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霸权国的支撑机制:一种资源知识
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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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

　 　 内容提要:资源攸关全球性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和影响ꎬ资源体系的转型和

周期性变化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ꎮ 有关能源资源的相应信息和知识成为大国自身

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掌握并控制资源分布数据信息和相关的知识创新则成为主要

大国增加地缘政治优势的重要着力点ꎮ 本文以资源知识与霸权国权力之间的关系为研

究对象ꎬ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为经验案例ꎬ分析支持霸权扩

张、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引领全球议题三种资源知识对霸权国的支撑机制ꎬ并提出ꎬ资源知

识是支撑全球性霸权国的基础性要素ꎬ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塑造权力的路径不尽相同ꎬ但

始终是国际体系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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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影响各国的经济民生和国家发展ꎬ进而影响全球体系中的大国兴衰ꎬ对

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全球利益的拓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ꎮ 自然资源既是各国

之间发展利益交互联系的重要领域ꎬ也是大国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层面ꎮ 纵观整个人

类工业化历史ꎬ对矿产资源的争夺、开发、利用和占有一直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战略

的焦点ꎮ① 近百年来ꎬ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和人类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全球资源生

产消费与全球大国兴衰一样呈现周期性发展趋势ꎮ 现代民族国家开发利用资源的动

力来自国内利益需求和国际权力竞争ꎬ围绕资源发生的政治经济活动推动了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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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ꎮ 事实上ꎬ国际体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就是国际资源权力结构

的重大变化ꎬ即是否有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可以挑战现行体制的资源供应链或其中

的关键环节ꎮ① 自 １８ 世纪经验主义自然科学发展以来ꎬ资源知识②的生产对一个国家

掌握资源优势日益关键ꎬ③对资源知识的掌控逐渐成为大国自身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而掌握并控制资源分布知识和相关领域的知识创新成为主要大国增强地缘政治

优势的着力点ꎮ 自 １８ 世纪以来ꎬ英美先后成为主导全球体系的典型霸权国ꎬ是仅有的

能够向全球提供关键资源数据并形成覆盖全球的资源数据体系的大国ꎮ 这两个国家

对资源知识的掌握和利用有效地支撑了其全球性大国地位ꎮ
本文第一部分在以往有关国际政治知识权力分析的基础上ꎬ尝试将资源知识视角

引入国际体系权力的研究ꎻ第二、三部分分别以英美两国为案例ꎬ梳理在英美霸权发展

过程中资源知识发挥的作用ꎻ第四部分在总结案例研究基础上ꎬ分析资源知识对霸权

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的影响ꎬ以期在新的视角下探索国际体系中的权力问题ꎮ

一　 知识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

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一般从经济、科技到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复合性竞争优势来

解释权力转移和霸权形成ꎮ 汉斯摩根索认为ꎬ国际政治是追求权力的斗争ꎮ④ 罗伯

特吉尔平认为ꎬ权力的依据是国家军事、经济以及工业能力ꎬ国际体系是权力平衡运

作下的产物ꎮ 摩根索道出了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ꎬ吉尔平则分析了一般情况下

权力的基础ꎮ⑤ 然而ꎬ对如何界定超霸国家或者霸权国的权力问题ꎬ上述学者并没有

给予系统的回答ꎮ 沃勒斯坦提出了“核心生产”的概念ꎬ认为霸权是对生产、商业以及

金融领域的控制ꎮ 同时ꎬ生产效率也会与国家权力相伴而行ꎬ因此ꎬ经济优势的维持需

要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ꎮ⑥ 莫德尔斯基将“世界大国”定义为“在全球层面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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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中ꎬ垄断(控制一半以上的)维持秩序的市场(或者供应)的单位”ꎬ①自 １６ 世纪至

今ꎬ全球体系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兴衰更替ꎮ② “世界大国”的权

力不仅表现在控制和领导其他国家的行为ꎬ更在于主导大国构建的权力关系和国际秩

序ꎮ 因此ꎬ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认为ꎬ霸权权力来自世界范围内经济优势控制及其相

应的政治军事权力的保证ꎬ或者是通过构建核心秩序来实现权力控制ꎮ 从上面的分析

可见ꎬ既有的霸权定义是在物质变量的基础上给出的ꎬ却不能充分解释全球体系中霸

权国的权威问题ꎮ 全球体系中的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强调被治理者对治理者的认可ꎮ 而

全球霸权的权威不仅依赖有形的物质基础ꎬ而且依赖各国对其权威的认同ꎻ霸权国固

然可以通过提供政治经济秩序来维护全球体系ꎬ但同时也可以通过知识和信息垄断等

手段实现权威被接受和认可的目的ꎮ 换言之ꎬ权力也就是知识ꎬ因为权力能够决定知

识的生产、选择和分配ꎮ 知识和权力之间在逻辑上可以相互蕴含和相互代表ꎮ 正如法

国哲学家福柯所说:“权力和知识正好是相互蕴含的ꎬ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

建立ꎬ就没有权力关系ꎬ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ꎮ”③分析权力和知

识的内在逻辑ꎬ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体系中霸权的权力塑造ꎮ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知识创新息息相关ꎮ 熊彼特指出ꎬ知识在世界经济周期

性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ꎮ④ 信息和知识也被视为国家竞争优势或者权

力构成的一个部分ꎮ 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Ｐｏｒｔｅｒ)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知识创新

