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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安全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
机制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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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英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相交织的挑战ꎬ受威胁

程度有加剧之势ꎮ ２０１５ 年ꎬ英国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 报告将
其面临的安全风险划分为三个层级和三类威胁ꎮ 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以事前控制和预
防为核心ꎬ并根据不同的威胁进行了匹配性工作ꎮ 但其安全预警体制机制存在协调性与
联动性不足、情报传递机制缺陷、安全评估机制不合理等问题ꎬ英国据此进行了安全预警
机制改革ꎮ 尽管如此ꎬ英国安全预警机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英国脱欧的后遗症、“ 情报
保护主义” 、经济不振和部门间的“ 山头主义” 等都困扰着国家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的运作ꎮ
如何针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ꎬ探索安全预警机制出路ꎬ将是英国新政府面临的难
题ꎮ
关键词:英国

安全风险

危机预警

机制改革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英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相交织的挑战:恐怖主义、国内

紧急突发事件、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 失败国家” 的风险外溢ꎬ
以及地区冲突等ꎮ 在一个威胁多元化的世界里ꎬ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维护国家
安全ꎬ①包括事前预防预警和事后应对ꎮ 其中ꎬ预防预警是英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

环节ꎮ 本文拟从英国政府 ２０１５ 年进行的安全风险评估入手ꎬ梳理英国开展的匹配性
预防预警工作ꎬ分析其安全危机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ꎬ进而探讨其未来面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世界主要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研究” ( 项目编号:
１１ＪＺＤ０４６) 的中期成果ꎮ
① “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６１９３６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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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困境与出路ꎮ

一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与英国安全风险评估

安全风险评估是预防安全威胁的必要工作ꎮ 英国历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基本
任务就是对其国家安全风险进行评估ꎬ并就不同的安全风险按照不同的级别发布危机
预警ꎬ以完成匹配性的预防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英国政府发布“ 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 报告( 以下简称

“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 ꎬ根据可能性和影响两大要素识别本国面临的 ２０ 项国家安全
风险ꎬ并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ꎬ层级越高ꎬ面临的风险越紧迫ꎮ ( 见表 １)
表１
风险层级
第一层级

２０１５ 年英国国家安全风险
内容

时间范围

恐怖主义ꎻ国际军事冲突ꎻ网络安全ꎻ公共健康ꎻ严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重的自然灾害ꎻ海外局势不稳定ꎮ
盟国遭受袭击ꎻ关键制度的失效ꎻ生化武器攻击ꎻ核

第二层级

武器扩散ꎻ严重的有组织犯罪ꎻ金融危机ꎻ境外敌对
行动ꎮ
对英国的军事袭击ꎻ燃料供应风险ꎻ放射性释放或

第三层级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

化学释放ꎻ资源安全ꎻ公共秩序失控ꎻ极端天气和其
他自然灾害ꎻ环境污染事件ꎮ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
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５５５６０７ / ２０１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ｅｆ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英国政府评估的安全风险而言ꎬ２０１５ 年识别的风险数量有所增

加ꎬ风险程度进一步提高ꎮ① ２０１５ 年英国“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的序言指出:“ 相比五年
前ꎬ当今的世界更加危险和充满不确定性” ②ꎮ 恐怖主义风险、应急风险和军事风险是
① ２０１０ 年报告评估出的安全风险共有 １５ 项ꎬ参见“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２７ꎮ
②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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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英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和威胁ꎮ
首先ꎬ从恐怖主义风险来看ꎬ英国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安全战略评估报告一致认为ꎬ

目前恐怖主义分子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ꎬ对英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大ꎮ① 当被问及
当前英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时ꎬ大部分英国民众基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 恐
怖主义” ꎮ② 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助

力下ꎬ“ 独狼” 式恐怖分子③已成为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ꎬ也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威胁
之一ꎮ④ 而在英国ꎬ这种威胁迫在眉睫ꎮ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就
是一起“ 独狼” 式恐袭事件ꎬ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非常特殊ꎮ 在时间上ꎬ正值英国脱欧
之际和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ꎻ在地点上ꎬ发
生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外ꎮ 议会大厦是英国的保护重点ꎬ恐怖分子选择此地进行恐
袭ꎬ是对英国反恐体制和价值观的公然挑衅ꎮ 而时隔短短两个月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ꎬ
英国曼彻斯特再次发生了“ 自杀式” 恐怖袭击事件ꎬ据传与利比亚的“ 伊斯兰国” 恐怖
组织有关ꎮ 英国正在调查是否有人帮助袭击者萨勒曼阿贝迪(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ｂｅｄｉ) 制造
炸弹ꎬ其是否得到了在利比亚的“ 伊斯兰国” 分支机构或秘密特工的援助ꎮ⑤ 该事件被

视为自 ２００５ 年伦敦恐怖袭击以来最严重的恐袭事件ꎬ英国政府在事发后第二天立即
将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级提升至最高级———“ 危急” 级别ꎮ⑥

其次ꎬ英国还面临多种多样的应急风险问题ꎮ 根据英国最新颁布的« 国家民事风

险登记» 统计ꎬ英国最关注的应急风险是公共健康和自然灾害ꎮ 英国政府认为ꎬ庞大
的人口和开放的社会强化了本国预防应急危机的脆弱性ꎮ⑦ 严重的自然灾害既会残
① “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４２ꎻ“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４.
② Ｈｅｗ Ｓｔｒａｃｈａｎꎬ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ａｐ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Ｖｏｌ.５１ꎬＮｏ.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５４.
③ 有西方学者给“ 独狼” 下了一个定义ꎬ认为“ 独狼” 存在三大特征:( １) 独立行动ꎻ( ２) 不属于任何一个有
组织的恐怖主义团体或者网络ꎻ(３) 独立构思和采取犯罪行动ꎬ没有接受外来的指挥和控制ꎮ 参见 Ｒａｍｏｎ Ｓｐａａｉｊ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ｎｅ Ｗｏｌ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１６ꎮ
④ Ｊａｓｏｎ－Ｌｅｉｇｈ Ｓｔｒｉｅｇｈｅｒꎬ “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ｅ Ｗｏｌ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３５.
⑤ “ Ｌｉｂｙａ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Ｋｅ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Ｐｒｏｂｅ”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
ｒｉｃ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ｆａｃ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ｓ－ｌｉｂｙａ－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ｋｅｙ－ｆｏｃｕｓ－ｏｆ－ｂｏｍｂｉｎｇ－ｐｒｏｂｅ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５ / ０ｅ６ａ１３ｂ４－ ４０ｂｅ－
１１ｅ７－ｂ２９ｆ－ｆ４０ｆｆｃｅｄ２ｄｄｂ＿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ｕｔｍ＿ｔｅｒｍ ＝ .２ｄ６３５３ｃｄｃ５７ｃ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⑥ 英国恐怖主义威胁划分为五个等级ꎬ从低到高依次为低级( ｌｏｗ) 、缓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中级(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严
峻( ｓｅｖｅｒ) 和危急(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英国政府将恐怖主义威胁等级由维持了一年多的“ 严峻” 级别上
调为“ 危急” 的最高级ꎮ 参见英国军情五处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ｉ５.ｇｏｖ.ｕｋ / ｔｈｒｅａｔ－ｌｅｖｅｌｓ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
问ꎮ
⑦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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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生命ꎬ也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英国严重的洪灾导致 ２００００ 余项

财产遭受损失ꎬ加上桥梁坍塌、基础设施遭毁、供水中断等ꎬ使英国付出了惨重的经济
代价ꎮ①

此外ꎬ英国面临的军事风险有所上升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直至可预见的未来ꎬ英国遭

