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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艦隊近日組織聯合防空演練 王毅會見尹炳世
重申反對在韓部署「薩德」

美核航母闖南海 或惡化地區矛盾
專家：美若真敢挑釁 中國不怕硬碰硬

西方指華軍費高 傅瑩批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2月18日，美

國海軍官方發佈聲明，「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進入南

海開始進行巡航。這是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海軍首次

在南海進行巡航。輿論普遍認為，美國此舉可能再度惡化該敏感水

域的矛盾。專家指出，如果美國真敢赤裸裸地在南海對中國的領土

主權和民族尊嚴進行挑釁，那麼中國就必須敢於硬碰硬；中國爭取

軟着陸，但不怕硬碰硬，而由此造成中美關係緊張和地區的動盪，

責任完全在美國。

根據美國海軍官方聲明，此次「卡
爾．文森」號核動力航母戰鬥

群，於2月18日進入南海海域進行巡
航。該戰鬥群包括尼米茲級航母「卡爾
．文森」號航空母艦，以及「韋恩．梅
耶」號導彈驅逐艦和艦載飛行聯隊。在
此之前，「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
先後在夏威夷、日本關島和菲律賓海域
展開了一系列軍事訓練活動。

美在亞太軍事部署將續增強
航母戰鬥群指揮官、海軍少將詹姆斯
．基爾比表示， 這次的所有航行任
務，就是要向盟國展現這支艦隊強大的
作戰能力，為強化與盟國的戰略合作關
係作出貢獻。
「卡爾．文森」號航母屬於管轄東

太平洋的第三艦隊，此番前往西太平洋
海域執行任務，實屬罕見。知名軍事戰
略專家楊毅向本報指出，從軍事上講，
此次行動體現出美國對印度洋和太平洋
地區的進一步重視和軍事力量上的增
強。同時，美國調動「卡爾．文森」
號，到南海展示兵力，亦是為將來應對
地區形勢升級而進行的一種軍事力量和
方案的準備，其中包括對相關海區的水
文、氣象、磁場等的熟悉。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新任日裔司令哈里

斯曾說過，美國將繼續保持在亞太地區
的軍事存在，並且在必要的時候還要增
強。楊毅認為，從整體戰略上來看，儘
管特朗普上台後雖不會像奧巴馬時期繼
續提「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在軍事上
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重視卻不會降低，
進而在亞太的軍事力量部署和軍事力量
建設的幅度仍會增強，包括海軍艦隊的
數量和質量仍會提升，所以對美方此次
行動亦不必感到意外。

聲稱要進12海里欲探華底線
早些時候，美國《海軍時報》網站報

道，美國海軍正在醞釀對中國的南海主
張進行新挑戰。美國計劃派遣航母戰鬥
群到中國南海島礁附近海域巡航。美方
艦隊很可能會航行至中國在南沙或西沙
新建島礁的12海里內。楊毅指出，美
方聲稱要進入12海里區域，有政治上
宣示的成分，同時亦是要試探中國戰略
底線。
至於中方該如何應對美國在南海的挑

釁行動，楊毅指出，要看美國究竟會走
到哪一步。如果美國艦船是正常國際航
道航行，那無所謂；如果派驅逐艦等在
12海里邊緣地帶打擦邊球，也就是搞小
動作；但如果縱深往裡進入中國島礁的
12海里，甚至像美國新任國務卿此前聲

稱的將不允許中國接近和進入南海島
礁，那麼將是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嚴重挑戰，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楊毅表示，近幾個月來，中國在南海

問題上跟相關國家關係在改善，合作在
加強，南海緊張程度在下降，協商解決
有關問題的氣氛良好，此時美國若做出
挑釁動作，是別有用心的，是唯恐天下
不亂，要把水攪渾。

若致地區動盪責任全在美方
楊毅說，如果美國真敢赤裸裸地對中

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進行挑釁，那
麼中國就必須敢於硬碰硬；中國爭取軟

着陸，但不怕硬碰硬，將會兵來將擋，
採取相應的措施，而由此造成中美關係
緊張和地區的動盪，責任完全在美國。
上周，針對美國計劃派遣航母戰鬥群

到中國南海島礁附近海域巡航問題，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表示，中方尊重和
維護各國依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
飛越自由，但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航行
和飛越自由為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
全。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宣佈美國航
母將到南海消息之際，中國海軍亦連日
在南海海域進行了一場聯合防空作戰演
練。境外媒體稱，中方此舉有反制美方
的意味。

中國借慕安會
勸美謹言慎行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3屆慕尼
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時表示，當前
這個人類命運密不可分的世界，已經

