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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2艘海警船2151號、2101號進入
釣魚島12海里領海巡航，日本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情
報聯絡室立即升級為「官邸對策室」。
據日本NHK引述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消息
稱，北京時間6日上午9點左右，中國2艘海警船進入釣
魚島12海里巡航，日本海保部出動巡邏船對2艘中國海
警船發出「警告」，要求立即退出所謂的「日本領
海」。NHK電視台統計稱，中方海警船上一次進入釣魚
島12海里巡航是在4月31日，中方公務船今年在釣魚島
12海里內巡航的天數已累計13天。

日首相升級對策室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在獲悉中國公務船進入釣魚島12
海里巡航後，立即將設置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的情
報聯絡室升級為「官邸對策室」，並收集情報加緊對中
國船隻進行「警戒」。
中國國家海洋局網站昨日發布消息證實，中國海警

2151、2101船編隊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內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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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中
國南方一家造船廠近日正加緊趕工建
造多艘中國海警船，其中一艘編號為
1401的4,000噸級船隻懸掛綵旗，相
信是交付服役的景象。另外，據網絡
曝光的圖片顯示，該船廠內還有一艘

編號3402的海警船正在建造。
據悉，中國海警船編號通常為4

位數，第1位數表示該船所管轄海
區，第2位數表示噸位（3,000噸級
的第2位數就是3，4000噸級的第2
位數是 4），第 3、4 位數表示編
號。由此看來，最新交付服役的是
一艘4,000噸級船隻。

4000噸級海警船將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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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飛豹戰機夜訓墜毀一飛豹戰機夜訓墜毀

香港文匯報訊 越南外交
部與相關部門前天下午在河
內召開就中國在南海架設鑽
油平台的第 4次臨時記者
會，播放中方船隻撞沉越南
漁船等挑釁行為的影片，越
方稱至今24艘公務船被中
方船隻撞擊而受損，12名漁
檢船員受傷；1艘漁船被撞
沉，許多漁船也被撞擊、驅
逐、控制、破壞與扣押。中
國外交部表示，越方的做法
是企圖倒打一耙。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越南

外交部國家邊界委員會副主
任陳維海在會上表示，至今
已有24艘越南執法船隻因
遭中方船隻撞擊而受損，其
中包括19艘漁檢船和5艘海
警船，12名漁檢船員受傷。

此外，除了1艘漁船於5月
26日被撞沉外，還有許多其
他越南漁船也遭到中方船隻
撞擊、驅逐、控制、破壞與
扣押，損失慘重，中方船員
甚至還攻擊越南漁民。
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昨日在例行記者會說，
越方在記者會上的做法是企
圖倒打一耙。中方在前天的
記者會上已經介紹過，中方
有關船隻是在中建南鑽井作
業平台附近執行護航安保任
務，處於防守狀態，是越方
船隻奔襲100多海里進入有
關海域，企圖強行衝撞中方
守衛船隻，嚴重危害中方船
隻和人員安全。到底是誰在
現場發起進攻，是誰處於防
守一方，是誰在製造緊張，
這是非常清楚的。

越稱24艘公務船被撞
中方斥企圖倒打一耙

五角大樓在官方網站上發布據稱耗資8.9萬美元
的《2014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即

通常所稱的中國軍力報告，與2013年度報告相比，
這份年度報告篇幅縮短，共計87頁，涉及中國軍事
戰略、軍力發展、中美兩軍交往、台海軍事形勢等
內容，並且列出偵察衛星、隱形技術、航空母艦及
防空一體化四個專題。

指實際軍費高出預算20%
中國軍力「不透明」、「擴張」……這些近年來

每年都會出現在軍力報告中的「老調」再度出現在
新的軍力報告中。報告稱，2013年，中國宣稱年度
軍事預算同比增加了5.7%，達到1,195億美元（約
合7,475億元人民幣），但報告估計中國該年的實際
軍費開支約為1,450億美元（約合9,069億元人民
幣），超過中國官方公布的約20%。
報告稱，隨着國力增強，中國繼續全面推進軍事

現代化建設，包括推進戰略部隊現代化、提高阻止
介入和區域封鎖能力、打造太空反制武器、發展網
絡系統等，從而提高軍力，以期「在短期高烈度的
突發事件中取勝」。

關注海軍戰力延至馬六甲
這份報告還高度聚焦中國軍事裝備，特別是海空

一體化體系。除了航空母艦外，報告還再次提及中
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及其實現
手段，除了此前的二炮部隊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還增添了中國海軍內容。報告提及，在岸基巡航導
彈、戰鬥機、轟炸機、特種突擊隊等力量的配合
下，中國海軍新型水面作戰艦艇和潛艇的戰力範
圍，已經延伸到第二島鏈外的西太平洋地區以及馬六
甲海峽。
報告指出，中國將把遠程反艦巡航導彈作為反介

入/區域拒止作戰的「關鍵武器」（KEY
WEAPON），能夠依托多種平台，包括基洛

級、元級、宋級、商級等常規潛艇和核
潛艇，包括052B/C、052D、051C、現

代級、054A、056等新型水面
驅護戰艦，還包括殲
轟 -7A、 轟 -6G、

蘇-30MK2等空中對海打擊力量。

稱已列裝東風31A洲際導彈
此外，該報告列舉了解放軍陸海空和二炮等軍種

的軍力報告，稱第二炮兵已經列裝東風-31A型洲際
導彈，並正在發展東風-41型洲際導彈。
就中美兩軍關係，報告回顧了2013年中美兩軍一

系列高層交往，稱對於中美兩軍交往，美國側重三
方面工作，即在雙方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合
作、深入了解彼此機制以及增進在地區安全環境和
相關安全挑戰上的共識。
但報告又稱，美國將繼續密切關注中國軍事戰

