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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主研製隱身戰機 具備攻防兼備戰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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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國被美國特
朗普政府扣上了幾頂帽
子，一曰「修正主義國
家」，二曰「新帝國主

義列強」，三曰奉行「掠食性經濟政策」。在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
告》、《核態勢審議報告》以及政府高官講話
中，美方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挑戰美
國「利益、經濟和價值觀」的「對手」。美方
還醞釀在經貿領域發起更多、更嚴厲的對華貿
易施壓措施。人們由此擔心中美是否會重回
「冷戰」並陷入「貿易戰」。
中國堅持走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政治
上，中國主張各國相互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制
度和發展道路，並非「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

路可走」。中國摒棄以意識形態劃界的外交政
策。安全上，中國主張共同安全、合作安
全，不追求損害他國安全的一己安全，也不
會與美國搞冷戰時期美蘇那種軍備競賽。中
國按國際安全局勢及自身安全需要發展國防
能力，不會主動威脅別人，不去脅迫別國，也
防止任何國家有脅迫中國的想法。經貿上，中
國主張互利共贏，不搞以鄰為壑，而是尋求共
同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最
好的例證。
中美國情不同，道路志向各異，但絕非「道

不同不相為謀，志不同不相為友」。中國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同時無意把美國擠出世
界舞台的中央。世界舞台足夠寬廣，就如太平
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和平相處、

互利共贏。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美方一些人
雖然身體跟着進入21世紀，但腦袋還停留在冷
戰時期，到處尋找、製造敵人和對手。時代不
同了，固守冷戰思維沒有出路，也不會有效
果。中國不是美國的「同盟」，也不是「敵
人」，而是夥伴。
中方篤信，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兩國

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
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
壞。」
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這些都是中美

多年的交往歷史和兩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互動現
實形成的常識。把握中美關係，還是回歸這樣
的常識比較好。抱持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
的人該換換腦筋了。

��

抱持「中國威脅論」的人該換換腦筋了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賈秀東

香港文匯報訊 當地時間8日，正在美國
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楊
潔篪在美國國務院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舉
行會談。雙方商定將於今年上半年在中國
舉行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並於年內
盡早舉行第二輪全面經濟對話、社會和人
文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
據新華社報道，楊潔篪表示，過去一
年，在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共同引領
下，中美關係取得重要積極進展。今年以
來，兩國元首通過通電話、通信等方式多
次交換意見，為新的一年中美關係發展指
明了方向。兩國工作團隊要繼續認真落實
兩國元首北京會晤達成的共識和成果，保
持高層及各級別密切交往，用好4個高級
別對話機制，拓展經貿、兩軍、執法、禁

毒、人文、地方等領域交流與合作，就朝
鮮半島核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協
調，堅持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
題，確保中美關係取得更多積極成果。

冀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
楊潔篪指出，中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對內大力推進全面改革，
對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
的對外開放戰略。中美關係保持積極發
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
會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
行，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推動中美關係
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蒂勒森表示，美中關係十分重要。美方

願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實兩國元首北京會

晤的共識和成果，鞏固和擴大互利合作，
本着相互尊重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推動
兩國關係取得更多積極進展。

維護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楊潔篪指出，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中美

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給兩國人民
帶來了巨大利益。雙方要落實好兩國元首
北京會晤經貿領域成果，探討在能源、基
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等領域開展更
多務實合作，繼續就兩國宏觀經濟形勢和
國際經濟事務加強政策協調。雙方應通過
對彼此開放市場、做大合作蛋糕的辦法妥
善處理經貿問題，維護兩國經貿關係健康
發展。蒂勒森贊同美中雙方應該共同研
究，探討有效解決兩國經貿問題的辦法。

拉美外交官駁美「中國威脅論」
香港文匯報訊 多國外交人士認為，中國與拉

美的交往正處於最卓有成效的時期，這一關係
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礎之上，與美國國務卿蒂勒
森最近渲染的屈從形象相去甚遠。
據參考消息網報道，上周，就在蒂勒森開始