作为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ꎮ⑤ 斯特兰奇提出:“霸权可以影响和控制知识的

创造、生产、获得和交换ꎮ”⑥“各国的竞争正转向知识结构领导权的竞争”ꎬ知识结构应

该比其他结构在决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时具有优先的基础性作用ꎬ而不是相同的作

用ꎮ 霸权国家对知识的主导是其权力优势的延伸ꎮ 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多次强

调国家权力正从军事等硬实力转向知识信息等软实力ꎬ⑦并认为美国从信息革命中获

取了影响世界的全新权力ꎮ⑧如上所述ꎬ知识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有其内在逻辑ꎬ知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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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国借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领新规范议题和主导国际性组织的重要工具ꎮ

资源知识ꎬ是支撑霸权国的诸领域知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ꎮ 谋求对全球能源资

源的控制、利用与分配一直是霸权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议题之一ꎮ 资源分布是固定

的ꎬ但资源知识却是流动的ꎮ 资源分布不均可能导致地缘冲突ꎬ因此掌握并控制资源

知识成为主要大国增加地缘政治优势的重要着力点ꎮ 从这个角度而言ꎬ资源知识是一

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缘政治权力ꎮ 掌握资源知识的国家ꎬ可以通过资源知识领导权

的建立提升自身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ꎬ以此增加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

构性权力ꎮ

笔者认为ꎬ资源知识主要指的是能源资源地理分布、资源开发和利用知识、相关资

源信息数据ꎬ以及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技术等ꎬ通常以资源信息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ꎮ

资源知识水平可以反映一国的综合国力ꎮ 从国际体系演进史来看ꎬ获得国际能源资源

主导权的国家通常是知识(涵盖相关信息、制度和技术)创新大国ꎬ也是国际体系中的

全球性强国ꎮ 这些国家一般先具有知识权威ꎬ之后达成对全球资源的掌控ꎮ 古代的强

大帝国都能通过创新和知识对能源资源进行充分利用ꎬ例如古埃及对尼罗河水的利

用、罗马帝国对风帆的利用等ꎮ①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使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遍布全球ꎬ

最终拥有全球霸权的英国擅长于煤炭的利用以及为采掘煤矿而发明的蒸汽机ꎮ 此外ꎬ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立全球资源调查机构的国家ꎬ皇家地理学会等在全球资源科学

领域的领先地位推动了英国进一步主导全球资源体系ꎬ并增加了其制度和技术创新的

优势———英国在资源革命特别是煤炭和蒸汽机革命转型方面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提

前数年ꎮ② 美国继英国之后主导了全球权力体系ꎮ 它率先完成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

源转型ꎬ掌控了全球能源资源知识ꎬ不仅最先发现石油ꎬ而且率先将石油用于城市化

(照明)和内燃机交通运输ꎮ 美国能源信息署和资源调查局围绕各种资源形成了全球

最强大的数据体系ꎬ并为全球能源金融规则、石油美元和各种大宗商品期货中心的构

建奠定了基础ꎮ 美国在能源资源上占有的优势ꎬ加上技术效率以及逐步加强的资源控

制力使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ꎮ

综上所述ꎬ以下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资源知识在霸权国的权威塑造中发挥了什么

作用? 资源知识在地缘政治扩张中的角色是什么? 全球性大国的政治经济行为和资

源知识霸权如何相互支持? 至今为止ꎬ这些问题都没有获得系统性的解释ꎬ本文试从

资源知识视角并结合英美案例予以初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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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源知识对英国霸权的支撑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出于与法国地理科学竞争的需要ꎬ也为了支持英帝国的政治商

业活动ꎬ英国推动建立了皇家地理学会(Ｒｏｙ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ＲＧＳ)和地质调查

局(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ＢＧＳ)ꎮ 皇家地理学会由来自英帝国海军部、殖民部、外
交部、驻印度的官员以及地理资源探险爱好者共同组成ꎬ致力于推动政治家、军官、外
交官、科学家及旅行探险者等各个领域会员将各自的活动与英国资源知识帝国的事业

结合起来ꎮ 英国地质调查局的机构则伴随着帝国的扩张而不断调整ꎮ 自 １９ 世纪以

来ꎬ地质调查局就为英国谋划海外探险与地质勘探ꎬ并支持全球地质勘察、地理和资源

探险等活动ꎮ 在 １９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ꎬ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和地质调查局局长由一

人担任ꎮ 曾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罗德里克莫奇逊(１８４３－１８７１ 年任职)大力推动

地质调查局为皇家地理学会的探险活动提供支持ꎬ两者的结合使地形图和地质图的绘

制活动扩展到亚洲、欧洲和非洲主要地区ꎮ
皇家地理学会和英国地质调查局的诞生与发展成为英国主导全球事务的重要标

志ꎬ其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英国的军事、政治和商业扩张提供服务ꎮ 其中ꎬ地质调查