受军事打击的风险非常低ꎬ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有意愿并且有实力对英国
造成军事威胁ꎮ② 然而ꎬ英国为维护海外利益和干预海外不稳定地区的冲突ꎬ依然会
使用武力ꎮ 因此ꎬ在未来五年内英国仍然面临国际军事冲突风险ꎬ并且这种风险正在
上升ꎻ在极端的情况下ꎬ可能将英国及其盟国拖入军事冲突ꎬ或使英国陷入国际军事危
机ꎮ③ 英国政府认为ꎬ当前英国面临的最大军事威胁来自俄罗斯ꎻ自 ２０１０ 年在里斯本
召开北约峰会以来ꎬ俄罗斯“ 变得更具侵略性、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 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
“ 非法吞并” 克里米亚ꎬ而且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ꎬ破坏国际合作的规则ꎻ俄

罗斯还通过了实现军队现代化的投资计划ꎬ升级核力量ꎬ在英国盟友的领土附近进行
军事活动ꎬ并接近英国领空和领海ꎬ以试探北约的反应ꎮ④
上述三类安全威胁是英国未来面临的影响最大且发生的可能性最高的安全风险ꎬ
每一类安全威胁都有自身的特点ꎮ 恐怖主义威胁近年来一直困扰英国上下ꎬ全英国人
都要“ 学会与恐怖主义共存” ꎬ⑤应急威胁事关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ꎬ与英国民众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ꎬ军事威胁则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和国际影响力ꎬ是英国政府的
重大战略考量对象ꎮ 掌握有关恐怖主义威胁、应急安全威胁和军事威胁情报信息ꎬ做
好情报系统匹配性预防工作ꎬ成为英国安全与情报部门的主要工作任务ꎮ

二

英国的风险应对策略:匹配性预防预警工作

化解安全威胁的关键在于预防ꎬ一旦安全风险没有得到事前有效控制ꎬ就会上升
为安全危机ꎮ 在英国ꎬ安全和情报系统是预防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的核心机构ꎮ 根据
英国政府评估的三大类安全威胁ꎬ其安全和情报系统都采取了相应的匹配性预防预警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２０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６.
②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ꎬ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ｃｃｐｉｃ.ｍａｉ.ｇｏｖ.ｒｏ / ｄｏｃｓ / Ｕ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１７ꎬ ８５.
④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８.
⑤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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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ꎮ
( 一) 反恐预防预警工作

在防范恐怖袭击的过程中ꎬ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采取的最重要手段是监控ꎬ包括
对嫌疑恐怖主义分子的通信、交通及资金汇款的情报信息数据进行监控ꎮ 这些信息不
仅可以用于识别恐怖分子参与的恐怖活动ꎬ而且能够迅速有效地辨别他们的同伴ꎬ确
定其所在位置ꎬ以确保在适当的时间对恐怖分子采取适当行动ꎮ① 即便是隐蔽程度极
高的“ 独狼” 恐怖分子ꎬ也必然会有某种形式的接触或互动ꎬ如果他们试图依赖现代化
通讯手段和公共交通系统自由、迅速地实施犯罪活动ꎬ将不可避免地留下可用于追溯
其行踪的“ 情报足迹” ꎬ这是监测他们行踪的关键ꎮ② 英国在“９１１” 事件后专门制定
了反恐怖主义战略ꎬ③还推出“ 国家反恐怖主义演习计划” ꎮ 该计划由内政部与警察机
构、安全和情报机构、武装部队及其他政府部门共同设计ꎬ目的在于提升应对恐怖事件
的协同能力ꎮ 近年来ꎬ英国每年举行三次国家反恐演习ꎬ其演习主题主要集中在航空、
海洋、应对生化武器和持枪抢劫以及人质挟持等领域ꎮ④
英国恐怖主义威胁等级预警的设定分为两个部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级由军情
五处下属的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设定ꎻ与北爱尔兰相关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由军情
五处设定ꎮ 自 ２００６ 年起ꎬ英国政府开始发布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信息ꎻ自 ２０１０ 年

起ꎬ开始发布与北爱尔兰相关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信息ꎮ 在军情五处和英国内政部的
网站ꎬ均可查询到最新发布的预警消息ꎮ⑤
( 二) 应急预防预警工作

紧急突发事件预防性工作涉及多个政府部门ꎬ各部门除了负责自身任务以外ꎬ还
需要开展紧密合作ꎮ 英国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 ＣＣＳ) 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ꎬ进行民

事紧急计划和反应ꎬ实施国家风险评估( ＮＲＡ) 和国家民事紧急情况风险登记( ＮＲＲ) ꎮ
其中 ＮＲＡ 评估的是英国在未来 ５ － ２０ 年内可能面临的最重大风险和威胁ꎬ这是英国政

府每年进行的一项秘密评估ꎻ⑥ＮＲＲ“ 是一种个人和组织的公共资源” ꎬ旨在更好地应

① “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ꎬ ２０１１ꎬ ｐ.５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ｕｎｔ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ｆｉｌｅ / ５３ / １３４ / ２７７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② Ｊａｓｏｎ－Ｌｅｉｇｈ Ｓｔｒｉｅｇｈｅｒꎬ “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ｅ Ｗｏｌ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ꎬ ｐ.３５ꎬ ４５.
③ Ｊｏｈｎ Ｇｅ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ｇｏ Ｒｏｓｅｍｏｎｔꎬ “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 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１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１０４０.
④ “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ꎬ ２０１１ꎬ ｐ.１０１.
⑤ 英国军情五处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ｉ５.ｇｏｖ.ｕｋ / ｔｈｒｅａｔ－ｌｅｖｅｌｓ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⑥ 参见英国政府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ｈｏｗ－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ｕｋ－ｉ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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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急情况ꎬ是 ＮＲＡ 的非保密版本ꎬ其内容向社会公开ꎮ① 英国主要依靠国民紧急事
务秘书处( ＣＣＳ) 、内阁紧急应变小组( ＣＯＢＲ) 和主责政府部门( ＬＧＤ) 三大机构进行中
央层面的应急管理ꎬ为应急安全危机进行预警和提供决策支持ꎮ ＣＣＳ 自 ２００１ 年建立
以来ꎬ一直在国民紧急事务委员会( ＣＣＣ) 的领导下运转ꎮ 其主要职责是促进决策制

定ꎬ开发早期预警系统ꎬ与其他核心部门共享信息ꎬ就应急事件的战略决定向相关的内
阁大臣和高级官员报告ꎮ②

近年来ꎬ英国政府重点建设和提供“ 国家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 ꎬ对公众和紧急救

援人员进行预警ꎮ 根据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ꎬ预警信号从低到高分为绿色预
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ꎮ③ 针对洪水灾害ꎬ英国气象局发布三种类型的洪
水预警信号:洪水警报( ｆｌｏｏｄ ａｌｅｒｔｓ) 、洪水警告(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和严重洪水警告(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ꎮ 国家气象局网站每 １５ 分钟更新预警消息ꎮ④
( 三) 军事预防预警工作

面对可能存在的军事威胁ꎬ英国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国防预算ꎬ以保障预警能
力的提升ꎮ 未来五年ꎬ英国国防总预算将每年实际增长 ０.５％ꎮ 英国政府在未来十年
将投入 １７００ 亿英镑用于提高英国的前线防务能力ꎬ⑤ 并加强武装部队与情报机构的
合作ꎬ“ 在全球最具挑战性的操作环境中消除威胁” ꎮ⑥ 英国通过购置先进的通信设

备ꎬ确保情报机构使用新技术ꎬ利用大数据、社交媒体和开源资料ꎬ提高情报分析能力ꎮ
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ꎬ英国政府准备在 ２０１７ 年牵头成立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
队ꎬ除了向北约波罗的海空军警察任务提供台风战机外ꎬ还向其提供军舰和陆军部队
进行军事演习ꎬ以保证盟国不受俄罗斯威胁ꎮ 英国正在加入德 － 美跨大西洋能力增强
和训练倡议ꎬ共享军事专长ꎮ⑦

