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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海外领地”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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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外领地是殖民地在今天的演变形式。太平洋上有 19 个海外领地，它们多处在战略
位置重要的地方。有常住居民的海外领地，拥有一定的内政自治权，经济严重依赖于宗主国，军事
和外交由宗主国控制或协助，未来会继续追求充分自治权和经济独立。无常住居民的海外领地则
有宗主国占有权的法理困境，未来归属变数很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机遇，为进一步拓展
与这些地区的政府及民间关系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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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殖民地 ；二战后，在非殖民化浪潮下，殖民

一、太平洋“海外领地”概况

地纷纷独立建国。一些散布在大洋上的岛屿，因
人口少，经济实力弱而未取得主权独立，成为新
时代的海外领地。

（一）海外领地概念
海外领地是指由一国控制的与本土不相连的
领土，也被称做新殖民地。

[1](P.52)

其控制形式表现

（二）太平洋“海外领地”概况
太平洋上散布的两万多个岛屿曾全部沦为殖

为直接统治、不完全主权、自由结合等几种形态。

民地，是列强间交易的砝码。今天，大部分岛屿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英国、荷兰、丹麦、

已经独立成十几个国家，但一些战略位置重要的

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8 个国家拥有海外领

地区因种种原因，仍未获得独立，成为域外大国

地。不同国家对海外领地有不同的叫法，如美国

的海外领地。

将海外领地分为联邦自治领地（Commonwealth）、

太平洋上的海外领地共有 19 个，分属于美国、

建 制 领 地（Incorporated Territory）、 非 建 制 领 地

英国、法国、新西兰等 4 个国家。这些海外领地，

（Unincorporated Territory）三种 ；英国的海外领地

10 个有常住居民，9 个无常住居民。有常住居民

则分为皇家属地（Crown Dependency）、海外领土

的海外领地自然情况如表 1 所示，除新喀里多尼

（Overseas Territory） 和 特 殊 属 地（Sovereign Base

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人口较多、面积较大外，其

Areas）。海外领地是殖民时代在当今的残余，是由

他的都是面积小、人口少的岛屿或群岛，面积最

殖民地演变而来的。

小的托克劳群岛只有 12.2 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的

帝国主义时代，亚、非、拉的大部分地区都

皮特凯恩群岛仅不到 50 人。它们多数拥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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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和渔业资源，如瓦利斯和

显现出明显的独立倾向。

富图纳群岛散布在 3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库克

9 个无常住居民的海外领地分属于美国（8 个）

群岛散布在 2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旅游资源

和法国（1 个），为直观了解，笔者也对其列表（表

和渔业资源极其丰富 ；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如

2）。由美国控制的这类海外领地中，只有帕迈拉

新喀里多尼亚镍矿储量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总储

环礁是建制领地，岛礁均私人所有，归内政部管辖。

量的 25%，有些海外领地的专属经济区还是海底

其他的岛屿除金曼礁归海军管辖、约翰斯顿岛归

矿产资源的富集区。这些海外领地，只有库克群

空军和内政部管辖外，其余都归美国内政部管辖。

岛和纽埃岛主权独立和新西兰保持自由结合，其

这些岛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大都用于军事或航

他的仅拥有不同程度的内政自治权，外交和军事

运中转站，一般只对科研人员开放 ；有些也有经

等由宗主国掌握。近年来，在民族平等、主权独

济活动，但只限于为岛上军事人员服务。美国的

立呼声下，海外领地自治程度不断提高，部分还

海岸警备队定期对这些岛屿巡逻。中途岛比较特

表1 有常住居民的海外领地
宗主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新西兰

名称

位置

总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人）

ＧＤＰ（美元）

地位

北马里亚纳群岛

西太平洋

477

88 662

12 500

自治领地

美属萨摩亚群岛

中太平洋南部

199

66 432

8 000

无建制领地

关岛

西太平洋

541.3

180 865

15 000

无建制领地

皮特凯恩群岛

东南太平洋

47

50

--

海外领土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西南太平洋

274

15 289

12 640

海外地区

法属波利尼西亚

东南太平洋

4 167

287 032

21 565

海外行政区

新喀里多尼亚

南太平洋

18 575

227 436

28 750

特殊行政区

库克群岛

南太平洋

240

23 400

10 000

自由结合区

纽埃岛

南太平洋

260

1 647

9 000

自由结合区

托克劳群岛

东南太平洋

12.2

1 433

--

属地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年鉴》（2010/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表2 无常住居民的海外领地
宗主国