局为英国信息霸权和扩张提供直接支持的动机更明显ꎮ 它们既是大英帝国强盛的体

现ꎬ也是帝国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ꎮ 上述机构为帝国的发展排忧解难ꎬ解决了许

多为霸权服务的学术研究、技术创新和话语权的问题ꎬ同时也为霸权的产生提供了大

量资源知识产品ꎮ
(一)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和对外资源勘探

自 １８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ꎬ世界列强的各种探险活动便与新资源和新

疆域的开发密不可分ꎮ 作为海外扩张工具ꎬ英国地理勘探与探险活动趋于普遍化ꎬ并
成为不列颠帝国实力优势的象征ꎮ 英国推崇的经验主义和崇尚实证的文化也有助于

英国在自然资源探索方面的发展ꎬ同时也构成了英国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重要基础ꎮ
１８－１９世纪的英帝国构建了一个广泛的科学网络ꎬ推动本国学者通过整理大量的资源

样本和数据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ꎮ 基于实证科学的特性ꎬ“英国的资源知识科学发

展依赖于英国全球性帝国的资源ꎬ科学一旦建立ꎬ就带来了进一步控制世界的可能性ꎬ
它的成果也将被用于帝国扩张”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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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强盛时期ꎬ在皇家地理学会和地质调查局的支持和推动下ꎬ英国科学家、
探险者、商人甚至旅行者积极参与亚非等地的地质勘探ꎮ 在罗德里克莫奇逊担任英

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期间ꎬ皇家地理学会有效掌控了英国的地质勘探ꎮ 他将地质勘探

与帝国扩张事业联系起来ꎬ试图在官方资助的基础上将勘探普遍化ꎬ以满足公众对冒

险的渴望、科学家对知识的好奇心、商人对新市场和供应来源的渴望ꎬ以及政府外交活

动对客观信息的需要ꎮ 在实践中ꎬ皇家地理学会将官方需求和科学研究有机结合ꎬ支
持探索活动ꎮ 官方探险者和部分旅游者都带着由皇家地理学会的详细指示ꎬ为学会提

供地理信息的搜集服务ꎬ以建立地质勘探的全新帝国调查网络ꎮ 建立于 １８３５ 年的英

国地质调查局也对大英帝国地质勘探工作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ꎮ 例如ꎬ著名地质

学家ꎬ也是英国地质调查局前身“军需地质调查局”(Ｏｒｄｎａｎｃ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的第

一任局长亨利托马斯德拉贝奇(Ｈｅｎｒ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 ｌａ Ｂｅｃｈｅ)作为第一位安的列斯

地质学家ꎬ于 １８２３－１８２４ 年在牙买加进行了为期 １２ 个月的勘探活动ꎬ绘制了该岛东半

部的地质地图ꎬ并确定了岛上岩石记录的主要岩层分区ꎮ 通过地理调查和数据信息的

记录ꎬ英国的地质调查机构为各种战略性矿产ꎬ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提供了

重要保障ꎮ 当然ꎬ当时英国地质调查活动产生的大量文献资料也充斥着不列颠技术领

先、对外扩张和民族优越的话语ꎬ体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提升海外扩张“质量”的
迫切期望ꎮ①

(二)英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引线

１９ 世纪是英法等列强地缘竞争的时代ꎮ 全球最早建立资源勘探机构的是法国和

英国ꎮ 法国科学院和地理学会也是配合法国政治扩张的科学机构ꎬ但拿破仑战争后国

内政局长期不稳ꎬ普法战争后法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日趋恶化ꎬ国家实力的下滑导

致法国在全球资源知识方面的优势逐渐衰落ꎮ 而德意志统一后ꎬ德国也希望在地理信

息方面与英国竞争ꎮ 在 １８７６ 年布鲁塞尔召开的 “国际地理学家会议”上ꎬ英、法、德、
意、比、美、俄、奥等国代表与会ꎬ以“科学考察和传播文明”为名ꎬ成立了“国际中非考

察与文化协会”ꎮ 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ꎬ德国试图借助地理和资源考察

与英国进行地缘竞争ꎬ②但由于地缘环境对德国勘探科学发展的限制ꎬ以及随之而来

的世界大战等客观因素的影响ꎬ德国未能在资源知识领域的竞争中获得优势ꎮ
与德法相比ꎬ英国政府更为重视地理资源知识的获取并长期维持其资源勘探机构

的运转ꎬ加之传统的地缘优势ꎬ其地质调查战略的实施更为便利ꎬ使得相关调查活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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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英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引线ꎮ 在非洲ꎬ皇家地理学会与地质调查局在英国向非洲

内陆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戴维利文斯顿(Ｄａｖｉｄ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是英国

近代著名的非洲探险家ꎬ １８５３－１８７３ 年间三次深入非洲内陆ꎬ行程近 ３０００ 英里ꎬ探查

非洲土地约 １０ 万平方英里ꎮ 利文斯顿曾按照皇家地理学会的建议试图寻找尼罗河源

头ꎬ在横穿非洲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大量非洲内陆地理情报并通报国内ꎬ以服务于帝国

殖民非洲内陆的政策需求ꎮ 在亚洲ꎬ皇家地理学会同样通过提供有利的能源资源和地

理学知识为英国对外扩张服务ꎮ 弗朗西斯荣赫鹏(Ｆｒａｎｃｉｓ Ｙｏｕ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作为英国

陆军军官、探险家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在远东和中亚地区开展了多项探

险活动ꎬ为英国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在这一区域的殖民活动收集了大量地理信息和情

报ꎮ 其在中国帕米尔的探查活动就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料ꎬ并间接导致英俄在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签订瓜分中国帕米尔的«英俄条约»ꎮ① 从中亚到南亚ꎬ对其资源知