针对海外频繁的冲突和不稳定导致的恐怖主义ꎬ并可能引发军事干预的问题ꎬ英

① 参见英国剑桥大学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ａｐ. ｃａｍ. ａｃ. ｕｋ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ｉｖｉｌ －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 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② Ｎａｉｍ Ｋａｐｕｃｕꎬ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ꎬ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ꎬ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ｅｍａ.ｇｏｖ / ｈｉｅｄｕ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ｃｏｍｐｅｍｍｇｍｔｂｏｏｋ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２０ｅｍ％ ２０ｂｏｏｋ％ ２０ －％ ２０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０ －％ ２０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ｃｒｉｓｉｓ％ ２０ｍｇｍｔ％ ２０ｉ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ｕｋ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２０ｌｅｓｓｏｎｓ％２０ａｎｄ％２０ｒｅｃｏｍｍ.ｄｏｃ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③ 参见英国气象局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ｔｏｆｆｉｃｅ.ｇｏｖ.ｕｋ / ｇｕｉｄｅ / ｗｅａｔｈｅｒ /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ꎮ
④ 同上ꎮ
⑤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 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０.
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２９.
⑦ Ｉｂｉｄ.ꎬ 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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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早期预警和危机快速应对作为防止海外军事冲突的核心内容ꎮ① 在新的历史时
期ꎬ英国建立了新的预警和行动系统ꎬ由来自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外交与联邦事务部
以及外部专家组成工作小组ꎬ对未来 １２ 个月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安全状况做出全面评
估ꎬ并在每六个月一期的新的预警报告中进行总结ꎮ②

英国在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做好了需要时使用武力的准备ꎮ③ 英国政府

设计了“ 未来武装力量 ２０２０” (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ｃｅ ２０２０) 结构ꎬ在必要时能够快速、大规模部
署作战ꎮ 为更有效地应对最可能出现的威胁ꎬ英国将军队分列不同的警备级别ꎬ当出
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冲突时ꎬ可采取灵活的措施加以应对ꎮ 在“ 未来武装力量 ２０２０”

建设的基础上ꎬ英国将发展新的“ 联合武装力量 ２０２５” (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２０２５) ꎬ并对海、陆、
空三军提出了具体规划ꎬ确保在未来 １０ 年内ꎬ军队保持灵活和敏捷状态ꎬ利用最新技
术ꎬ应对更为广泛的潜在威胁ꎬ④具体包括建造“ 伊丽莎白女王级” 航空母舰ꎬ并装备固

定翼舰载预警机ꎬ打造舰载空中预警系统ꎬ⑤ 通过 Ｅ３Ｄ“ 哨兵” 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侦
察机( Ｅ３Ｄ Ｓｅｎｔｒｙ ＡＷＡＣＳ) 担负空中指挥、控制和监视任务ꎬ使用“ 联合铆钉” 信号情报
侦察机( Ｒｉｖｅｔ Ｊｏｉｎｔ) 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情报ꎬ安装各种无人机系统ꎬ补充军事情报ꎮ⑥

三

英国安全预警机制的主要问题

英国安全预警机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ꎬ主要包括安全预警机制的协调性与联
动性不足、情报传递机制的缺陷及安全评估机制不合理等ꎮ
( 一) 协调性与联动性不足

英国安全危机预警机制涉及众多的安全和情报机构ꎬ这些机构彼此之间的行动协
调并不顺畅ꎬ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政府部门之间ꎮ 英国国家安全危机预警一般
会涉及内政部、国防部、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国际发展部、情报机构等部门ꎮ 由于这些
部门大多互不隶属ꎬ且存在严重的资源竞争和职位竞争ꎬ彼此之间难以做到行动协调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ｐ.６５.
②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２４.
④ Ｉｂｉｄ.ꎬ ｐｐ.２８－３２.
⑤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 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１.
⑥ “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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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ꎻ二是反恐预警机构、应急预警机构和军事预警机构之间ꎮ 由于不同类型的情报
职能由不同的情报机构负责ꎬ不同的情报机构对各自的上级单位负责ꎮ 因此ꎬ英国恐
怖主义危机预警、应急安全危机预警、军事安全危机预警拥有各自独立的机制和网络ꎬ
总体上处于分离状态ꎮ 尤其是恐怖主义危机预警、军事安全危机预警主要由情报机构
发出ꎬ而应急安全危机预警由地方和中央的责任行政部门发出ꎻ三是各安全危机预警
机构内部ꎮ 如在反恐怖危机预警方面ꎬ尽管军情五处国际反恐处与苏格兰场特勤处之
间、军情六处与政府通讯总部之间、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及政府通讯总部之间在搜集
反恐情报方面有密切的协调与合作ꎬ但由于各部门均担负着反恐职能ꎬ彼此在应对恐
怖主义威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资源、抢功绩的情况ꎮ 因此ꎬ反恐情报机构间
的合作依然有限ꎬ甚至在合作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和误解ꎬ反而不利于英国安全危机
预警机制的协调性与联动性的发展ꎮ
( 二) 情报传递机制的缺陷

情报和情报传递是英国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的核心ꎮ 英国的情报传递机制包括情
报的监控与搜集、情报分析和安全危机警告ꎮ 英国情报传递机制各个环节的衔接存在
不少问题ꎬ包括情报机构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情报分析ꎬ以及情报预警与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对接等ꎮ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情报监控与搜集问题ꎬ监控能力难以满足安全威胁的
快速变化ꎬ并且存在侵犯他人隐私和他国安全的情况ꎮ
英国“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闭路监控系统” ꎬ监控恐怖主义犯罪的力量雄厚ꎮ① 英

国通过闭路监控掌握着恐怖主义嫌疑犯罪的各种数据ꎮ 这种强而有力的监控ꎬ在防范
恐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英国应急安全风险监控由中央应急事务机
构授权地方紧急事务机构负责ꎮ 地方紧急事务机构根据应急事件影响的大小自行决
定是否需要将应急情报上报中央ꎮ 具体来看ꎬ政府部门与科学家、统计人员和技术人
员合作ꎬ识别和评估重大应急风险ꎬ与负责管理全国和地方风险的所有组织共享监控
信息ꎮ② 而英国的军情监控主要由国防情报参谋部和军情六处负责ꎬ其搜集的情报包
括人力情报、图像情报、信号情报和开源情报ꎮ “ 国防情报参谋部的一个基本任务就

是为内阁大臣、三军参谋长、高级官员和国防政策制定者就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危机提
供预警ꎮ” ③军情六处在国外设有 ５０ 个左右的情报站ꎬ按照其风险程度设定为 ＡＢＣＤ
① [英] 约翰帕克:« 全民监控:大数据时代的安全与隐私困境» ꎬ关立深译ꎬ北京:金城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６５ 页ꎮ
② 英国政府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０－ｔｏ－ ２０１５－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１５－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③ 王谦:« 英国情报组织揭秘» ꎬ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１２６ 页ꎮ

英国安全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机制论析

１１５

四个等级ꎮ①
然而ꎬ英国的监控能力仍然难以满足安全威胁快速变化的需求ꎮ 英国的恐怖主义
威胁并未消除ꎻ英国应急灾害有增加之势ꎬ“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随着气候
的变化而进一步加大” ꎻ②英国所监测的军事危机并不全面ꎬ甚至出现不实情报ꎮ 英国
参与的两次对外军事行动ꎬ均存在情报失误的情况ꎮ 一次是英国打击伊拉克ꎬ“ 在英
国政策和情报机构之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 ꎬ③使得“ 伊拉克政策是在有瑕疵的情
报和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的” ꎬ“ 这些情报和评估并没有遇到挑战ꎬ而它们本应遭受质