美国

法国

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公里）

归属部门

用途

帕迈拉环礁

太平洋正中央

11.9

内政部

私人岛屿

贝克岛

中太平洋

1.5

内政部

军事、航运、自然保护

豪兰岛

西南太平洋

1.6

内政部

中途航运站、自然保护区

贾维斯岛

南太平洋

4.5

内政部

科学研究、自然保护区

约翰斯顿岛

中太平洋

2.8

空军、内政部

军事、自然保护、航空加油站

金曼礁

中太平洋

1

海军

军事

中途岛

北太平洋

6.2

内政部

军事、旅游、航运

威克岛

北太平洋

6.5

内政部

克利伯顿岛

东太平洋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年鉴（2010/2011）》。

① 英文为the Minister of Oversea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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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军事、航运
①

海外管理部

军事、科学研究

殊，除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和航运中转站外，它

法上依照法国法律管理，但国王和酋长都依照传

还对外开放，可以接待游客参观。克利伯顿岛归

统法进行管理 ；居民拥有法国国籍。法属波利尼

属于法国，这个小岛曾作为法国核试验基地和核

西亚是法国的海外属国，拥有自治政府，享有自

废料储存地，现仅供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

主选举、立法、行政等权利 ；议会由普选产生，
有三个势力相当的政党。新喀里多尼亚的自治机

二、太平洋“海外领地”
政治经济现状

构有由三个自治省组成的联邦政府、普选产生的
领定议会等。新喀享有充分自治权，政府委员会、
领地议会和高级专员都必须从本土人民中选出 ；

只有在有常住居民的地区才会存在政治经济，
因而这里只考察有常住居民的 10 个海外领地。
（一）政治发展现状

议会中，主张独立的政党势力和主张保持现状的
政党势力相当，未来新喀极有可能完全独立。库
克群岛和纽埃岛现在都已成为主权国家，除军事

海外领地的政治制度多移植于宗主国，因而

防务外，实现了完全自治，国际社会都把它们看

要了解它们的政治现状必须按国别来分析。美国

做主权国家。托克劳群岛比较特殊，它以英国女

的三个海外领地，以美国总统为国家元首 ；普选

王为国家元首，女王代表为新西兰总督，防务、

产生的总督是政府首脑，负责行政事务 ；实行两

外交、教育、医疗等均由新西兰提供 ；自治机构

党制、两院制，和美国完全一样 ；法律主体部分

为托克劳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司法

以美国法律为模本。这三个地区的公民均具有美

由新西兰负责。

国公民身份，但只能参加本地区的选举。皮特凯

（二）经济发展现状

恩群岛虽然仅有不到 50 人，但拥有高度自治权。

这些地区 GDP 大都在 1 万美元以上，但并不

英国除负责防务和援助外，一切事务均由本岛居

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就高。它们人口多的几十万，

民成立的岛屿委员会管理。法国海外领地政治比

少的才数十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长期以来宗

较复杂，它们都实行法国宪法，在法国两院中拥

主国采取掠夺式经济政策，丰富的矿产资源被宗

有席位，法国派驻高级行政专员与本地自治机构

主国垄断开发，导致产业结构以农渔业和旅游业

联合执政，法国统管三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事务。

为主，工业以传统的初级加工业为主，工业制成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的自治机构有负责行政的领

品需要大量进口，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宗主

地管理委员会和普选产生的一院制领地议会 ；司

国。海外领地过度依赖于宗主国的经济援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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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太平洋“海外领地”地区和太平洋岛国人均GDP比较（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年鉴》（2010/2011）、世界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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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地区海外领地的共性。如纽埃岛国内生产

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便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总值的一半以上是新西兰援助，托克劳群岛人均

二是太平洋岛国论坛。[3] 原为 1971 年成立的南太

接受新西兰援助 6 000 美元。虽然海岛资源丰富，

平洋论坛，2000 年更名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目前，

但居民生活所需物品缺乏，多数海外领地的食物、

库克群岛和纽埃是正式成员 ；新喀里多尼亚和法

交通工具等依赖进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如法

属波利尼西亚是联系成员 ；托克劳、瓦利斯和富

属波利尼西亚 2006 年进口额 26 亿美元而出口额

图纳为观察员。该论坛的宗旨是加强论坛成员间

仅为 6 000 万美元 ；库克群岛 2009 年进口额为 2.9

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合作和协调。

亿新元，出口额仅为 439 万新元。这就使当地政

联合国在海外领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经济

府财政严重依赖于宗主国。美属萨摩亚 2006/2007

技术援助、应对环境挑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财年，财政收入的 37% 为当地税收，63% 为美国

