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海軍新聞發言人梁陽稱，這次海上聯合軍演主要
將演練艦艇錨地防禦、聯合對海突擊、聯合反潛、

聯合護航、聯合查證識別和聯合防空、聯合解救被劫持
船舶、聯合搜救以及海上實際使用武器等課目。中俄海
軍將派出各型水面艦艇14艘、潛艇2艘、固定翼飛機9
架，以及艦載直升機、特戰分隊等兵力參加演習。
俄太平洋艦隊新聞局透露，艦隊將出動「瓦良格」號近

衛軍導彈巡洋艦、「潘捷列耶夫海軍元帥」號大型反潛艦、
「涅維利斯科伊海軍元帥」號大型登陸艦等艦船參加。預
計，編隊將於5月17日進入上海吳淞口錨地（停泊）。

海軍發言人：演習不針對第三方
值得關注的是，就在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的同時，俄羅
斯總統普京將訪華，並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亞信第四次峰
會。中國海軍方面強調，此次聯合演習是中俄兩國海軍
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演習不針對第三方。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宣佈：普京將於5月20日至21日對
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亞洲相互協作
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亞信峰會）。
梁陽指出，此次中俄海上聯合軍演是增進兩國政治互
信、加強兩軍友好務實合作的重要舉措，對鞏固發展中俄
兩國兩軍間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演練海上聯合保交行動的
指揮協同和保障，提高中俄兩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
脅能力，優化規範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的組織實施方法，共

同維護和促進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具有積極意義。

俄媒：中國向海上強國發展
「俄羅斯之聲」刊文指出，幾十年來中國海軍一直致

力於積極進行海岸防禦。中國開建航母後稱，將向遠海
派遣強大的、具有獨立進攻能力的海軍編隊。海上戰略
的活躍迫使北京不僅要在技術上加強海軍建設，而且還
要尋找旨在發展國際軍事合作的新途徑。至於中國剛剛
組織的青島「海上聯合-2014」演習，則可被看成是在提
高中國維護地區和全球安全角色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
文章最後指出，有可能未來中國將利用已有的經驗爭取

在太平洋獨立組織有亞洲國家參加的多國聯合演習。隨
中美爭奪地區影響力鬥爭的日益加劇，可以期待中國人將
會努力組織類似美國牽頭組織的「環太平洋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的文章稱，
在對陸攻擊巡航導彈方面，中國已
部署了兩種次音速對陸攻擊巡航導

彈，分別為射程為200公里的空射
型鷹擊-63導彈，與射程超過1500公
里的陸射型東海-10巡航導彈。東
海-10導彈配備GPS/慣性制導導航
系統，但可能也能夠利用地形輪廓
繪圖完成中段制導，再利用數字場
景匹配傳感器，實現10米的精度。
據報道，中國最近以其新型轟-6K轟
炸機發射了空射型東海-10導彈，即
長劍-10導彈——從表面來看，這種
轟炸機能夠搭載四枚長劍-10導彈。
在射程、圓概率誤差等重要參數方

面，據稱長劍-10導彈與美國「戰
斧」導彈不相上下。
中國海軍測試船最近進行了甲板

發射筒海上試驗，發射筒內有可能
加裝了鷹擊-18反艦巡航導彈或東
海-10對陸攻擊巡航導彈。中國發展
海射東海-10導彈的明顯意圖，強烈
暗示出未來海軍驅逐艦，例如新型
052D型驅逐艦，將有可能會配備能
力更高的新型垂直發射系統，能夠
發射反艦導彈，也能發射對陸攻擊
巡航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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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12日晚接受了土
庫曼斯坦贈送的一匹汗血
寶馬。這是中土建交以
來，土方第三次將汗血馬
作為國禮送給中方。