疑” ꎮ④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因此接受“ 伊拉克战争独立调查委员会” 的质询和调查ꎮ
另一次是英国对利比亚进行的军事行动ꎬ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ꎬ军

事介入利比亚的决定是基于错误的情报ꎬ有关利比亚平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情报存在夸
大成分ꎬ而英国政府没有进行“ 客观冷静的分析” ꎬ也忽略了利比亚反对派中存在的极
端化趋势ꎮ⑤

( 三) 安全评估机制的不合理

在英国ꎬ行政和立法机关原本都没有固定任期的传统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英国颁布的

« 固定任期议会法案» ( Ｆｉｘｅｄ － Ｔｅｒｍ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 改变了这一情况ꎮ 根据该法案规
定ꎬ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英国议会必须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ꎮ⑥ 但是ꎬ固定的五年选举周

期可能会对议会的效率和立法能力产生不利影响ꎬ尤其会影响议会在国家战略和国防
事务中立法和监督的角色ꎮ 目前英国的选举周期与国家安全战略制定以及战略防务
和安全评估的周期基本一致ꎬ这意味着任何新的或连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进行防务和
安全评估ꎮ 如果上任政府是连任ꎬ对防务和安全的评估就比较仓促ꎬ因为该政府有可
能希望将尽可能多的立法时间投入到其他公共政策领域ꎮ⑦ 如果是新的政府上任ꎬ则

① 王谦:« 英国情报组织揭秘» ꎬ第 １２４ 页ꎮ
② “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ｐ.４９.
③ 英国政策和情报机构认为:(１) 伊拉克保留了某些制造生物或化学武器的能力ꎻ(２) 决心将其保留ꎬ并且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其增强ꎬ并在未来获得核武器ꎻ( ３) 有能力隐匿其行为ꎬ不被联合国核查人员所发现ꎮ 参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ｌｃｏｔꎬ 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ｒｇ. 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２４７０１０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６ － ｓｉｒ － ｊｏｈｎ －
ｃｈｉｌｃｏ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④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ｌｃｏｔ” ꎬ 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２４７０１０ / ２０１６－ ０９－ ０６－
ｓｉｒ－ｊｏｈｎ－ｃｈｉｌｃｏ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⑤ “ 英议会发布军事干预利比亚调查报告称英军事行动基于错误情报” ꎬ ｈｔｔｐ: / / ｍ.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５ / ＡＲＴＩｑ７Ｔｌｆ５ｍｂＮｉ８ＱＨ８ｅＯＱｃｅｆ１６０９１５.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⑥ Ｆｉｘｅｄ－ｔｅｒｍ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ｕｋ / ｕｋｐｇａ / ２０１１ / １４ / ｐｄｆｓ / ｕｋｐｇａ＿２０１１００１４＿ｅｎ.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⑦ Ｓｅｅ Ｈａｒｒｙ Ｍａｌｉｎｓꎬ “ ＳＤＳＲ ２０１５: Ｅｎｄｓꎬ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ꎬ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ｄｓ Ｍｅｅｔ?”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ｏｗ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ｂｏｗｇｒｏｕｐ. ｕａｔ. ｐｌｅａｓｅｔｅｓｔ. ｃｏ.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Ｈａｒｒｙ％ ２０Ｍａｌｉｎｓ％ ２０ｐａｐｅｒ％ ２０ａｓ％ ２０ｏｆ％ ２０２５％ ２０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１５.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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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因为缺乏防务和安全经验ꎬ致使防务与安全评估进入一个缓慢的过程ꎮ① 而且
相对于战略与安全评估ꎬ英国政府的内阁大臣们更关注选举ꎬ相关评估的质量难免会
受此影响ꎮ② 英国国家安全战略议会联合委员会就指出ꎬ英国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

估” 报告筹备时间不足ꎬ专家咨询不充分ꎬ议会及公众对该报告的进展也缺乏了解ꎮ
２０１０ 年的“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ꎬ在当年的 ５ 月份发起制定ꎬ１０ 月份正式发布ꎬ整个过

程只有短短的五个月ꎮ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ꎬ一些从事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工作的关键
人员正在度假ꎬ所以大部分工作是在假期外的六个星期内完成的ꎮ③ 而 ２０１５ 年的“ 安
全战略评估” 报告从筹备到出台与 ２０１０ 年一样ꎬ也只经历了五个月的时间ꎮ 大部分工
作直到大选结束以后才开始启动ꎬ过程匆忙ꎬ损害了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质量ꎮ④ 如
此重大的报告ꎬ其制定涉及众多的单位和流程ꎬ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ꎬ必然有损
于报告的质量ꎮ 这或许和卡梅伦首相对 ２０１５ 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位有关ꎬ他认为

２０１５ 的安全战略只是 ２０１０ 年版本的一个更新ꎬ而不是改变ꎮ⑤

将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过程与选举周期紧密结合固然有其益处ꎬ⑥ 但应在新政府

上任或者上一届政府正式连任以后ꎬ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评估ꎬ以保障所有参与评估
的人员完全融入现任岗位ꎬ深入了解战略评估ꎬ从而确保国家安全战略评估的质量ꎮ
２０１４ 年ꎬ罗兰贝格(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ｅｒｇｅｒ) 战略咨询公司就英国安全评估问题对相关行业
和政府领导人物进行了一系列调研采访ꎬ许多受访者都希望推迟 ２０１５ 年度“ 安全战略
评估” 报告的发布ꎬ以确保有足够的准备时间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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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安全预警体制机制的改革

卡梅伦当选英国首相后ꎬ针对安全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ꎬ强化
① Ｐａｕｌ Ｃｏｒ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 Ｄｏｒｍａｎꎬ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Ｕ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９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３５４.
② Ｓｔｕａｒｔ Ｙｏｕｎｇꎬ Ｐｅｔｅｒ Ｄ Ａｎｔｉｌｌ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ｉｓｈｅｒꎬ “ ＳＤＳＲ ２０１５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Ｋ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ｓｐａｃｅ. ｌｉｂ. 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 ａｃ. ｕｋ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１８２６ / １１３３２ / １ / Ｂｒｅｘｉｔ％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ＵＫ％２０Ｄｅｆｅｎｃｅ％２０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８ＤＰＩ％２９％２０ｖ１.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③ Ｈａｒｒｙ Ｍａｌｉｎｓꎬ “ ＳＤＳＲ ２０１５: Ｅｎｄｓꎬ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ꎬ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ｄｓ Ｍｅｅｔ?” ꎬ ｐｐ.６－７.
④ “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 / ｐａ / ｊｔ２０１４１５ / ｊｔｓｅｌｅｃｔ / ｊｔｎａｔｓｅｃ / １１４ / １１４０５.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⑤ Ｊｏｎ Ｌｕｎ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ａｎｏｒ Ｓｃａｒｎｅｌｌꎬ “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Ｕ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ｐ. 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ＣＢＰ－７４３１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⑥ Ｐａｕｌ Ｃｏｒ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 Ｄｏｒｍａｎꎬ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Ｕ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ꎬ ｐ.３５４.
⑦ Ｈａｒｒｙ Ｍａｌｉｎｓꎬ “ ＳＤＳＲ ２０１５: Ｅｎｄｓꎬ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ꎬ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ｄｓ Ｍｅｅｔ?” ꎬ ｐ.５.