略、軍隊政策和軍力發展，鼓勵中國提高軍事現代
化建設的透明度，同時與盟友夥伴合作，調整軍力
部署和行動理念，維護穩定的亞太安全環境。
2000年以來，五角大樓每年都向國會提交中國軍

力報告。中國國防部昨日在官網回應稱，美方年復
一年發表所謂《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
對中國正常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妄加指責，渲染「中
國軍事威脅」，是極其錯誤的做法。中方對此堅決
反對，正在評估報告的具體內容，視情況作出進一
步反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
日指出，中國的國防建設完
全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
正常權利，希望美方摒棄
冷戰思維，客觀、理
性看待中國的軍事發
展，停止對中國軍
事戰略的曲解和指
責，停止發表
此類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美國國防部當地時

間昨日發表舊調重彈的2014年

度中國軍力報告，再度鼓吹中

國軍力「擴張」和「威脅」，

指中國2013年實際軍費開支超

過官方公布的20%。中國國防

部昨日回應稱，美國的做法極

其錯誤，中方反對對中國正常

的國防建設妄加指責，渲染

「中國威脅」。中國外交部也

指責這是美方冷戰思維作祟，

促美方停止對中國軍事戰略的

曲解和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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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中方促棄促棄冷戰思維冷戰思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自2000年起，美國五角大樓每年
都會向國會提交中國軍力報告，並在
其中鼓吹中國「軍事擴張和威脅」，
今年亦不例外。北京軍事專家認為，
這份報告就是美國軍隊和軍工集團用
來嚇唬國會和輿論，從而爭取更多軍
費，報告內容中的「真假多少」都不
重要，關鍵是要給外界「樹立中國軍
事威脅」的印象。
軍事專家洪源對本報表示，五角大

樓遞交給國會的中國軍力報告是其解
決內部問題的利器。其實就是美國軍
隊和美國軍工集團利益共同體為了生
存需要，導致他們必須樹立一個敵

人，「而且這個敵人還要張牙舞爪、
威力強大，能夠令他們有足夠的理由
向國會申請到更多財政撥款好養活軍
隊和保證軍備的更新換代。」洪源
說，所以他們製造出的這份軍力報告
中需要他們找到一個能夠成為老虎的
標靶，而現在的中國正好符合這個角
色，他們希望借助中國的軍力來為美
國國內政治服務。

樹立標靶 懶理真假
「每年對中國的軍力實施擴張和預

測已經成為五角大樓的一種範式。」
洪源說，美國不僅要樹立這麼一個標
靶，而且要將這種威脅常更常新，要

不斷鼓吹中國「威脅」的永遠存在，
所以他們需要每年都出台中國軍力報
告，並在報告中增加新的威脅內容，
以保持中國威脅的新鮮度。
去年美國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被指內

容造假，甚至有些來自中國網站論壇
貼。「至於今年軍力報告內容真假、多
少都不重要，對五角大樓而言，重要的
是中國須成為對美國有威脅的軍事力量
這個性質不能變，可以說，中國軍力報
告已經成為美國某些軍工集團和軍隊繼
續生存的必要條件，他們需
要借此得到更多國會撥款，
來擴張自己的軍力和維持其
龐大的武器系統。」

恐嚇國會民眾 圖增軍費華巡航導彈是美航母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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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防科技信
息網報道，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
事務研究中心近期發布《低透明度
的戰力倍增器：中國巡航導彈戰略
評估》報告，主筆人為巡航導彈專
家丹尼斯·戈姆利、中國軍事專家
安德魯·埃里克森和袁勁東。報告
通過調研公開發表的中、外文文
獻，得出主要結論為中國反艦巡航
導彈的飽和攻擊將是美國海軍航母
戰鬥群（CSG）的最大威脅。
報告指出，因研發、部署和維
護巡航導彈的費用低廉，僅為防
禦措施所需花費的九分之一，故
可以利用多種高速低空巡航導彈
對航母戰鬥群實施飽和攻擊，達

到「以量取勝」的效果。中國當
前優先發展巡航導彈而非有機運
載能力，目的就是要通過壓倒性
的巡航導彈攻擊使美軍航母戰鬥
群喪失作戰能力。
報告還對未來中國研製核巡航導

彈的可能性進行了深入探究，認為
前蘇聯海軍對中國海軍的發展思路
影響頗深，前者曾強調發展核巡航
導彈來打擊航母戰鬥群，未來中國
海軍可能會借鑒採取相同策略。美
國海軍退役少將邁克爾·麥克德維
特稱，中國很有可能已在攻擊核潛
艇上裝備了帶核彈頭的巡航導彈，
但目前尚未發現與此類「次戰略核
武器」相關的證據。

■■美方發布的中國美方發布的中國「「長長
劍劍--1010」」巡航導彈發射巡航導彈發射
情形情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編號為編號為14011401的的44,,000000噸級海噸級海
警船懸掛綵旗警船懸掛綵旗，，相信是即將交相信是即將交
付服役付服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中 國 海 警中 國 海 警
21012101 船昨天在船昨天在
釣魚島領海內巡釣魚島領海內巡
航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總參謀長房峰輝中國總參謀長房峰輝55月月 1313日參觀美國日參觀美國
「「LCS-LCS-44科羅拉多科羅拉多」」號瀕海戰艦號瀕海戰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方媒體刊登的中國西方媒體刊登的中國
「「東風東風--4141」」洲際導彈洲際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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