對拉美國家訪問之前，他發表了一場極具煽動
性的演講，讓拉美國家警惕俄羅斯和中國這種
只顧自己利益的「掠奪者」的到來。

阿根廷：對華關係正在加強
對於蒂勒森的這番言論，中國作出回應，指
責美國對拉美國家缺乏尊重，並表示中國與拉
美的關係是平等互利的。這一觀點得到了接受
埃菲社採訪的外交人士的認同。「當前，中國
在所有拉美國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是

在貿易、金融還是投資領域皆是如此。這是在
過去十年突然發生的一個過程，在南錐體（南
美洲南回歸線以南）國家中尤其明顯。」阿根
廷駐華大使蓋鐵戈說，在阿根廷，進入金融、
基礎設施、交通和能源領域的中國大企業越來
越多，這個趨勢不會逆轉，正在加強。他強
調：「我們無須擔心，這是一種極其尊重國家
主權、明顯有利雙方的關係」。

哥倫比亞：美國無權評價
報道稱，哥倫比亞駐華大使奧斯卡．魯埃達也

表達了相同看法，「兩國雙邊關係只有兩國人民
才有權評價」。魯埃達說，中國是哥倫比亞的主
要貿易夥伴之一，哥倫比亞計劃繼續在中國打開
市場，盡快向中國出口牛油果和牛肉等產品。

智利：中智貿易額增至4倍
報道表示，蒂勒森還在講話中指責中國「謀

求短期盈利和拉美的長期依賴」，不公正的做
法傷害了拉美國家的製造業，這種說法也未得
到接受埃菲社採訪的外交人士的認同。
智利外交部對外貿易投資促進局駐中國上海

貿易專員塞薩爾·蘇亞雷斯說：「這種指責過去
或許能影響到智利當局。智利曾經非常擔心
（與中國的）自貿協定會影響本地生產，但是
時間證明，最終我們獲得了順差。」蘇亞雷斯
解釋說，如今智利對華貿易順差年均約為30億
美元（約合235億港元），智利與中國2005年
簽署自貿協定，如今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已經增
長到當時的4倍。

剛果（布）總統：「中國監聽非盟」報道荒謬不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剛果（布）總統薩蘇近日在接受新
華社專訪時說，西方媒體在第30
屆非盟峰會系列會議期間有關「中
國監聽非盟」的報道荒謬不實，非
洲國家高度讚賞中國對非政策，非
洲國家的發展將繼續從中獲益。
薩蘇說，中國援建非盟總部大

樓受到各方歡迎，這座宏偉的建築
是非中人民友誼的象徵，非洲國家
高度讚賞中國這一善舉，將積極謀
求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他指出，傳播相關不實言論的
西方媒體應該清楚，非洲國家領
導人在非盟總部的官方活動沒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非盟總部大樓
裡的設備和器材嚴格按照招標程
序從各國引進，「中國在大樓裡
安裝監聽設備」等言論毫無事實
根據。

薩蘇表示，非中合作是當今全
球南南合作的典範。今年9月，中
非合作論壇峰會將在北京舉行。非
洲國家期待在中國的幫助下順利實
現經濟轉型，邁向發展。
第30屆非盟峰會系列會議1月

22日至29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
的斯亞貝巴的非盟總部舉行。其
間，非洲政要對個別西方媒體有關
「中國監聽非盟」的不實報道進行
了駁斥。非盟委員會主席法基表
示，他沒有發現非盟總部大樓受到
任何監視的跡象，非盟與中國一直
保持很好的關係。埃塞俄比亞總理
海爾馬利亞姆．德薩萊尼表示，中
國沒有監視非盟，非中保持着全面
和戰略性的關係。塞拉利昂駐埃塞
俄比亞大使卡馬拉說，他不相信這
一報道，中國是塞拉利昂的夥伴，
給予塞拉利昂大量幫助。

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二次會議將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
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BCM）
第二次會議將於近期舉行，中方期
待會議順利召開，進一步深化雙方
就有關問題溝通與合作。
據中新社報道，耿爽當天就南海

局勢表示，在中菲兩國領導人的共
同關心和支持下，中菲南海問題雙
邊磋商機制正式建立並順利運作。
BCM第一次會議已於2017年5月

在中國貴州貴陽成功舉行並取得豐
碩成果。雙方一直就妥善處理有關
涉海問題和推動海上務實合作保持
着有效溝通。
他說，根據雙方商定，中菲南海

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將於
近期舉行。中方期待會議的順利召
開，進一步深化雙方就有關問題溝
通與合作，為中菲關係的健康穩定
發展和各領域務實合作營造良好氛
圍。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2月月88日日，，中國國務委中國國務委
員楊潔篪員楊潔篪（（左左））在美國國務院會在美國國務院會
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中新社中新社