虽然，只有库克群岛和纽埃是联合国成员，但联

政府补贴。

合国的相关援助计划已经覆盖到其他海外领地。

这些海外领地大都拥有丰富的旅游、矿产和

一些援助国主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

海洋资源，它们靠着这些资源和合理对外贸易是

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能实现经济自主的。但正因为宗主国的经济控制

参与该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

和垄断经营，使它们失去经济自主权，如据现有

（二）和中国的关系

国际法，宗主国享有海外领地专属经济区的优先

库克群岛和纽埃岛能独立处理外交事务，中

开发权。经济不自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地区

国与这两个岛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开展各

不能实现主权独立。

项合作。

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太平洋岛国要高

中国和其他海外领地的关系是在和宗主国关

出许多。如图 1 所示，海外领地的人均 GDP 要远

系框架下进行的，主要是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

远高出该地区其他岛国的人均 GDP。这是因为，

经济援助。中国和法属波利尼西亚保持着密切而

海外领地居民的收入很大部分来自于宗主国的援

又特殊的联系，高层官员互访频繁，2007 年中国

助。所以很多海外领地怕失去经济援助，而乐意

驻帕皮提（法波首府）领馆开馆，[4] 双方外交关系

保持现状。

进入新阶段。法属波利尼西亚华人占 12%，而且
当地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因而发展双边

三、太平洋“海外领地”
对外关系现状
虽然库克群岛和纽埃岛拥有外交自主权，但

关系比较便利。2010 年，法波派 2 艘人力帆船前
往中国并出席上海世博会，以缅怀他们华人祖先
的功绩。[5] 中国和新喀里多尼亚也正在加强联系。
2007 年，中国驻法国大使访问新喀里多尼亚，为

它们和新西兰签有协议，新西兰有义务协助它们

加强双方合作交流做了铺垫。[6] 美国的“海外领地”

开展外交。其他海外领地的外交事务都由宗主国

正积极主动地争取和中国发展关系。2011 年 10 月，

负责，但没有阻止它们发展对外关系。

第二届中美省州长对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北马里

（一）积极参与地区国际组织
这些海外领地参与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主要有
[2]

亚纳群岛总督在发言时指出愿意向中国出租小岛，
同时还表示欢迎中国投资 ；关岛总督则表示要搭

两个。一是太平洋共同体。 原为 1947 年成立的

建中国企业投资的渠道，并决定在上海建立投资

南太平洋委员会，1998 年更名为太平洋共同体。

办事处 ；两个总督还表示，为吸引中国游客，将

目前，这 10 个海外领地都是太平洋共同体成员。

加快推动中国公民免签入境。[7] 美属萨摩亚有少量

其宗旨是促进各成员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进步 ；

华人居住，该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严重依赖于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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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每年无偿援助 2 000 万元人民币。
除了发展双边关系，中国还通过一些国际组

是主要原因。此外，宗主国的援助往往附加许多
政治经济条件，因而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为

织积极参与该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环境保护等

克服这种困境，海外领地会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

活动，在该地区树立了较好口碑，为以后发展更

如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开发权、贸易自主权等。所以，

为密切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海外领地会开展多元化的经济外交。如北马里亚
纳群岛和关岛正争取和中国开展更多的经贸往来，

四、太平洋“海外领地”的
未来发展趋势

新喀一直在争取为镍矿开发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
所以同宗主国以外的国家开展经济外交，拓展经
济合作渠道，减少对宗主国依赖程度，必将是未

（一）追求更高的政治自治权
海外领地常常被称做“分离而孤单的少数群

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三）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

体”。在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潮流下，它们必将为争

宗主国对海外领地无限制的资源开发和非正

取更高的政治自治权而努力。目前，大部分海外

常的军事行为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掠夺性资源

领地都表现出了独立倾向。新喀里多尼亚的“卡

开发对环境的破坏自不必说。许多岛屿曾作为宗

纳独立运动”一直追求新喀完全独立。1998 年 4

主国核试验、核废料存放、生化武器存放和处理

月，法国政府同新喀签订政治协议，该协议规定，

的基地，如约翰斯顿岛和克利伯顿岛。现在这些

在 15-20 年内举行全民投票，如超过 3/5 的人选择

行为都已终止，但造成的潜在环境威胁是不可估

独立，法国就允许新喀独立。据报道，新喀将在

量的。

2014 年进行完整主权咨询。法属波利尼西亚现在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使这些海岛面