無法承受犯錯的代價，所以「最終作出判斷和選擇，我
們必須慎之又慎」。觀察家指出，王毅在本次會議上作
此發言有借機奉勸各大國尤其是美國謹言慎行之意。
當前世界經濟低迷失衡、地緣衝突惡化加劇、難民危

機愈演愈烈、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遭遇挫折，造成國際
安全環境空前脆弱。而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和國
際體系使得各國利益相互交融，倘若一子錯則很可能牽
一髮而動全身。在這個命運的關口，美國新任總統特朗
普若再單從美國利益出發行事，則世界諸國都無法獨善
其身。
中國一直強調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

係。此前，中美關係的建設受到了質疑和挑戰，但在本
月10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通話中，特朗普強調了
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被外界視為「認識到中美關係
的重要性」。但未來，美國是否會對台軍售、或加強與
台灣的軍事交流都仍是未知數，而這恰能看出美對中國
核心利益是否真的給予尊重。美國若以博弈和對抗的姿
態來處理中美關係，將難讓兩國達成合作共贏。

盼特朗普政府樹立正確對話關係
另外，特朗普上台後，中國和歐洲都面臨美國新一屆

政府帶來的安全、金融、貿易等挑戰。本次會議的主辦
國德國就被美方指責操縱匯率、貿易順差過大。此前，
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匯率問題亦是橫加指責，擺出一副
要與中國對抗的姿態。作為世界大國，中國有能力在經
濟、政治、外交上對美國採取一定反制措施，但兩大國
若真相互對抗，必定會對全球造成重大影響。經歷了
「黑天鵝」事件頻發的2016年後，該如何提振經濟才
是大國們應該考慮的問題，而不是讓復甦乏力的世界經
濟雪上加霜。
因此，王毅在發言中表示「大國應當以人類和平發展

的大局為重，攜手合作，」而不是「獨善其身，甚至相
互對抗。」可見，中國希望引導特朗普政府樹立正確的
對話關係。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當地時
間18日，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出席慕尼黑
安全會議期間會見韓
國外交部長尹炳世。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
韓建交25年，我們
應珍惜中韓關係迄今
取得的寶貴成果，努
力排除目前存在的干
擾，務使兩國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得以健康
發展。
王毅再次重申了中方反對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的

立場，強調一國的安全不應建立在損害別國安全的基礎
之上。中方理解韓方維護自身安全的需要，同時韓方也
應尊重中方的正當立場。
雙方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交換了意見，王毅表示，當前

半島局勢日趨複雜嚴峻，但我們不能放棄爭取和平的努
力。各方在嚴格執行安理會決議的同時，也應積極探索
恢復談判的突破口，斬斷半島核問題的負面循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18日，
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應邀出席第
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並參加「東亞安全與朝核
問題」分論壇的討論。作為當天討論的「引子」，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所長奇普曼介紹了該
所關於全球軍事能力的年度評估報告。他說，亞洲
軍事發展快，軍費龐大，2012年已超過歐洲，2016
年達到後者的1.3倍。奇普曼稱，其中中國的軍費
最高，2016年是日本和韓國總和的1.8倍，是其他
南海沿岸國總和的3.7倍。

北約欲增軍費至成員國GDP2%
針對上述論調，傅瑩說，此次慕安會的熱點問

題是如何確保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預算提高至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2%，分擔安全經費。但剛
才提到中國的國防預算時態度明顯不同。
「全國人大每年召開大會，我是這個大會的發言

人，每年最先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軍費。
第二天，一些外國報紙頭條就是『中國威脅』。」
傅瑩反問在座外國嘉賓，「實際上中國的國防預算
一直保持在GDP的1.5%，卻被渲染為威脅，是否

存在雙重標準？」
傅瑩進一步解釋道，中

國歷史上多次遭受外來侵
略，現在中國人民對國家
能增強軍力保衛主權和安
全感到自豪。
針對當天分論壇的主

題，傅瑩說，隨着中國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美國有人擔心中國
將挑戰其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採取了「亞太再
平衡」戰略，周邊一些國家也對中國產生疑慮。
美國公開干涉南海問題，南海摩擦隨之不斷增
多，地區爭端變得更為政治化、複雜化。

南海爭端重回談判解決軌道
傅瑩回應說：「幸運的是，經過了一段動盪

期，中國與東盟國家重新回到了通過靜悄悄談判
解決問題的軌道。《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談判
正在取得進展。希望亞太各國能珍惜穩定，回歸
共識。」

「三龍」深潛器進入業務化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潛
龍二號」潛水器正式用於深海多金屬
硫化物勘探，完成8次下潛，在大洋43
航次第二航段作業成功，標誌着以
「蛟龍」、「潛龍」、「海龍」為代
表的「三龍」技術裝備全面進入業務
化應用階段。
從國家海洋局了解到，「潛龍二