英国安全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机制论析

１１７

安全体制机制的整体性与协调性ꎬ加强数据分析和预警监测ꎬ调整情报分析与传递机
制ꎬ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应对海外不稳定ꎬ成立以议题为中心的联合单元ꎬ以增强英国安
全体制机制的预警功能ꎮ
( 一) 加强国家安全事务管理的整体性与协调性

英国国家安全事务的预警和决策最终都要通过国家安全委员实施ꎮ 英国为了增
强国家安全事务管理及其预警的整体性与协调性ꎬ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构进行了调
整ꎮ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是为了对国家安全危机实施战略领导ꎬ内
设国家安全顾问一职ꎬ以协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估” 报
告中ꎬ英国对下属安全委员会进行了重大调整ꎬ原来由内政大臣领导的威胁、灾害、复
原力及紧急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由首相直接领导ꎬ新兴大国安全委员会被撤销ꎬ新
增两个由首相直接领导的下属委员会:叙利亚与伊拉克事务安全委员会和反恐怖主义
安全委员会ꎮ 此外ꎬ英国还设立了由财政大臣领导的专职于应对网络威胁的安全委员
会和由兰开斯特公国大臣领导的监督国家安全战略 / 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执行的安全
委员会ꎮ 原内政大臣特蕾莎梅(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ａｙ) 当选首相后ꎬ进一步对安全委员会进
行了改革ꎬ撤销了叙利亚与伊拉克安全委员会和反恐怖主义安全委员会ꎬ原由兰开斯
特公国大臣领导的监督国家安全战略 / 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执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改
由内政大臣领导ꎮ

为了弥补国家安全委员会运作不成熟的问题ꎬ快速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和联动ꎬ消
除部门间的重复性工作ꎬ英国政府创建了一些以议题为中心的跨政府团队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英国政府成立了多个联合单元(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 ꎬ以加强安全预警工作的统一性和协调性ꎬ
新建联合单元结构的有效性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检验和评估ꎮ①
( 二) 预警监控的改革

在可能发生威胁的早期ꎬ通过对数据信息选择性和科学地利用ꎬ监测风险的实时
动态ꎬ对于调查威胁产生的来源ꎬ阻止威胁事件的爆发至关重要ꎮ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ꎬ
从“ 大数据” 、庞大的开源资料、外交和军事报告到秘密情报ꎬ大规模数据资料的获得

已经成为可能ꎬ但是汗牛充栋的数据不仅零散而且复杂ꎬ难以使用传统的技术分析手
段ꎮ 即便英国在数据分析领域拥有很高的声誉ꎬ但应对危机反应仍然不够迅速ꎮ 因
此ꎬ英国通过购买先进的通信设备确保情报机构使用新技术ꎬ利用大数据、社交媒体和
开源资料提高情报分析能力ꎬ为英国政府部门提供重要情报ꎮ 英国计划将总部设在英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８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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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书馆的艾伦图灵研究所( 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打造成世界一流机构ꎬ以应对最
具挑战性的大数据问题ꎬ促进行业、政府和学术界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ꎮ 在制定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过程中ꎬ英国政府征询了学术界、智囊团、非政府组织和
英国各个行业的建议和意见ꎮ①

在政府操作层面ꎬ英国还将国家安全与其他政策领域纳入预警及地平线扫描计
划ꎬ以塑造和推进战略优先事项政策的制定ꎬ严格评估新挑战和新机遇ꎮ② 为了加强
安全工作ꎬ英国政府从总体上加大了对情报和安全机构的资源投入ꎮ 在人员配备上ꎬ
政府正在招募 １９００ 余名安全和情报人员ꎻ在资金投入上ꎬ政府每年对安全和情报机构
进行额外投资ꎬ到 ２０２１ 年将累计额外增加 ２５ 亿英镑ꎮ③ 在反恐领域ꎬ英国政府倾向

于牺牲公民自由以保护安全ꎮ 鉴于很多恐怖分子是英国本国公民ꎬ对公民行为的监控
将更加严密ꎬ与其相关的法律规定将更加严格ꎮ 在应急风险预警领域ꎬ针对发生可能
性较大的极端恶劣天气ꎬ英国气象局利用自身研发的数据模型ꎬ提供一系列监测和预
报信息ꎬ为易受不利天气、恶劣的海洋和气候条件影响的所有部门提供越来越准确和
可靠的服务ꎮ④ 针对洪水灾害ꎬ英国气象局、环境署、苏格兰环境保护署( ＳＥＰＡ) 和威
尔士自然资源保护局( ＮＲＷ) 与洪水预报中心( ＦＦＣ) 启动先进的监测和预报系统ꎬ以

预测发生洪水的风险ꎬ并提供可能受影响地区的预警信息ꎬ此外还有全国帮助热线全
天候为民众提供关于洪水风险的信息ꎮ⑤ 在军事作战领域ꎬ英国进一步增强海陆空三
军的情报、监视、目标定位和侦察( 简称 ＩＳＴＡＲ) 一体化能力的建设ꎬ依靠监控和情报
预警ꎬ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ꎮ

( 三) 情报分析与传递机制的调整

国家安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ꎬ但复杂的工作不一定需要复杂的结构加以应
对ꎬ在很多情况下ꎬ复杂的结构及复杂的情报传递反而不利于迅速应对威胁ꎮ 而简化、
清晰的安全结构和情报传递路径更有利于英国政府做出安全预警、决策和采取行动ꎮ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前ꎬ英国面对威胁的情报传递路径非常复杂ꎬ安全威胁情报经
过内阁办公室下属的内阁秘书、情报安全和复原力小组ꎬ以及情报评估和分析小组的
情报分析ꎬ然后上传至内阁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与发展事务委员会ꎮ 国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８１.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８３.
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 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４.
④ 英国气象局官方网站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⑤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ｓｋ－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ｆｏｒ－ｃｉｖｉ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２０１５－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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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国际关系与发展事务委员会按照威胁的类型和所属地域进一步分发给不同的
下属委员会———核武器委员会、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应对极端主义委员会、安全保护与

复原力委员会ꎬ以及除欧洲之外的海外与防务委员会等ꎮ 不同类型的情报由对应的具
体委员会做具体分析ꎬ最终传递至相关部门执行ꎮ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ꎬ经过多次
调整ꎬ情报分析和传递的路径大为简化和清晰ꎬ安全情报依次从下上传至国家安全秘
书、由国家安全顾问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官员) ꎬ以及由首相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

会ꎮ 同时ꎬ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对安全威胁进行评估和分析ꎬ并向以上安全委员会和
官员反馈情报分析结果ꎮ 另外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召开
会议ꎬ并与首相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接ꎬ最终的安全决策汇总到相关的内阁大臣
和执行部门ꎬ由其执行具体的安全工作任务ꎮ
英国各类情报的传递并不只是按照纵向的情报线进行ꎬ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横向
合作ꎮ 最终的情报成品由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供ꎬ经过监视、评估和预警ꎬ然后向上传递
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ꎬ最后为首相的决策提供建议方案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联合情报
委员会可以跳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流程ꎬ直接向首相提供早期预警ꎮ①
( 四) 加强海外不稳定预警机制

海外不稳定可能使英国陷入军事冲突ꎮ 就预防、减轻及解决海外冲突与不稳定问
题而言ꎬ早期预警和危机快速应对仍是英国安全工作的重心ꎮ② 为此ꎬ英国政府专门
制定了“ 构建海外稳定战略” ꎬ建立了一个早期预警系统ꎬ并成立了保障海外稳定的指