殲-20發展歷程
1997年 殲-20正式立項

2009年 首架技術工程驗證機製造成
功

2011年 首架技術工程驗證機在成都黃
田壩軍用機場實現首飛

2016年11月 殲-20迷彩塗裝參加珠海航展
並首次對外進行雙飛展示

2017年7月 殲-20三機編隊參加在朱日和
舉行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成
立90周年閱兵

2017年9月28日 國防部證實殲-20 已列裝部
隊

2017年11月 殲-20、運-20 開展編隊訓
練，多名飛行員具備通飛
殲-20、殲-16、殲-10C 等
多種新型戰機的能力

2018年1月 新年度開訓後，中國空軍
殲 -20、 運 -20、 殲 -16、
殲-10C 和轟-6K 等新型戰
機，在練兵備戰中實戰實訓、
按綱施訓

2018年2月9日 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證實
殲-20開始列裝空軍作戰部隊

來源：本報資料室、新華社

根據公開報道，殲-20戰機於2016年
11月參加中國珠海國際航展，首次

公開進行飛行展示；2017年7月參加慶
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閱兵，首
次以戰鬥姿態展示在世人面前，標誌着
空軍向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目標邁出
了新的步伐。

向戰略性軍種邁進
去年11月11日中國空軍成立68周年紀

念日，空軍發言人透露，殲-20、運-20已
開展編隊訓練，多名飛行員具備通飛殲-20、

殲-16、殲-10C等多種新型戰機的能力，不
過官方沒有公佈相關的影像資料。
另外，據新華社近期報道，今年新年
度開訓以來，中國空軍殲-20、運-20、
殲-16、殲-10C和轟-6K等新型戰機在練
兵備戰中實戰實訓、按綱施訓，推動空
軍新時代打贏能力不斷提升，報道指
殲-20開展的是超視距空戰等課目訓練。
「空軍發佈」在9日發佈的消息指，

殲-20戰機交付空軍後，實戰實訓逐步展
開，飛行人才穩步成長，在空軍「紅
劍-2017」體系對抗演習中發揮重要作

用，為空軍作戰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礎。
空軍發言人表示，空軍正向全疆域作

戰的現代化戰略性軍種邁進，成為有效
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
戰爭的重要力量。殲-20戰機列裝空軍作
戰部隊，將進一步提升空軍綜合作戰能
力，有助於空軍更好地肩負起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神聖使命。

與美「F-22」屬同代機型
此外，據參考消息網報道，國際級功
勛試飛員、空軍試飛專家徐勇凌去年9

月時曾表示，中國的5代機殲-20和殲-31
除了作為空中獨立作戰平台使用外，同
時作為無人機指揮平台來使用的設計理
念也是非常明確的，而且這樣的設計理
念在實現上並沒有什麼難度。
在西方國家的戰法研究和演習實踐中，

四代機可以擔任隱身偵察機，也能夠發揮
飛機強大的信息系統功能，在戰場上擔任
編隊長機，指揮其他三代機作戰。甚至還
可以帶領無人機蜂群去作戰。軍事專家認
為，儘管「殲-20」推出時間較美國「F-22」
遲，但屬於同一代機型。

■■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隱身戰鬥機殲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隱身戰鬥機殲--2020正式列裝正式列裝
空軍作戰部隊空軍作戰部隊。。圖為殲圖為殲--2020戰機於慶祝中國人民解放戰機於慶祝中國人民解放
軍建軍軍建軍9090周年閱兵式上的表演周年閱兵式上的表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空軍

官方微博「空軍發佈」9日發

佈的消息，中國空軍新聞發言

人申進科大校當日指出，中國

自主研製的新一代隱身戰鬥機

殲-20 開始列裝空軍作戰部

隊，向全面形成作戰能力邁出

重要一步。

中美第二輪外交安全對話上半年舉行中美第二輪外交安全對話上半年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