已成为“海外属国”，但完全独立倾向仍强劲，第

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科学家已经证实，海平面正

二大党波利尼西亚解放阵线一直在争取完全独立。

在上升。上升的海平面会侵蚀海岛面积，压缩海

托克劳群岛虽然人口仅 1 500 人，但也在追求独

岛居民的生存空间。有科学家警告托克劳群岛将

[8]

立。 2007 年 10 月，第二次全民公决中，仅以 16

在 20 年内被海水淹没。[8] 一些岛国正准备“举国

票之差独立失败。托克劳领导人说 ：
“作为殖民地，

搬迁”。

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安排去与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
国家会面，也没有权力去与其他国家谈判签合约。”
关岛近年来也显现出明显的独立倾向。[9] 新上任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挑战，海外领地本身并
没有解决的能力，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四）无常住居民“海外领地”的前景

关岛总督卡尔佛打算在 2012 年就关岛未来举行公

这些岛屿，都是西方列强殖民掠夺时占据的。

投，公投选项有成为美国的一州、独立、建立自

对它们的占有缺少合法性，且名不正、言不顺。

由伙伴联盟。他认为“身为美国的‘非并入领土’，

因而存在占有权的法理困境。有必要对其归属问

关岛无法完全发挥其潜力，‘关岛人必须决定未来

题进行探讨。

该何去何从’。”其他几个虽没显现独立倾向，但

根据历史上殖民地获得独立时，那些争议岛

一直为更高政治地位而努力，如北马里亚纳群岛

屿最后的归属情况，可看出它们的归属有以下几

和美属萨摩亚的居民都在为享有美国公民待遇而

个方向。一是由宗主国继续控制。这些岛礁战略

斗争。

位置十分重要，宗主国对其控制非常严格，短期

（二）多元化的经济外交

内这种状况不会改变。二是分属于附近的岛国。

经济结构失衡、贸易赤字等使海外领地经济

这些岛礁要么是历史上属于其他岛国，要么是地

上依赖于宗主国。如前所述，不平等的经济政策

理位置上靠近某个岛国。它们一旦脱离宗主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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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有可能的归属就是划归附近岛国。一些岛国

理的外交战略，为实现有利于中国的太平洋外交

已经对这些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如马绍尔群岛共

局面做好充分准备。

和国就对威克岛提出主权要求。三是主权回归，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好和太平洋“海外

租借给有需要的国家。这些岛礁主权回归后，岛

领地”的关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贸先行。对

国没有控制和开发的能力，很可能会以租借方式

外贸易是海外领地生存之本，也是最重要的制约因

寻求经济价值。四是共同管理。这些岛礁一般处

素。巨额的贸易赤字，成为它们经济自主的最大障

于航空、航海的中间点上，可作为航运中转站，

碍。所以，中国在开展经贸合作时要尽可能地扩大

也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因而可以通过相关国际组

进口，助其实现贸易均衡。二是继续奉行无附加条

织实现国际共管。

件的援助政策。援助工作的导向是帮助其建立独立
的经济体系，或者至少要实现地区间的经济独立。

五、中国与太平洋“海外领地”
关系的未来

因而要继续奉行无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主动利用
国际组织参与到该地区发展当中，扩大中国的影响
力。三是加强民间交流，培育传统友谊。中国居民

海外领地和宗主国有着特殊关系，宗主国一

很早就到太平洋岛屿谋生，所以这些海外领地大都

直试图加强对海外领地的控制，因而任何局外人

有华人，他们早已融入当地社会，成立了华人组织。

的介入都会引起宗主国高度警惕。近年来，中国

中国要主动加强同当地华人的联系，使他们成为连

和太平洋岛国关系进展顺利，早已引起美国的警

接海外领地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桥梁。现在有许

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1 年 3 月份

多中国人在当地从事技术援助项目、经贸合作等工

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太平洋面临中国竞

作，更有大量的人到此旅游。国家要积极引导他们

争”。[10] 所以，如果中国发展与太平洋“海外领地”

担负起国家使命，宣传中国的良好形象。中国还应

特别是以美欧国家为宗主国的那些海外领地的关

积极主动地向海外领地实行开放政策，吸引当地

系，需要在其与宗主国关系的大框架下，制定合

居民来华留学创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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