导小组ꎮ 该小组设立了两大目标:一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ꎬ并评估预警信号
是否需要回应ꎻ二是对英国在脆弱国家的活动进行系统性评估ꎬ确保实现稳定的总体
方法是现实的、资源是合理分配的ꎬ以及充分整合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
支持ꎮ 这些评估工作也会征求利益攸关部门和机构的意见ꎬ并且与它们分享预警报告
和清单ꎮ 英国政府通过利用包括“ 不稳定风险国家半年评估” 在内的内阁办公室的材
料ꎬ建立一个新的“ 脆弱国家内部清单” ꎬ评估存在高风险的冲突和不安全状况ꎬ以及
与英国利益的攸关之处ꎬ这个清单每年评估一次ꎮ③ 英国政府还将在原来早期预警系
统和行动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更新评估ꎬ将英国国内应对威胁的预警过程扩大到国际突
①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ＮＳＣ)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ꎬ
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６１９４８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ｐ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 ２０ｔｈｅ ＿ ２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Ｔｈｅ ＿ ２０ｃｅｎｔｒａｌ ＿ ２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ａｎｄ ＿ ２０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２０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②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ｐ.６５.
③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２０ － 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２７３７０ / ｂｓｏｓ＿ｊｕｌｙ２０１１.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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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ꎬ汇聚广泛的专家对机遇和风险进行“ 地平线扫描” (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ｓｃａｎ) ꎬ提高政府的
情报分析能力ꎮ①

另外ꎬ英国政府将增加预防与应对不稳定及冲突的应急资金ꎬ保证应对方案更加
灵活迅速地实施ꎮ 英国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发布“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的同时也发布了“ 英
国援助战略” 报告ꎬ承诺将国民总收入的 ０.７％用于对脆弱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援助ꎮ 例
如ꎬ英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援助支出将增加到每年 ６.８８ 亿英镑ꎬ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

增长了 ２１％ꎮ 为应对叙利亚危机ꎬ英国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在伦敦召开的支持叙利亚的国际
会议上宣布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英国将额外提供 １２ 亿英镑的援助ꎬ使其总援助规模

超过 ２３ 亿英镑ꎮ 英国还承诺在 ２０１６ 年提供 ５.１ 亿英镑援助ꎬ为 ２０１５ 年援助金额的两
倍ꎮ 英国设立的跨政府冲突稳定与安全基金( ＣＳＳＦ) 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海外维

稳基金ꎮ 该基金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的 １０ 亿英镑将增加到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 亿英镑ꎮ
此外ꎬ善治基金(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度将增加至 ３０００ 万英镑ꎬ从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及以后每年增加至 ４０００ 万英镑ꎮ②

五

英国安全预警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相对于法国等欧洲国家ꎬ英国采用更为严密的监控手段和更为严格的难民管控措
施ꎬ其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相对完善ꎮ③ 通过改革ꎬ英国的安全危机预警和应对能力也
有所提升ꎮ 然而ꎬ对任何国家而言ꎬ安全预警机制的建设都面临一个困境ꎬ它不是单纯
的自我完善ꎬ而是要与不断升级和演化的安全威胁进行无休止的竞赛ꎮ 在这一过程
中ꎬ安全预警机制建设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ꎬ而是要受到国际格局、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以及安全制度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英国安全预警机制的改善
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ꎬ如英国脱欧的后遗症、“ 情报保护主义” 、经济不振及“ 山头主
义” 等都是英国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ꎬ这将困扰英国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的运行ꎮ
( 一) 英国脱欧的后遗症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８３.
②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 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２５－２６.
③ 法国的信息化建设滞后ꎬ且将大量的安全数据分析工作外包给国外公司ꎬ存在安全隐患ꎬ而英国拥有世
界上最强大的闭路监控系统ꎬ并且在安全监控上投入巨大ꎬ安全预警机制相对完善ꎮ 参见刘胜湘、何慧:“ 新世纪
法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评析” ꎬ«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ꎬ第 ４４ 页ꎮ 另外ꎬ英国严格限制难民的涌入ꎬ所承
担的责任也远远低于法德两国ꎮ 参见于明波:“ 英国应对欧洲难民危机的表现及其历史渊源———基于二战后英国
移民政策的考察” ꎬ«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第 １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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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５ 年的“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中ꎬ英国政府未就退欧公投和脱欧做出安全风

险评估ꎬ只是简单提及“ 到 ２０１７ 年底ꎬ我们将就欧盟成员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ꎮ① 从

这份报告看ꎬ英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脱欧准备ꎮ 英国评估安全风险的主要依据是事件
发生的概率和影响ꎬ而英国脱欧属于概率大、影响大的“ 双大” 风险事件ꎬ政府甚至掌
握着干预、影响和控制事件发展的能力ꎮ 但卡梅伦政府过于自信ꎬ并未将脱欧风险纳
入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的框架ꎮ② 事实上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英国

还没有面临比英国脱欧公投更为不确定的挑战ꎬ③不仅战略环境更为复杂ꎬ④未来的安
全环境也面临更多的危机ꎮ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就认为ꎬ英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使英国
更安全ꎬ脱欧可能会增加冲突的风险ꎮ 之前担任内政大臣的特蕾莎梅也认为ꎬ留在
欧盟使英国更加安全ꎬ可以免受犯罪和恐怖主义入侵ꎮ 脱欧者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
是:第一ꎬ就英国的国防政策而言ꎬ北约比欧盟更重要ꎻ第二ꎬ就情报合作而言ꎬ英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组成“ 五只眼” 情报联盟ꎬ即便英国脱欧也很容易
与欧洲国家进行合作ꎻ第三ꎬ由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不可信赖ꎬ再加上移民的影响ꎬ使
他们认为留在欧盟不利于英国保障自身的安全ꎮ⑤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英国举行全民
公投ꎬ绝大部分选择脱欧的英国人主要是出于经济、贸易和移民问题的考虑ꎬ未将安全
因素置于最优先位置ꎮ⑥ 可以说ꎬ安全是英国脱欧公投过程中被轻视的问题ꎮ 英国政
府既然未将脱欧安全风险纳入风险评估框架ꎬ必然缺乏相应的预防预警措施ꎬ针对脱
欧后的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建设便无从谈起ꎮ
目前ꎬ脱欧已经成为现实ꎬ必将导致英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ꎬ进
而影响英国与欧盟的安全合作ꎬ⑦可能还会导致“ 英美的欧洲ꎬ还是德法的欧洲” 之争ꎮ
英国外交的传统是在美国和法德之间保持平衡ꎬ成为美欧之间的桥梁ꎬ但这一传统能
否延续恐怕已成问题ꎮ 外交格局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ꎬ就是英国与欧盟的情报合作机
制受到影响ꎮ 前文提到的“ 五只眼” 情报联盟ꎬ除当事国英国以外ꎬ其他所有国家都希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５３.
② 英国安全战略评估报告识别的国家安全风险中未包含英国脱欧的风险ꎮ 参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８７ꎮ
③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Ｗｈｉｔｍａｎꎬ “ Ｂｒｅｘｉｔ ｏｒ Ｂｒｅｍａ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 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９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５０９.
④ Ｓｔｕａｒｔ Ｙｏｕｎｇꎬ Ｐｅｔｅｒ Ｄ Ａｎｔｉｌｌ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ｉｓｈｅｒꎬ “ ＳＤＳＲ ２０１５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Ｋ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ｐ.１.
⑤ “ Ｉ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ａ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ｔ?”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ｔａｉｎ /
２１６９８６２９－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ａｆ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ｉ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⑥ Ｉｂｉｄ..
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Ｗｈｉｔｍａｎ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ｏｒ Ｂｒｅｍａ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 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ｐ.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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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英国继续留在欧盟ꎬ以便于与欧盟开展合作ꎮ 英国脱欧后恐怕难以在安全预警问题
上与美国和欧盟保持很好的协调ꎬ与其他传统伙伴的合作也难免受到影响ꎬ进而妨碍
英国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的运作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ꎬ自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特蕾莎梅首相向欧盟递交“ 脱

欧” 信函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之前ꎬ英国进入脱欧过渡期ꎮ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公开表
示ꎬ英国将“ 不能也不会拥有与欧盟成员一样甚至更多的权利ꎮ 所有 ２７ 个成员国和
欧洲机构都同意这一点” ꎮ

