嫩 内乱是这

措施。 日本被作为“中立国”对待 ,属于被限制之列。

个国 家的国 内政治 斗争 ,应该排 除外 国的 干涉。” ⑤

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打击 甚大 ,首先 ,石油供

但在几天后 ,美国出兵黎巴嫩 ,日本马 上改变决定转

应渠 道发生根本 性变化 ,日本 进口中 东石油 由面向

而支持美国。 至于阿以冲突 ,日本更是姑息以 色列 ,

西方石油公司转变到被迫面向中 东产油国家。其次 ,

疏远阿拉伯国家。 有时日本也发表一 些冠冕堂皇的

石油 供应限制措 施 ,中 东产油 国的限 制措施 为逐月

言词 ,但是明里暗里还是站在美国一边 ,所以人们戏

减 少 5% ,意味着 如不 改变现 状将 会最 终发展 到石

称 日本的中东 政策为美 国中东 政策的“日本 版” ,日

油 供应的 中断。 第三 ,油价 大幅度 提高 ,从 1973年

本外务省为美国外交部的“日本课”。

10月 16日每桶原油 3. 01美元 ,到 1974年 1月 1日

二

每桶 原油 11. 65美元 ,上涨 了 387% ,无疑 使日本政
府增加了巨额的财政负担。

从 60年代末开始 ,中东地区产油 国兴起了争取

在 第一 次石 油危 机直 接打 击下 , 1973年 11月

掌握本国 石油资源运动 , 1968年 阿拉伯石 油输出国

22日 日本政府被迫改变 中东政策 ,第一次 明确表示

组 织成立 , 1969年卡 扎菲夺 取利 比亚 政权 后 ,便强

日本 政府支持阿拉 伯人民的正 义要求。 12月 25日

迫提高本国原油价格和石油所得 税。 在利比亚成功

阿 拉伯石油输 出国组织 宣布日 本为“友好”国家 ,从

的鼓励下 ,中东产油国与西方国家展开斗争 ,逐渐从

12月起取消对日本 石油供应的削减限制。转变后的

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回石油控制权。正在这时 , 1973

日本中东政策 ,可以说是带有独立性的、政治经济文

年 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为了更有效地打击

化三位一体的全新中东政策。

以 色列 及其 支持 者 ,阿拉 伯产 油国 动用 了 “石 油武

新的 中东政 策出台 后 ,日 本内阁 大臣以 上官员

器”。 10月 16日 ,科威特、伊拉克、沙特、卡塔尔、阿

不 断访 问中东 国家。 1978年福 田首 相访 问中 东国

联酋 等海湾地区 阿拉伯 国家和 伊朗共同 决定 ,将标

家 ,也是日本首相初次访问中东国家。日本利用各种

准油种阿拉伯轻质油价格由每 桶 3. 01美元 ,提高到

场合阐明自己支持阿拉伯人民的 正义要求。 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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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增加对 该地区的 经济技 术援助 ,兴办 合资企 业 ,

降 ,说明日 本致力于摆 脱对中 东石油 过分依 赖措施

扩大 双边贸易 ,使中东 地区在 技术资 金等方 面依赖

有很大的进展。

日本 ,改变日 本在经济 上对中 东地区 单方面 依赖关

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 ,自第一次石油危 机之后 ,

系 ,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来保证石油供应的可靠性。日

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一路高 攀 ,特别是在 1978年底石

本政 府也开始 意识到 加强文 化交流 的重要 性 , 1974

油大 国伊朗爆发 伊斯兰 革命后 停止石 油出口 ,致使

年 9月 促成埃及 著名学 府开罗 大学设置 日本学 科 ,

供求关 系突变引发第 二次石油危 机 , 1980年两伊战

使双方进入相互了解新阶段。

争爆发使石油危机达到顶点。 1979年每桶阿拉伯轻

新的中东政策与原来完全追随美 国的中东政策

质油价格为 14. 55美元 ,到 1981年 1月竟高达 36～

相比较 ,明显带有独立性。如日本公开承认并支持巴

40美元。 然而国际石油 市场高价位 短暂维持 后 ,却

解组织而美国则不承认巴解组织。 但 是它并不是与

由于 西方节能技 术和替 代能源 发展很 快 ,北 海油田

美国的中 东政策一刀两断或 背道而驰 , 因为日本整

大力 开发以及其 它产油 大国加 入 ,欧 佩克成 员措施

个对 外格局仍受 到美国 制约 ,日美同 盟仍处 于支配

不一致等因素 ,使价格一路下滑。 1981年 10月每桶

地位 ,所以说独立性是相对的、有限的。

阿拉 伯轻质油价 格为 34美元 , 1983年 3月为 29美

新 的中 东政 策核 心就 是确 保 中东 石油 平 稳供

元 , 1985年 3月为 25. 85美元 , 1986年 3月跌到 11.