识的掌控也直接支撑了英国 １９ 世纪的全球性军事扩张和与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博

弈ꎮ② 皇家地理学会还在中国东北进行考察ꎬ为英国实施其东北亚地区的新战略做了

先期的情报准备ꎮ 此外ꎬ皇家地理学会还在东北实地探查了鸦片的产销量以便制定英

印的鸦片种植计划与对华出口贸易的应对措施ꎮ③ １８４５－１９５１ 年间ꎬ英国皇家地理学

会在西藏康区也开展了各种考察活动ꎬ 不但丰富和完善了对康区的认识ꎬ也为英国对

中国西藏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地缘渗透提供了帮助ꎮ④

(三)资源知识帝国的建设

自 １８ 世纪以来ꎬ皇家地理学会不仅致力于构建资源知识帝国ꎬ更 “抱有建设全球

有形微型宇宙的野心(涵盖全球各种地理位置的标本和数据)”ꎮ⑤ 英国资源知识帝国

的基石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地理文库全球网络”ꎮ 当时的英帝国横跨大洋洲、
加勒比海、加拿大、非洲和南亚等不同区域ꎬ所搜集的相关资源地理信息汇聚成全球首

本地理信息百科全书ꎮ 英知识帝国的另一个基石是全球航海信息公共产品网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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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９ 年ꎬ皇家地理学会在英国政府支持下ꎬ成功建立了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

全球天文台网络ꎮ 该网络可以研究和预测地磁行为ꎬ并对全球各个海域的航行发挥重

要的地理信息支撑作用ꎮ① 不仅如此ꎬ皇家地理学会也为地缘政治学在全球的发展提

供了平台ꎮ 麦金德代表作«历史上的地理学枢纽»在皇家地理学会被宣读后ꎬ在英国

引起很大反响ꎬ并奠定了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ꎮ 作者认为ꎬ世界历史从根本上来说ꎬ
就是陆上国家与海上国家反复斗争的历史ꎻ而陆上力量的中心ꎬ即所谓的“历史中的

地理学枢纽”ꎬ是欧亚大陆的中央ꎮ 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大陆被麦金德称为“世界

岛”ꎮ② 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帮助下ꎬ麦金德的陆权说理论不仅发展了地缘政治学ꎬ
并且在该理论提出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英国的海外霸权战略的走向ꎮ 资

源知识帝国的建立为英国全球霸权体系提供了支撑ꎬ从地质勘探、海外探险到资源信

息汇编以及科学研究ꎬ构成了英国霸权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ꎮ
地质调查局和皇家地理学会一样ꎬ也是英国资源知识帝国得以建立并维系的重要

支柱ꎮ 英国地质调查局在 １９ 世纪成立之初的基本目标是支持产业革命ꎬ主要任务是

进行系统的地质勘查、地质填图ꎬ以查明矿产资源的分布ꎬ支持工业革命的发展ꎬ为社

会经济发展服务ꎮ③ 调查局的主要工作是绘制大比例尺地质图、地质剖面图和其他地

质调查活动ꎬ不仅为英国提供了有关能源和矿产分布非常有用的信息ꎬ还为从事理论

研究的地质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ꎬ为资源知识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全面的基础

信息与知识储备ꎮ １８３９ 年ꎬ调查局内部设立了一个新机构———采矿记录办公室(Ｍｉｎ￣
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ｆｉｃｅ)ꎬ旨在收集和保存各种采矿记录ꎬ其业务范围后来扩展至矿产资源

生产及其相关国际贸易的数据统计工作ꎬ并持续至今ꎮ
全球地理、资源知识是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ꎬ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与地质调查局

在这一领域一直保持较强的优势ꎮ 这两个机构长期合作ꎬ收集丰富的地质资源材料、
地理探险史料文献、科技数据、地图及摄影资料等信息资料ꎬ并连续出版各种相关期刊

与书籍ꎮ 上述做法无疑有助于英国维持“资源知识帝国”的权威地位ꎮ 即便英国霸权

衰落之后ꎬ作为资源知识霸权的遗产ꎬ«英国全球矿产资源风险清单»、«世界矿产资源

产量»、«欧洲矿产统计数据»和«英国矿产资源年鉴»等知识产品也在继续提供全球矿

物产量、消费及贸易的统计数据ꎬ并使英国在全球资源知识领域内仍保有一定的领导

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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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源知识对美国霸权的支撑

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和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是当前世界上最权威的资源知

识机构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于 ２０ 世纪初ꎬ其宗旨是收集整理全球矿产资源、各国矿

产资源政策信息ꎮ 该机构每年发布全球矿产资源年报等国际权威出版物ꎮ 美国能源

信息署成立于 １９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后ꎬ其宗旨是进行能源信息数据统计和分析ꎬ向全球

决策者提供独立的数据、预测和分析ꎬ促进健全决策、建立有效率的市场ꎮ 目前ꎬ美国

能源信息署每年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在全球资源知

识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ꎮ 这两个机构提供的资源知识在二战以来的美国地缘政治

博弈、海外利益扩张和全球事务领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一)冷战时期的重要工具

冷战时期ꎬ美苏两国在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科技和军备等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竞