①英国脱欧谈判会严重牵扯政府高层的精力ꎬ在此过程中ꎬ

各种不确定性也不可避免ꎮ 而安全预警机制的改进与提升ꎬ恰恰最需要政府高层的重
视以及外交关系的稳定ꎬ如果政府高层尚不能定位与欧洲伙伴的关系ꎬ那么情报机构
在具体工作中就会更加无所适从ꎮ 因此ꎬ在脱欧过渡期ꎬ英国与欧盟的情报交流与预
警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ꎬ英国安全预警机制的建设也可能因为脱欧出现倒退局
面ꎮ
( 二) 情报保护主义

情报在国家应对威胁的过程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ꎬ“ 它仍然是国家安全工作
的核心” ꎬ②然而情报又是一个“ 复杂和敏感的产品” ꎬ③国家间的情报合作面临一个根
本性的难题———“ 情报保护主义” :双方都有情报合作的需求ꎬ但彼此又不能完全信

任ꎮ 就安全预警机制而言ꎬ国家间的情报合作极为重要ꎮ 通常情况下ꎬ国家之间的信
任程度越高ꎬ情报交流的机会就越大ꎬ④但即便具有“ 特殊关系” 的英美也无法超越这
种情报合作的困境ꎮ 据« 每日邮报» 报道ꎬ英国以盟国的身份参加了美国发动的伊拉
克战争ꎮ 在这场战争中ꎬ美国的情报储存于“ 最高机密” 和“ 外国人不得接触” 的 ＳＩＰＲ￣

ＮＥＴ 系统中ꎬ连英国都无法浏览该系统的任何信息ꎬ包括英国提供给美国的信息ꎬ即
使在紧急的作战行动中也是如此ꎮ⑤

“ 情报保护主义” 在欧盟的情报工作中也时有发生ꎮ 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主义

袭击事件ꎬ往往与欧盟缺乏情报共享有关ꎮ 欧洲刑警组织( Ｅｕｒｏｐｏｌ) 一直在努力超越
传统的情报分享障碍ꎬ但各国国家安全执法机构往往不愿意分享“ 高级别” 的、即时
① “ 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Ｕ” 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
ｉａｎ.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ａｐｒ / ２７ / ａｎｇｅｌａ－ｍｅｒｋｅｌ－ａｔｔａｃｋ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ｋｅｅｐｉｎｇ－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ｅｕ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② Ｈｕｗ Ｄｙｌ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２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２.
③ Ｍｏｎｉｃａ Ｄｅｎ Ｂｏｅｒ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３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２－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４０２.
④ Ｉｂｉｄ.ꎬ ｐ.４１２.
⑤ 王谦:« 英国情报组织揭秘» ꎬ第 ２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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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立即采取行动的恐怖主义情报ꎮ① 欧洲刑警组织的经验表明ꎬ欧洲决策者通
过公开宣传在欧洲更好地分享情报以进行反恐斗争是一回事ꎬ要劝说有关国家机构遵
守规则是另一回事ꎮ②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ꎬ欧盟内部的情报共享与以往相比有所
改善ꎬ英国也是其中的受益者ꎮ 但即便如此ꎬ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安全威胁ꎬ欧盟的情
报共享建设仍然面临严峻挑战ꎬ可谓任重而道远ꎮ 英国脱欧后ꎬ很可能无法继续享受
其原本在欧盟内的“ 情报红利” ꎬ甚至有可能被要求退出欧洲刑警组织ꎬ这无疑会进一
步加剧英国与欧盟之间的“ 情报保护主义” 倾向ꎬ使情报保护的壁垒更加坚固ꎬ从而削
弱英国安全预警机制的能力ꎮ
( 三) 经济不振影响安全投入

“ 国家的财政安全必须是任何安全评估首要考虑的因素” ꎮ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英国

发布的“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认为ꎬ“ 经济赤字也是一种安全赤字” ꎬ战略防务与安全评
估的核心是使国防预算恢复平衡ꎮ④ 虽然ꎬ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在卡梅伦的第二任期
内有所缓解ꎬ但英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ꎮ 根据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前景展
望” 的报告ꎬ整个欧元区尤其是英国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已经下调ꎮ⑤

而且ꎬ有限的资金难以满足扩大安全投入的需求ꎮ 英国经济不振会影响本国安全

资源的投入ꎬ使其安全预警机制建设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撑ꎮ 英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宣布

从阿富汗撤军后受到美国的警告ꎬ还被要求将从阿富汗撤军中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加
强军备ꎮ 奥巴 马 曾 向 卡 梅 伦 政 府 施 压ꎬ 警 告 “ 英 国 如 果 无 法 将 国 防 开 支 保 持 在 占
ＧＤＰ２％的水平ꎬ将为其他北约成员国树立‘ 坏榜样’ ” ꎮ⑥ 在美国的压力下ꎬ英国承诺
在未来十年ꎬ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用于国防ꎬ以达到北约国防开支的目标ꎮ⑦ 英

国在特种部队、网络、海上巡逻机、情报监视和侦察战斗机及弹道导弹防务上的投资ꎬ

① Ｏｌｄｒˇｉｃｈ Ｂｕｒｅšꎬ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ｕ￣
ｒｏｐｏｌ” 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６１.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５７.
③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ｈｉｅｆ Ｇｅｎ Ｓｉｒ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ꎬ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 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
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８１５２５７４ / Ｆｏｒｃｅｓ－ｃｈｉｅｆ－Ｇｅｎ－Ｓｉｒ－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ｅｆｅｎｃ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７.
④ “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ｐ.４.
⑤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ｕｂｄｕ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７.
⑥ “ 美警告 欧 洲 盟 友 勿 削 减 国 防 开 支 ” ꎬ 新 华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０２ / ｃ ＿
１２４１７６２３４.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⑦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 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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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满足北约要求列为最优先选项ꎮ① 英国付出高额国防成本代价的首要目标是保障
北约的集体安全ꎬ这使得本国预警机制建设的资源投入进一步分散ꎬ造成英国对北约
形成军事预警的依赖ꎬ限制了自身独立预警机制的发展ꎮ
( 四) 机制运行中的“ 山头主义”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英国各部门资源分配的文

件ꎮ 因为它必须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下ꎬ根据本国面临的安全环境ꎬ对各部门进行
资源分配ꎮ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ꎬ防务设计者必须平衡一些潜在的不同利益和影响
力ꎮ② 在分配过程中ꎬ各个层级的资源争夺就不可避免ꎬ且难以解决ꎮ 防务有效规划
的组织障碍包括部门间的竞争和机制运行中的“ 山头主义” :每个部门以牺牲其他部
门为代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ꎮ③ 各部门均由派系组成ꎬ它们寻求控制该部门中的高级
职位ꎬ掌控资源优势ꎮ 不仅部门之间的争夺异常激烈ꎬ而且部门内部的争夺同样存在ꎬ
以英国国防部内各个军种为例ꎬ“ 英国每个军种都想在国防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ꎬ都
想在有限的预算中多争得一杯羹ꎬ都想使自己的项目避免下马或遭受夭折的厄运” ꎮ④
具体而言ꎬ英国海军突出未来安全环境的不可预测性ꎬ以及保持本国海军传统优势应
对军事对手挑战的重要性ꎻ陆军则强调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本国政府的首要考虑事
项ꎬ如果陆军得不到适当资助ꎬ将会给全面作战的成功带来风险ꎻ空军也试图利用自身
优势ꎬ强调其龙卷风和台风战斗机的多功能ꎬ以及在一系列风险情况下发挥的特殊效
用ꎮ⑤ 每个军种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解释和强调风险ꎬ以争取更多的资源和获得资源的
优先配置ꎮ 但是ꎬ这种不切实际的风险评估和资源配置会造成资源浪费ꎬ制约后续军
事安全预警机制功能的发挥ꎮ 例如ꎬ海军保留一艘新的航空母舰ꎬ是以牺牲固定翼飞
机和水面舰队为代价的ꎻ陆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得以维持ꎬ但很快在阿富汗的驻军就不
得不撤回ꎻ空军保留龙卷风和台风战斗机ꎬ却会失去更适合在阿富汗和利比亚行动的
猎鹰战机ꎮ⑥