应 ,为此日本 不惜放弃 更多的 经济利 润而主 动向中

51美元。 1986年以 后油价大体在 14～ 18美元间波

东地区 ,特别是海湾国家投资、贷 款。 在中东地区这

动。

个 充满 着民 族矛 盾、宗教 矛盾、国 家间 矛盾 的 旋涡

80年 代以来 ,由 于日本对 中东石油需 求明显减

中 ,小心翼 翼地相交 相往 ,尽力 保持“等距离 外交” ,

少 ,特别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暴跌 ,从卖方市场转向

担心 影响到某一 方面而 得罪众 多的伊斯 兰国家 ,不

买方 市场 ,无疑加大了 日本对 中东政 策制定 过程中

惜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保持距离。 日本 中东政策变化

的选择余地。日本也由 70年代对中东国家关系小心

的直接原因 ,就是中东石油在供应渠道、供求关系及

翼翼、唯唯诺诺转变为逐渐放松手脚 ,参与中东冲突

价格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的日益显现。

的解决。
1979年 11月伊 朗与美国 在引渡伊朗 前国王巴

三

列维问题上发生冲突 ,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人 质事件。

自第 一次石 油危机 之后 ,日本政 府一直 寻求尽
力减少对中东石油的过分依赖。 例如 采取国内节能
措施 ,调整生产结构 ,发展低能耗 产业 ,发展原 子能、
太阳 能等新能 源 ,扩 大从印 尼、中国、文莱等 亚太地
区国家进口石油。 上述措施结果如表 2所示 ⑥ :
表 2 日本对中东石油进口状况
年限 进口额

占总进口比

年限 进口额

( 1000b /d )
占总进口比

伊朗是 日本在中东地 区第二大石 油进口国 , 1978年
日本进 口原油中 12. 9% 来自伊朗 ,所以日 本在人质
事件初期采取观望态度 ,避免得罪伊朗。但是随着人
质事件冲突升级 ,美国对日本压力加大 ,最终迫使日
本 1980年 4月末 参加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经 济制裁 ,
但日 本仍采取比 较温和 的态度 ,人质 事件解 决后很
快恢复了与伊朗关系。 对于苏军入 侵阿富汗事件与
两伊战争 ,日本的态度则更为积极主动。针对苏军入
侵阿 富汗 ,日本积极参 与西方 国家对 苏联的 抵制活

1975

3610

79. 5

1982

2619

71. 7

1976
1977

3703
3765

80. 2
78. 5

1983
1984

2561
2591

71. 8
70. 7

1978

3660

78. 5

1985

2405

71. 2

交。 随着两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在两伊 间“穿

1979

3710

75. 8

1986

2246

69. 0

梭 ”外交明 显增多。 据日本 《外交 蓝皮书》 1984年版

1980

3267

74. 5

1987

2165

68. 0

1981

2756

70. 3

刊 载 ,日 本 为 调 解 两 伊战 争 , 仅 在 1983 年 8月 至

动 ,不仅推迟或取消与苏联的交往 ,抵制莫斯科奥运
会 ,而且利用各种场合谴责苏联 ,扩 大与中东国家外

1984年 8月 间 ,日本要 人出 访两 伊国 家 8次 ,两伊

可以 看出 , 1975— 1980年间日本 对中东 石油进

国家 要人来 访 6次。⑦ 日 本为两 伊战争 停火做 出重

口无 论是进口额 ,还是 占全年 进口额 比率都 呈现逐

要努力。 对于中东地区核心问题 — — 巴勒斯坦问题

渐下 降趋势 ,然而 1981～ 1987年间 不仅 与 70年代

的 解决 , 1988年 6月日 本外 相宇 野在 访问 叙利 亚、

进口 情况相比变 化明显 ,而且 进口额 明显大 幅度下

约旦、埃及 后 ,又 访问以 色列 ,这是日 本外相 初次访

李

凡

石油因素在日本中 东政策中的作用

97

问该 国 ,反映 出日本在 该地区 已由被 动亲近 阿方转

本的制约力再度减轻。 日本一边加 大中东石油进口

变到在阿 以双 方间 进 行调 解外 交 的“中 立”立 场上

量 ;一边 又极力 参与中 东政治 经济事 务。 1991年 4

来。

月 24日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向海 湾地区派遣 6艘舰
随着 中东石 油对日 本压力 逐渐减轻 ,日 本中东

艇 500名 官兵的 现代化 扫雷舰 队 ,这 是二战 后日本

政策的政治色彩更加增大。 1991年 8月海湾危机爆

首次向海外大规模派遣 军队。 在 1991年 ,日本与伊

发后 ,日本很快加入对伊拉克制裁行列。日本共同社

朗、也门、阿尔及利亚、卡塔尔、沙特 等国签订石油开

发表评论说: “资源小国日本采取包括 禁止石油进口

采、提炼等合同 ,以确保中东石油进口。 1992年日本

的严厉制裁措施是 极其异乎寻常的。”⑧ 日本为以美

成了 海湾合作委 员会成 员的最 大贸易 伙伴 ,美国也

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除派遣军队 直接参战之外

不 得不 屈居 第二 位。⑨ 1991年 10月 马德 里中 东和

的 一切所 能提 供的援 助 ,日本 承担了 战争 费用 130

平国 际会议召开 后 ,日 本又成 了多边 谈判的 积极参

亿美元 ,约占整 个战争费 用 600亿美元的 1 /4,日本

加国 ,尽力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政治大 国”角色。

参与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 ,日本在制订中东政策过程中 ,核心是

海湾 战争之 后 ,国 际石油 市场价 格并没 有出现

确保中东石油平稳供应。 中东石油 问题是考虑的重

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高涨 ,而是仍处于低价位。再加上

要因 素 ,随 着中东 石油的 所有者、供应 渠道、供求关

中东 地区国际形 势的变 化 ,美 国等西 方国家 利用海

系及价格的变化 ,日本的中东政策屡作调整 ,石油因

湾战争胜利之机 ,控制了该地区局势。中东石油对日

素的作用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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