争ꎬ而对资源知识的把控直接影响双方在全球的布局以及军事战略和科技发展上的竞

争优势ꎮ 此外ꎬ由于当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赖于以本国资源开采为基础的工

业发展ꎬ对资源知识的渴求不断增强ꎬ资源知识由此成为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要素ꎮ 为

了在全球霸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ꎬ美苏两国都积极推动本国的资源知识机构建设ꎬ

资源知识成为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展开竞争的重要层面ꎮ
事实上ꎬ美国自 ２０ 世纪初期就已成为全球工业强国ꎬ到二战结束后ꎬ其工业产值

已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总量的一半ꎮ 产能的上升带来了大量的资源消耗ꎬ并超出了其国

内的资源承载能力ꎮ 而冷战背景下来自苏联的战略竞争压力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对战

略矿产资源供应的担忧ꎮ １９５２ 年ꎬ美国总统杜鲁门专门组建了矿物原料政策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提交的著名的佩利报告就声称ꎬ鉴于苏联的威胁和来自中国供应的中断ꎬ必

须加紧对战略矿产的争夺和控制ꎬ加强在海外的战略控制ꎬ扩大储备ꎮ 佩利报告对整

个冷战期间美国的资源矿产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ꎬ也奠定了美国近半个世纪矿产资源

形势分析工作的基础ꎮ 美国在这一时期将全球矿产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ꎬ并将其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① 为此ꎬ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数据最全、覆盖

国家最多的全球矿产资源数据库ꎬ现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制定矿产资源战略的关键基

础数据库ꎮ 出于搜集资源知识的战略目的ꎬ美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了军事地质机构

(ＭＧＵ)ꎬ雇用了约 １００ 位科学家为其服务ꎮ 该机构后来被改组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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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地质科ꎬ其工作大多覆盖全球ꎬ涉及地质、水文、岩性和植物分层地图的编制等ꎮ 冷

战时期ꎬ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水文学家和制图人员协助政府寻找军事设施水源、确

定战略矿产储备ꎬ并完成地图和国际战略位置图的编制ꎮ

冷战期间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ꎬ且苏联作为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国ꎬ其能源政治

经济影响不断上升ꎮ 为应对上述挑战ꎬ美国能源信息署积极服务于美国的资源知识建

设ꎬ为政府进行了大量能源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ꎬ并向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提供

技术分析援助和研究支持ꎬ发布影响全球的能源信息数据ꎬ并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下属的国际能源署(ＩＥＡ)共同发布报告ꎬ加强美国对于世界能源市场的控制ꎬ以此削

弱苏联和欧佩克国家(沙特等石油生产国)在全球石油市场的话语权ꎮ①

出于与美国争霸的需要ꎬ冷战期间苏联也建立了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

院能源战略研究所等机构ꎬ用不同于美国的技术标准和手段编制了世界大陆矿产图、

太平洋及太平洋活动带地质图和欧洲地质图等ꎬ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ꎬ②为苏联在全

球的政治军事扩张提供了大量技术上的支持ꎮ 此外ꎬ为了支持苏联的盟国和社会主义

阵营ꎬ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加强了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ꎬ以援助或合作的形式

在许多国家开展地质工作ꎬ比如 １９６５ 年在帮助越南开展地质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出版

了越南北方地质图ꎻ为古巴编制了古巴地质图和古巴矿产图ꎻ参加了古巴金属和非金

属矿产的普查勘探工作ꎮ １９７０ 年代开始ꎬ该所参与了蒙古地质的专题研究和蒙古地

质图的编制ꎮ③

整个冷战期间ꎬ美苏两国在地质资源知识领域的竞争同这一时期两国争霸的“时

代主旋律”紧密相关ꎮ 两国在该领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ꎬ然而由于国内经济停滞和

在冷战的战略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ꎬ苏联在全球的资源知识工作从冷战后期开始停

滞ꎬ并逐渐全盘落后ꎬ也充分反映了美苏实力在冷战竞争中的此消彼长ꎮ

(二)资源知识在美国军事、外交和商业活动中的作用

在美国ꎬ能源资源一直是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ꎮ④ １９８０ 年ꎬ美国国会组建了

“自然资源和环境内阁委员会”ꎬ负责制定美国全球资源战略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作为

该委员会的支撑ꎬ向其提出了增加储备、加强矿产资源形势分析、开放更多的公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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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勘查开发利用、着力强调开拓海外资源和立足全球等建议ꎮ 因为每个阶段的能源资

源开发重点都有所不同ꎬ美国地质调查局一直都在协助政府确定能源资源安全议题的

内涵ꎬ并根据现实战略需要ꎬ为国防安全和军事霸权提供技术支持ꎮ 在战略协调方面ꎬ

美国地质调查局长期以来都是国防部的重要工作伙伴ꎬ国防部和地质调查局已实现了

稳定的跨部门机构合作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定期提供其调查的各种专业知识ꎬ国防部则

向美国地质调查局提供补偿资金ꎬ通过跨部门的协议开展工作ꎮ 在战略实施中ꎬ美国

能源信息署和地质调查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不仅长期为美国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

部和中央司令部的演习计划服务ꎬ也与美国非洲司令部(ＣＥＮＴＣＯＭ)开展合作项目ꎮ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ꎬ小布什总统发动“全球反恐战争”ꎬ其间美国对外主要战略目标