汗血馬是享譽世界的優良
馬種，被繪入土庫曼斯坦國
徽的中心作為土庫曼斯坦的
象徵。同時，汗血馬長期以
來為中國人民喜愛。西漢史
書《史記》中就出現汗血
馬，稱「大宛多善馬，馬汗
血」。漢武帝讚其為「天
馬」，唐太宗李世民曾御封
汗血馬為「千里馬」。到了
元代，汗血馬
成為成吉思汗
的御駕。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為期逾
一個月的世界盃足球賽將於6月12日在巴西揭幕。
巴西駐華使館公使迦龍昨日證實，總統羅塞夫近日
已正式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邀請，希望他能
夠前往巴西觀看7月13日的世界盃決賽。據了解，
習近平將在7月15至16日出席在巴西舉行的金磚國
家峰會，並在巴西進行國事訪問，到時還會順道訪
問包括古巴在內的幾個拉美國家。
巴西駐華大使萊昂日前向媒體透露，總統羅塞
夫邀習近平前往觀看世界盃決賽。「1974年中巴
建立外交關係，今年剛好是40周年。習近平主席
又剛好在巴西，這真是個美妙的巧合。」 萊昂表
示，巴西對此很期待。

足球發燒友盼辦世盃賽
此外，巴西使館具體負責世界盃事務的官員吉
列爾梅—貝利日前亦表示，習近平主席有可能親
臨馬拉卡納體育場觀看世界盃決賽。「巴西世界
盃結束後兩天，將在弗塔雷薩召開第六屆金磚國
家峰會，因為兩個活動時間比較接近，所以習近

平有可能親臨馬拉卡納體育場觀看世界盃決賽，
這就是巴西足球和世界盃的榮耀。」
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本身也是一位足球發燒

友。據公開報道，習近平年輕時就經常去北京工人
體育場看球賽。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他視察
奧運場館時，還曾一展腳法。2011年更是明確表
示：「中國世界盃出線、舉辦世界盃比賽和獲得世
界盃冠軍是我的三個願望」。而今年三月下旬在荷
蘭、德國及法國訪問期間，習近平多次談及足球，
其中在德國還看望了受訓的中國少年足球運動員，
希望他們「能成為出色的足球運動員」。
另一方面，中方也高度重視習近平今年的拉美之

行。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全國「兩會」上曾指出，今
年中拉關係又面臨「更上一層樓」的歷史機遇。一
是習近平將應邀赴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
並將訪問一些拉美國家。二是最近拉共體峰會一致
通過了建立中國—拉共體論壇這樣一個特別的聲
明。中方將爭取年內正式啟動這一論壇，並召開首
屆部長級會議。王毅更還特別強調，「我們中國的
球迷們對今年巴西世界盃充滿期待」。

習近平獲邀巴西看世盃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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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編隊周六抵滬 派巡洋艦參加 適逢普京訪華

中俄下周二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綜合報道）中俄年度海上

聯合軍事演習將於下周二在中國東海海域展開。中俄海軍

昨日分別發布消息，指是次代號為「海上聯合-2014」的

軍演定於5月20日至26日在長江口以東的東海北部海空域

舉行。俄方將出動「瓦良格」號近衛軍導彈巡洋艦等6艘艦

船參演，艦船編隊昨日啟程，預計17日進入上海吳淞口，

航渡中將在「對馬海峽」舉行演練。上海海事局宣布，17日早上10時至27日晚上8時，東海部分

水域將實施臨時管制（封航）。有分析指出，這次中俄舉行的海上軍演適逢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期

間舉行，顯示中俄在烏克蘭危機引起全球性政治形勢變化後，兩國

將走得更近。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下周訪華，出席在上
海舉行的亞信峰會之際，《普京文集（2012－
2014）》中文版昨日在北京舉行首發。《普
京文集（2012－2014）》由世界知識出版社與
華東師範大學合作編輯、翻譯和出版，共收錄
俄羅斯總統普京2012年至2014年間公開發表
的競選綱領、國情咨文、演講和答記者問等40