號」在大洋43航次第二航段共完成8
次下潛工作，水下作業時間累計達170
小時，總航程456公里，最大下潛深度
為3,320米。
「潛龍二號」集成了熱液異常探
測、微地形地貌探測、海底照相和磁

力探測等技術，為中國海底多金屬硫
化物調查和勘探提供了高效、精細、
綜合的先進手段。此次作業獲得了西
南印度洋多金屬硫化物合同區近底精
細地形地貌三維圖，顯示了「潛龍二
號」在洋中脊複雜地形環境下工作的
穩定性和可靠性。

有望協同作業取長補短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潛龍二

號」無人無纜潛水器和「海龍二號」
無人有纜潛水器組成的「三龍」潛水
器系列，是中國自行設計、自主集
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在深海勘察

領域應用最廣泛的深海運載器。除了
「潛龍二號」首次正式應用獲得成功
之外，「海龍二號」參加過多個大洋
航次科考、得到多次成功應用，下潛
海域包括太平洋、南大西洋和西南印
度洋；知名度最高的「蛟龍號」，目
前正在執行大洋38航次科學考察。
中國大洋協會辦公室主任劉峰說：

「這三類深潛器在調查作業模式方面
各有特點，在應用領域方面各有所
長。載人潛水器可實現載人深海更精
準作業，無人潛水器可實現水下更長
時間作業，它們之間日後有望協同作
業，取長補短。」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軍報》報
道，由導彈驅逐艦「長沙艦」、「海口
艦」和綜合補給艦「駱馬湖艦」組成的
海軍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於2月12
日至13日，協同航空兵、岸基防空力
量在南海某海域進行了一場聯合防空作
戰演練。

紅旗-9導彈殲-11B戰機參與
報道說：「紅方構築遠中近三層防空
網：外圍，海軍航空兵某部2架戰機巡
航待戰；中層，『長沙艦』和『海口
艦』雷達飛旋，艦空導彈、艦炮蓄勢待
發；近程，地面防空火力嚴陣以待」。
觀察者網分析，這是一場由航空兵、

岸基防空力量以及水面艦艇共同參加的
一場聯合防空作戰演練。參與的水面艦
艇有中國海軍目前最先進的052C/D型
驅逐艦，航空力量有殲-11BH/BSH等
戰機，岸基防空力量有紅旗-9導彈。

遠海編隊南海實戰化訓練
另據新華社報道，該遠海訓練編隊於
2月17日在南海相關海域組織直升機組

進行聯合防空、巡邏警戒等多課目實戰
化訓練，並圓滿完成帶有戰術背景條件
下的立體綜合補給等預定課目訓練。編
隊指揮員、南海艦隊副司令員俞滿江介
紹，在組訓過程中，他們始終緊貼實
戰，要求各參演兵力群實時獲取戰場態
勢、判斷情況、定下決心，通過一系列
「背靠背」對抗演練，檢驗了部隊主戰

兵力精確打擊、防空反導、艦機協同突
擊等戰法。另一方面，針對編隊裝備
新、體系全的特點，突出戰法訓法研
究，強化問題導向，緊抓戰術動作基
礎，通過理論創新牽引提高訓練實際效
益，檢驗編隊整體作戰能力。
據悉，該遠海訓練編隊完成在南海的

訓練後，已轉往東印度洋，組織反恐反

海盜、武力營救等課目訓練。
另據中新社消息，2月中旬，南海艦

隊某登陸艦支隊組織春節過後首次編隊
出海訓練。在5天5夜的不間斷航行
中，5型10艘登陸艦列陣海疆，對編隊
運動、編隊防禦、艦炮實彈射擊、聯合
搜救、模擬航行補給、氣墊艇進出母艦
等10多個科目內容進行了專攻精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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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會見韓國外長尹炳世。
新華社

■■分析指分析指「「卡爾卡爾．．文森文森」」號航母號航母
屬於管轄東太平洋的第三艦隊屬於管轄東太平洋的第三艦隊，，
此番前往西太平洋海域執行任此番前往西太平洋海域執行任
務務，，實屬罕見實屬罕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央電視台新聞報道中出現
紅旗-9防空導彈。 網上圖片

■「駱馬湖艦」為「海口艦」實施補
給。 網上圖片

■南海艦隊某登陸艦支隊2月中旬組織編隊出海
訓練。圖為副炮對海射擊。 中新社

■傅瑩參加慕安會一場
分論壇討論。 中新社

■「潛龍二號」無人無纜潛水器 網上圖片■「蛟龍號」載人潛水器 資料圖片 ■「海龍二號」無人有纜潛水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