之一是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据此增加了对阿富汗的

地质勘探ꎬ直接为美国中央司令部(ＣＥＮＴＣＯＭ)提供服务ꎮ

直接参与外交也是资源知识支撑美国霸权全球地位的重要表现ꎮ 从外交协调机

制来看ꎬ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把地质调查局和能源信息署作为实现对外政策

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ꎬ要求上述两个资源机构对外派人员进行矿产资源方面的培训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参与美国外交代表团签订国际协定的谈判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美

国地质调查局已参加了与 ７５ 个国家和 １２ 个国际组织的 ２５６ 个协定的谈判ꎮ① 此外ꎬ

跨领域治理也是美国地质调查局承担区域外交任务的重要方向ꎮ 在亚太地区ꎬ美国地

质调查局的研究和全球观测网络(ＤＲＡＧＯＮ)合作ꎬ利用美国密西西比河经验来帮助

湄公河流域国家评估影响湄公河流域生态、食品安全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ꎮ②

发展中国家作为美国外交的重点领域也始终是美国资源知识机构的重点服务对

象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积极配合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建设ꎮ 巴基斯坦和巴西是

美国开展地质调查合作最早的国家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启动了在

巴基斯坦的技术援助项目ꎬ对地下水资源进行评估ꎮ 这项工作促进了巴基斯坦的地质

调查部门的创建ꎮ 巴西则是美国地质调查局新的重大国际技术援助目标国ꎮ 中东是

美国地缘战略的重点ꎬ沙特阿拉伯是参与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国际活动时间最长和最成

功的国家ꎮ 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水文地质工作计划开展了 ４０ 年ꎬ涉及 ２００ 多个长期

项目和 ４００ 多个临时项目ꎬ并促成了沙特地质调查机构的建立ꎮ 在发展援助和救灾领

域ꎬ美国地质调查局饥荒早期预警系统(ＦＥＷＳ)能够在作物歉收前 ３ 个月检测到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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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的干旱情况ꎬ从而紧急响应以提供援助ꎮ 美国将其部署在非洲和亚洲ꎬ这是美国

阿富汗战争后使用的第一个发展援助数据系统工具ꎮ①

在支持美国企业全球资源控制和海外扩张方面ꎬ美国地质调查局每年发布全球矿

产资源分析报告和国别报告ꎬ为相关决策者提供资源供应安全的重要基础信息ꎮ 同

时ꎬ美国地质调查局也为本国矿业公司的海外经营提供支持ꎮ 由于美国地质调查局与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源国在矿产资源形势分析、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等方面都进行了合

作ꎬ既为美国矿业跨国经营提供高水平的信息预判ꎬ降低企业在国外勘查开发的风险ꎬ

还能利用成熟的资源勘探机制ꎬ为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控制能源资源打开通道ꎬ打开市

场ꎬ为其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ꎬ并为其投资和经营决策提供充分的、有效的信息服务ꎮ

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明确委托地质调查局ꎬ在已探明矿产资源有投资价值

的国家进行矿产资源评估ꎮ 在该局提供的信息支持下ꎬ全球各地区的矿业开发一般都

是美国率先进入ꎬ美国企业也由此获得了巨大利益ꎮ 在最近一轮世界范围矿业法调整

后ꎬ最早进入拉美勘查开发的ꎬ是美国公司ꎻ最早深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进行资

源开发的ꎬ同样是美国公司ꎮ １９９３ 年以来ꎬ国际矿业界流行并购ꎬ每年的并购额均在

１５０ 亿美元以上ꎬ涉及的大型矿业项目和矿业权数十个ꎬ也是由美国矿业公司主宰ꎮ②

(三) 美国与国际组织在资源知识领域的合作

在资源知识数据库方面ꎬ美国地质调查局尤其注重借助联合国框架ꎬ收集、整理和

提供全球地质矿产资源条件、矿业政策、法规ꎬ以及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信息ꎬ以便对各

国投资环境进行综合比较分析ꎬ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全球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开发投资指

南等ꎮ 地质调查局内百余名专家专门负责矿种(全球)和国别(世界各国)研究ꎬ对全

世界矿产资源的储量、供给、需求、消费以及消费结构等持续追踪ꎬ对世界矿山进行系

统监视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全球矿产资源评估项目组还注重评估选定的关键矿物质

的全球可用性ꎻ其矿物信息团队追踪几乎所有矿物产品的全球供应与需求ꎬ提供预测

和应对矿产短缺的信息等ꎬ③并通过提供信息数据ꎬ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ꎮ

除了联合国ꎬ美国地质调查局也与其他国际组织保持紧密的合作ꎬ目前与其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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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Ｕ. 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Ｕ. 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２ꎬｐｐ.１２３－１４６.