英国政府重视各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ꎬ意欲打造“ 联合武装力量 ２０２５” ꎬ但是各军

种为了争夺资源相互博弈ꎬ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机制的整体预警功能ꎮ 从 ２０１５

①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５０.
② Ｈａｒｒｙ Ｍａｌｉｎｓꎬ“ ＳＤＳＲ ２０１５: Ｅｎｄｓꎬ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ꎬ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ｄｓ Ｍｅｅｔ?” ꎬ ｐ.４.
③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０.
④ 胡晓玉:“ 英国学者:英国新版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将被‘ 潜规则’ 主导” ꎬ« 防务视点»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ꎬ第
１４ 页ꎮ
⑤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Ｅｄｍｕｎｄｓ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ｉｓｋ”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８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２７３.
⑥ Ｉｂｉｄ.ꎬ ｐ.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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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可以观察到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和部门内部的不同意见ꎮ①
各安全机构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过度谋求自身资源配置的最大化ꎬ却无法保证安全预
警机制发挥最优功能ꎮ
( 五) 英国安全预警机制的改革出路

安全预警ꎬ是国家安全治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ꎮ 在经济前景不明、对外关系发生
变化且安全威胁层出不穷的背景下ꎬ英国如何解决困扰本国安全预警机制运行的难题
尤其值得关注ꎮ 从目前来看ꎬ英国政府的政策抓手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ꎬ英国需要尽可能保持与欧盟的情报交流与安全合作机制ꎬ减少英国脱欧后
带来的安全与防务预警机制的不确定性ꎮ 虽然英国选择脱欧ꎬ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不
会放弃与欧盟的合作ꎮ 正如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所言ꎬ英国离开欧盟ꎬ并不代表英国
离开欧洲ꎮ 甚至在安全防务领域中ꎬ英国会更加重视欧盟的作用ꎬ２０１６ 年底英国政府
发布的第一份安全战略年度执行报告指出:“ 北约和欧盟的活动可以而且应该是互补
和相辅相成的” ꎬ②这与英国在 ２０１５ 年“ 安全战略评估” 报告中将北约置于首要地位、
将欧盟视为对北约作用的补充相比ꎬ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只是ꎬ未来英国与欧盟的
具体的情报交流与安全合作需要通过谈判来重新安排ꎮ 理查德惠特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Ｗｈｉｔｍａｎ) 预测ꎬ英国与欧盟未来在外交、安全和防务关系上的定位有三个备选方案:
综合参与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ｙｅｒ) 、相关伙伴(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 和独立观察员(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ꎮ 不同的关系定位模式ꎬ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和收益ꎮ③ 未来的具体走向还取
决于英国与欧盟博弈的结果ꎮ 但在安全预警机制方面ꎬ业已存在一些共识ꎬ即迅速在
欧盟各国之间引渡犯罪嫌疑人的欧洲逮捕法令( ＥＡＷ) 、负责协调整个欧洲大陆犯罪
行动和情报交流的欧洲刑警组织ꎬ以及向警务人员和边防人员发出有关嫌疑人、国外
袭击人员和失踪人员警报的第二代申根信息系统( ＳＩＳ ＩＩ) ꎬ对提升英国打击犯罪的能
力至关重要ꎬ④英国会设法在这些机制中继续发挥作用ꎮ

第二ꎬ英国需要加强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跨国安全预警情报合作ꎮ 美国是英国国
防安全情报交流的首要合作对象ꎬ两国的密切合作在“ 保证英国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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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ꎮ① 但是ꎬ英国的安全危机预警不会完全受限于美国和北约ꎬ而会根据不同

的安全事项与不同的国家和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情报交流ꎬ不断提升与各盟友及伙伴
的情报合作水平ꎮ
第三ꎬ英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ꎬ以保障预警机制的建设和完善ꎮ 改革和完善危机
预警机制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ꎬ“ 没有繁荣的经济ꎬ就没有资金解决安全问
题” ꎮ② 脱欧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ꎬ加上必须承担一笔数额不小的脱欧成本ꎬ使

英国新政府在安全预警机制建设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
下增加预警机制建设的持续投入ꎬ以应对未来更加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安全环境? 加快
经济发展和加大借债规模以保障安全投入所需资金ꎬ可能是英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
题ꎮ
第四ꎬ协调与严格配置资源ꎮ 英国今后可能会强化安全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客观
性ꎬ严格按照科学评估出来的风险和威胁进行资源配置ꎬ进一步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顶层设计作用ꎬ强化战略防务和安全评估这一功能ꎬ对各部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协
调和分配ꎬ重新平衡不同部门之间安全资金的支出ꎬ同时动态监控和调整资金使用的
合理性ꎮ 众多需要跨部门完成的事项ꎬ不以单个部门为经费划拨对象ꎬ而是对应具体
的安全任务ꎬ并加强对该任务经费使用的跟踪审计ꎬ必要时会对一些重大安全防务事
项进行专项核查ꎮ

结

语

英国在反恐、应急、军事安全规划过程中广泛使用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方法ꎬ通过情
报监控和其他各种手段加强危机预警ꎮ 随着 ２０１０ 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ꎬ英国政府
将应急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框架之中ꎬ并通过国家安全委员调动所有的资源ꎬ利用
可用的国家权力工具ꎬ打造“ 一体化政府” 结构ꎬ提供“ 全谱方法” 应对安全威胁ꎮ③ 国
家安全委员会接受首相的最高领导ꎬ通盘考虑三大安全危机的应对ꎬ自成立以来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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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事务的协调能力有较大的提升ꎬ①客观上也促进了安全危机预警机制联动性的
增强和危机应对能力的上升ꎮ 如英国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爆发的沿海洪水ꎬ海平面要高于

１９５３ 年ꎬ但造成的后果要轻微得多ꎬ很大原因就在于英国政府的防御投入和洪水预
警ꎮ② 再如 ２０１５ 年ꎬ“ 伊斯兰国” 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大约 ６０ 次恐怖袭击ꎬ其分支机
构则发起 ２００ 多次ꎮ ２０１６ 年法国、比利时、德国、土耳其等欧洲国家接连受到恐怖袭

击ꎬ使欧洲笼罩在恐怖主义威胁的阴霾之下ꎬ但是英国本土范围内没有发生一起国际
恐怖袭击事件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的情报和执法机构有效地破坏了恐怖主义
袭击计划ꎮ③ 但英国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 ６ 月接连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ꎬ这种“ 独
狼” 式袭击事件的新情况使其安全机制面临新的挑战ꎮ

拉赫尼曼(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Ｌａｈｎｅｍａｎ) 曾指出ꎬ未来的情报分析人员将需要更多地关注

对安全威胁的预警和预防ꎬ而不是危机后的反应ꎮ④ 英国的安全预警机制在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自身特色ꎬ其核心即是事前控制和预防ꎬ而安全风险评估机制也在预防和应
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改革推动了预警机制的良性运转ꎮ 虽然一些问题在
所难免ꎬ但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ꎬ英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安全预警体制机制ꎮ 然
而值得警惕的是ꎬ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英国连续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表明ꎬ其安全预警机制还
存在不少缺陷ꎬ尤其需要针对“ 独狼” 式恐怖袭击对安全预警机制进行改革ꎬ加强对嫌
疑人的严密监控和相关信息的跟踪ꎬ以减少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ꎮ 唯有如此ꎬ英国民
众的安全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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