餘篇文章，並配有生動照片。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為新書撰寫了序

言。他在序言中稱，這本書的出版將有助
於中國讀者更好地了解俄羅斯領導人的執
政理念和俄羅斯人民在強國富民道路上取
得的最新成就，促進雙方各領域的合作。

據悉，這已不是在中國出版發行的第一
本普京文集。

出席首發式的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表
示，20多年前俄中兩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歷史
高水平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時期。雙方高度重
視兩國的戰略協作，並將其放在雙方外交的優
先地位。他高度評價《普京文集》的出版發
行，稱其將成為很有益的讀物。

此前，《普京文集（2002－
2008）》中文版於2008年在中
國問世。 ■新華社

「瓦良格」號巡洋艦是光榮級巡洋艦的第三艘，
由前蘇聯海軍建造，現服役於俄羅斯海軍。為俄羅
斯太平洋艦隊的旗艦，素有「航母殺手」的美稱。
該艦滿載排水量11,500噸，其標誌性裝備就是艦首
左右兩舷的8座雙聯裝SS－N－12遠程超音速反艦
導彈。「瓦良格」號可配合核動力水面艦艇活動，
為艦隊擔任警戒、護航任務；也可與其他巡洋艦、
驅逐艦和護衛艦組成編隊，執行攻擊敵航空母艦和
兩棲戰艦，破壞海上交通線以及在兩棲登陸戰中提
供對岸火力支援等任務。

「瓦良格」號可搭載卡-25/卡-27 反潛直升
機 ； 防 空 武 器 包 括 2 門 130 毫 米
AK-130艦炮，一門AK-630艦炮，2
套「黃蜂-MA」防空系統，8 套
S-300F「暗礁」防空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聰 綜合報
道）中俄一直懸而未決的天然氣供華協議極
有可能在俄羅斯總統普京本月下旬訪華期間
簽訂。克里姆林宮昨日公布，普京將於5月
20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俄新社引述消息
稱，「在上海會談期間，兩國領導人計劃討
論雙邊議程的系列問題，還將簽署系列經
貿、能源和人文領域的重要文件」。
中方昨日亦證實上述消息，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表示，此次中俄元首年內第二次會晤，將
在上海舉行多場大小範圍會談，「並簽署發表
一份有分量的聯合聲明，共同見證雙方有關部
門和企業簽署一系列重要的合作文件。」

料2018開始對華供氣
普京訪華期間，中俄將簽署的文件備受關

注。據俄媒體引述俄羅斯能源部副部長亞諾
夫斯基稱，對華供氣合同已起草完成98%，

預計將在此次普京訪華期間簽署對華液化天
然氣（LNG）銷售合同。
早在今年3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總

裁米勒就曾表示，俄氣公司計劃5月與中方
簽署關於有限期30年、每年對華供氣380億
立方米的合同。米勒表示，預計俄將於2018
年開始，每年對華供應380億立方米天然
氣，還可根據情況增加至600億立方米。
值得關注的是，據俄新社報道，俄羅斯天

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董事會副主席維塔利．馬
爾克洛夫昨日否定了俄氣同中方企業聯合開
發本公司礦床的可能性。
此外，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12日在有關
與亞太地區合作的政府工作會議上表示，俄
羅斯與中國的貿易額自2010年以來一直居首
位，「中國目前是、將來也是俄羅斯的主要
合作夥伴」。他指出，要加強與亞太地區在
石油、煤炭領域和核能等能源領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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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國長劍10媲美戰斧

■長劍-10巡航導彈。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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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文集》中文版在京首發。 中新社

■「潘捷列耶夫
海軍元帥」號反
潛艦。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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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號

封東海

■■習近平主席接受別爾德穆習近平主席接受別爾德穆
哈梅多夫代表土方贈予中方哈梅多夫代表土方贈予中方
的一匹汗血馬的一匹汗血馬。。 新華社新華社

■■俄羅斯俄羅斯「「瓦良格瓦良格」」號號
巡洋艦將參加中俄海上巡洋艦將參加中俄海上
聯合軍演聯合軍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