ＵＳＧＳꎬ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ｓｇｓ.ｇｏｖ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比如ꎬ美国地质调查局设置了世界石油评估程序ꎬ评估石油资源和确定勘探新目标ꎬ对全球各国的未来

能源供应至关重要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还拥有并运营卫星系统ꎬ通过 １４ 个分布全球的卫星地面接收站ꎬ免费开放
全部卫星档案ꎬ有超过 ４００ 万的场景已经下载并提供给世界各地的 １８４ 个国家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官网详细介绍
了相关的全球信息产品列表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ｕｓｇ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２
日访问ꎮ



作关系的国际组织已经有 ４０ 多个ꎬ包括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ꎬ其海外工作通常

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进行ꎮ 世界银行是美国地质调查局重要的合作方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在南美、非洲以及亚洲等地与世界银行进行各种国际技

术帮助项目领域的合作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还与世界银行共同研究旱情预测、水质评价

和灾害预防ꎮ 世界银行则每年为与地质调查局相关的全球灾害数据服务工作提供资

助ꎮ
借助地质调查局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ꎬ美国可以说获益颇丰ꎮ 一方

面ꎬ通过国际合作搭建起来的各种信息和调查网络ꎬ源源不断地为美国提供高质量的

全球资源和环境领域的数据信息ꎮ 另一方面ꎬ通过为本国和他国提供公共服务ꎬ美国

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ꎬ在全球资源知识领域和相关政策议题上获得了很大的话语

权ꎮ
(四)资源知识和全球性议题的引领

在资源知识领域的不断投入ꎬ有力促进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商业扩张ꎬ提
升了国际影响力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还积极利用其在资源知识领域的优势地位ꎬ引领全

球议题ꎮ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ꎬ就是当前方兴未艾的能源革命ꎮ 美国能源信息署一

直致力于推动页岩气的生产和消费ꎬ以此推进美国主导的全球天然气市场体系建

设ꎮ① 它与国际能源署一道强调天然气能源的优越性ꎮ 这非常有利于美国借助页岩

气革命带来的技术、制度和市场创新ꎬ推动形成以天然气为主导的世界能源体系ꎬ并控

制中东与美洲两大油气来源和运输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页岩气革命兴起时ꎬ美国能源信息

署(ＥＩＡ)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布页岩油气信息ꎬ占据了相关领域知识产品供给的制

高点ꎬ使得美国在引领新一轮全球能源资源开发中获得先机ꎮ
除了能源革命ꎬ美国还利用其资源知识优势ꎬ引领全球发展议题ꎮ 比如纽带安全

概念ꎬ就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提出的重要发展议题ꎬ强调水－能源－粮食的纽带安全问

题可能引发资源竞争和潜在的冲突ꎬ因此需要推动全球层面新的合作和全球治理ꎮ 借

助纽带安全开展全球合作ꎬ也成为美国一个新的外交手段ꎮ 美国地质调查局为推进能

源、粮食和水的纽带安全从技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转化ꎬ设立了纽带安全研究项目ꎮ
通过纽带安全概念的提出ꎬ解决未来资源安全的综合性冲击ꎬ提高全球各个地区的水

－能源－粮食的资源利用效率ꎬ这是全球治理领域的一种新尝试ꎮ 如果这一概念得以

成功推广ꎬ无疑会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全球发展议题上的主导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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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信息署共同发布的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Ｇａｓ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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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源知识支持全球霸权的三种机制

全球性大国可以通过资源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影响全球资源体系的发展ꎬ作为前后

相继的两个全球霸权国家ꎬ资源知识对于英国与美国的全球体系支撑机制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 英美经验主义和海权传统有利于其推动全球资源勘探、资源地理

科学的发展ꎬ从而形成资源知识霸权优势ꎬ且在寻求全球霸权地位的过程中ꎬ两国都建

立了资源知识的科研和勘探机构ꎬ将资源知识与科技实力直接运用于外交ꎬ并在对外

扩张中借助资源知识与知识的优势ꎻ另一方面ꎬ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源于英美率先在

全球建立起来的资源知识优势ꎬ强大的资源知识获取与利用能力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有

效性提供了保障ꎬ为两国引领全球议题和主导国际制度提供了支持ꎮ 可以说ꎬ英美两

国的资源知识优势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研实力支撑了英美全球体系强国的地

位ꎮ

纵观历史ꎬ只有英美两个国家建立起了全球资源知识霸权ꎬ而它们正是建立了全

球霸权体系的国家ꎮ 英国和美国通过全球资源知识系统和规模庞大的调查机构ꎬ布局

全球ꎬ并借助各种国际科研勘探活动和国际伙伴关系ꎬ建立了全球地质信息网络平台

和数据库ꎬ为对外战略制定提供信息支持ꎮ 英美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掌握了全球能源资

源分布、资源国投资环境等信息ꎬ为全球资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持ꎬ并通过这些资源

知识机构与国家战略部门的合作ꎬ实现资源知识向战略能力的转化和实际应用ꎮ 而综

合两个案例来看ꎬ资源知识对全球霸权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知识为霸权国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扩张提供直接支持ꎮ 英美利用全

球资源知识优势ꎬ为国家战略服务ꎬ并为国家开展军事扩张和商业利益扩展提供有效

支持ꎮ 如大英帝国在海外探险驱动下建立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英国地质调查局ꎬ及

美国出于军事目的建立的地质调查局ꎮ 与此同时ꎬ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资源知识调查成

为两国获取权力优势的基础ꎮ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与英国地质调查局从 １９ 世纪开始就

紧密合作ꎬ把资源、地质和地形勘探活动与英国 １９ 世纪如日中天的帝国扩张事业联系

起来ꎮ 凭借领先的地质科技ꎬ英国拥有了引领全球化的重要资源知识基础和技术依

托ꎮ 通过在地质调查活动中形成的优势ꎬ树立地质调查信息和知识的世界标准ꎬ并将

其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ꎮ 这些资料和相关经验构成了地质学科发展及其为国家战略

服务的重要知识基础ꎬ也造就了英国在学科领域的引领地位ꎮ 美国地质调查机构始终

服务于美国全球资源战略ꎬ其开展的地质调查活动直接与国家安全挂钩ꎬ赋予美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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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战略以新的安全观念ꎮ 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全力支持国防部ꎬ大幅提高其对国家资源

能源供应安全问题的重视ꎬ将全球能源资源调查和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紧密联系起来ꎮ
二是全球资源知识体系和公共产品建设ꎮ 资源知识生产和相关调查机构的建设

有助于霸权国建立全球资源知识网络和提供公共产品ꎬ英美在不同阶段都形成了学科

领域、政府部门、社会阶层共同参与以及合作共进的技术与战略平台ꎮ 政治家、军官、
外交官、科学家及旅行探险者等各领域的人士都通过这个机构将各自的活动与全球资

源知识网络联系起来ꎬ通过掌控全球资源知识ꎬ不但为各领域的扩张提供保障ꎬ而且树

立起全球公共服务中的权威ꎬ为其主导全球体系提供支持ꎮ 此外ꎬ英美还可以将其资

源知识优势与其所建立的全球金融和治理体系相结合ꎬ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向ꎬ比
如伦敦金属交易所就主导着国际期货市场中铜、铝、铅和锡等金属的市场定价权ꎻ纽约

商品交易所则控制着国际煤炭交易的市场价格ꎻ其他大宗商品ꎬ如国际小麦价格ꎬ主要

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影响ꎮ① 虽然全球资源和能源商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需关系决

定ꎬ但霸权国能够通过其控制的相关资源知识机构发布信息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投

资者ꎬ从而操纵原材料价格走势并以此获利ꎮ 如冷战时期ꎬ美国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对

全球粮食特别是小麦产量进行预测ꎬ并把控全球粮食市场ꎬ美国率先把信息和要素市

场相结合ꎬ成功影响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ꎬ甚至削弱了 ８０ 年代苏联的粮食生产水平和

经济发展ꎮ 不仅如此ꎬ美国还特别重视借助已有的国际制度和多边国际组织框架ꎬ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ꎬ进而寻求在全球能源资源数据资源建设上的主导地位ꎮ 美国地质调

查局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ꎬ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地理资源分布、
资源概况等全球性数据ꎮ 同时ꎬ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借助亚洲开发银行、湄公河委员会、
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区域国际组织平台ꎬ落实贯彻美国的亚太、拉美和非洲

等区域战略ꎬ提高美国商业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ꎮ 美国能源和地质机构还通过

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ꎬ向全球发布数据报告并掌控全球相关资源知识变

化ꎮ
三是协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及发展援助ꎬ引领全球性议题ꎮ 英国在这方面的

特点主要体现为科学引领优势ꎬ而美国更为积极地引领发展议题ꎬ积极对接发展中国

家的需求ꎬ提供发展类公共产品ꎬ使资源知识机构成为其实施对外援助的主要组织ꎮ
其凭借知识上的优势ꎬ一方面向受援国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ꎬ另一方面借机输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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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ꎮ 美国纽约证券交
易所涉矿上市企业为 １４１ 家ꎬ市值占到该交易所全部公司总市值的 １４.４％ꎻ英国伦敦涉矿上市企业数量为 １９１
家ꎬ占该交易所总市值的 １４.４％ꎮ 在全球石油定价领域ꎬ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场内的 ＷＴＩ 原油和英国伦敦国际石
油交易所的 Ｂｒｅｎｔ 原油目前是全世界石油市场定价的风向标ꎮ 参见于宏源、余博闻:“资源自立与全球治理———
欧盟矿产资源安全战略评析”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８５－１０４ 页ꎮ



的发展理念ꎬ这使得美国资源知识的优势得以转化为其全球霸权的工具ꎮ
从资源知识支持全球霸权的轨迹来看ꎬ英美两国的资源知识在支持霸权扩张、提

供公共产品和引领全球议题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则因霸权

国面临的不同历史环境呈现出各自特色ꎮ 英国的霸权建立在殖民时期ꎬ其霸权主要依

靠的是军事和直接外交ꎬ地质调查与军事活动密切联系ꎬ其强大的资源知识能力成为

对外军事和外交的基础ꎮ 美国的霸权建立在全球化时期ꎬ霸权的建立不再完全依靠军

事与外交ꎮ 在这一期间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ꎬ使美国更加重视资源知识的转化ꎬ通过构

建信息霸权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ꎬ在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中树立权威以提升美

国全球影响力ꎮ
综上所述ꎬ英美的全球霸权与其全球资源知识优势息息相关ꎬ资源知识调查分析

及相关活动的开展为合法化霸权国的政治地位与权利主张提供了机制保障和象征性

话语ꎮ 英美资源知识机构在国家战略制定、规划与执行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ꎬ英
美通过资源知识支持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ꎬ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全球知识产品体

系以及相关发展领域等树立了自身的权威ꎮ 在当前全球性议题不断凸显、全球治理已

然成为国际共识的背景下ꎬ对资源知识的运用需求愈加迫切ꎬ如何在全球治理过程中

运用资源知识推动其治理话语权的提升ꎬ是每一个国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ꎮ

(作者简介:于宏源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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