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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炒作陸東南沿海部署東風-17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專家：台還輪不到東風-17「關照」可震懾美航母戰鬥群介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凱雷

東風-17導彈

北京報道）台媒再度炒作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導彈話題，昨日稱解放軍在東

東 風 -17 導
彈是中國研發
" 的高超音速彈
道導彈，它不
同於以往任何
國產導彈，是一款高超聲速
滑翔導彈，具備多種優點，
可對中近程目標實施精確打
擊，於 2019 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70 周年國慶閱兵式上
首次對外展示。
東風-17是中國第一型高超
聲速導彈，外界估計導彈射程
在 1,800 公里至 2,500 公里之
間。東風-17具備全天候、無
依託、強突防等特點，可以數
倍於音速的速度作規避動作，
飛行過程中可以轉換攻擊目
標，突破反導彈攔截系統，對
中近程目標實施精確打擊，無
論是導彈性能還是突防能力，
都較其他型號常規導彈有了很
大提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南沿海部署「東風-17」導彈，對台灣

0

施壓。
著名戰略軍事專家、中國社科院軍控中心秘書長洪源表示，
台媒炒作「東風-17」有些「無厘頭」，以台灣目標地位、距
離和目標性質，還輪不到「東風-17」的「關照」。但他亦表
示，「東風－17」可限制美軍航母和海上範疇機場的活動自
由，令大陸在歐亞大陸西段沿海岸上及近海海域相對安全且有
自由行動權，台灣則被最大限度孤立。

台灣「聯合新聞網」昨日援引《南華早報》的報道稱，解放軍在東
南沿海配備了新款「東風-17」超音速導彈，取代已經在此部署幾

十年的「東風-11」和「東風-15」導彈。與老款導彈相比，「東風-17」
射程更遠，最遠可達2,500公里，且精確度更高。

「東風-17」
可輕易穿透反導防禦網
報道援引維基百科的資料稱，「東風-17」是一款高超音速武器，複
雜的飛行軌跡使得攔截其非常困難，增加了其打擊目標的成功率。由於
彈頭形狀的改進和載荷的減少，「東風-17」射程大大增加，其主要用
於打擊對方反導防空系統等高價值目標。
此外，上述台媒報道還點出，「東風-17」的射程除覆蓋台灣外，還
能觸及日本橫須賀的美軍基地，儘管「東風-17」的主要目標在於「威
懾 『台獨』」，但萬一大陸決定「武統台灣」，「東風-17」可用於阻
止「美國航母戰鬥群介入」。
據悉，「東風-17」去年在國慶亮相，其彈道導彈發射與高超音速滑
翔彈頭相結合，具備全天候、無依託、強突防等特點，可以數倍於音速
的速度作規避動作，這都使反導雷達測不準、反導導彈更無從瞄準，從
而輕而易舉穿透反導防禦網。
洪源表示，世界第一款實用型「東風-17」滑翔式導彈是一款精確制
導的中程導彈，它能夠輕易規避戰區反導系統的探測和反擊，擊中地面
目標和海上移動目標，令對方防不勝防。

專家：戰略形勢天平更向陸傾斜
他同時稱，以台灣目標地位、距離和目標性質，遠程火箭炮才是最多
最大的應用部分，輪不到「東風-17」的「關照」。「台灣屬於過於敝
帚自珍，自我愛憐了。」
洪源更強調，「東風-17」在應用上偏重於 6,000 公里內的陸上、海上
移動目標和高價值目標，台灣目標群基本達不到。「這意味着美國海上
機動目標群在西太平洋的活動，都在 『東風-17』的打擊半徑內，都籠
罩在 『東風-17』的圓弧當中。」
他表示，這就限制了美軍航母和海上範疇機場的活動自由，令大陸在歐亞
大陸西段沿海岸上及近海海域相對安全且有自由行動權，台灣則被最大限度
孤立。台當局所盼望的「美國出手相救」也就更加成為鏡中花、水中月，戰
略形勢的天平更加向大陸傾斜，解放台灣的客觀條件也進一步成熟。

■與老款導彈相比，「東風-17」射程更遠，且精確度更高。圖為去年 10 月 1 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大會上受閱的「東風-17」常規導彈方隊。
資料圖片

東風系列亮劍 美國航母杳蹤
有關中國在東南沿海部署
「 東 風 -17」 導 彈 的 消 息 在 台
灣島內刷屏，大國利劍出鞘震
/
懾 「 台 獨 」 。 在 「 東 風 -17」
超音速滑翔彈道的強大突防能
力面前，被打穿的何止是反導彈攔截系統，
極少數「台獨」分子依恃外國航母妄圖「以
武拒統」企圖已然破滅。
從近期衛星雲圖觀察，美國「里根」號航母
出現在菲律賓海附近，隔着呂宋島向南海方向
施壓，這早非首次。今年以來，美國派出超 60
餘艘次軍艦持續在南海炫耀武力，肆意推高地
區衝突風險，正在成為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



手。中國東部、南部戰區多次發出警告並驅離
美艦美機，而近期從渤海、黃海、東海到南海
台海的系列軍演，彰顯解放軍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與領土完整決心，為別國海洋霸凌劃下紅
線。

自八月東風導彈發射 美航母無影
以上南海局勢發展，與台海緊密相聯。今年
以來，在國際大氣候和台灣島內小氣候影響
下，蔡英文當局先是借疫謀「獨」，更挾洋自
重，甚至不斷鼓譟、推動美國自南海向台海炫
耀武力，尤其是對美國航母「情有獨鍾」。可
令「台獨」分子失望的是，這艘美國「里根」

紀念台灣光復 75 周年
南京台北專家視訊交流
踐中心協辦。

《館藏民國時期台灣彙編》已出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長馬振犢介紹道，該館集中
典藏涉及台灣問題的檔案有 6 千餘卷，30 餘萬頁。
「這些記載着台灣人民一心嚮往祖國，克服千難萬險
回歸祖國，為收復寶島台灣出謀劃策，殫精竭慮，甚
至不惜拋家別親回國投入抗戰救國的戰火，為祖國和
人民英勇獻身的數不清的事例，任何人都會受到震撼
和感動。」
馬振犢說，對於目前台灣民進黨當局為實現「去
中國化」，抹殺歷史上台灣與祖國的關係，肆意歪
曲歷史，檔案館已將特別以影印件形式出版的《館
藏民國時期台灣彙編》，全部對社會開放，將原始
記錄呈現在讀者面前。

日領導人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中方敦促日方信守反省侵略歷史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昨日就日本領導人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答記者
問。
有記者問：靖國神社自10月17日起舉行所謂秋季
大祭，日本領導人於 17 日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
另有個別國會議員前往參拜。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說，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
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供奉有 14 個對那場侵略
戰爭負有嚴重罪責的甲級戰犯。日方的消極舉動再
次反映了日方對待侵略歷史的錯誤態度。我們敦促
日方切實信守正視反省侵略歷史的表態和承諾，以
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新
京報》報道，有媒體日前稱浙江義烏
一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為出國人員接種
疫苗。記者 17 日從義烏衞健部門知情
人士處獲悉，現有疫苗已停止供應，
並呼籲民眾不要前往義烏接種。

義烏已停止新冠疫苗緊急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今年是台灣
光復 75 周年，日本雖然在 1945 年戰敗後被迫放棄台
灣，但是台灣真的光復了嗎？對於在台灣的中國人而
言，台灣光復75年的經驗究竟是什麼？台灣是否真正遠
離過法西斯政權的統治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的文化殖
民？」昨日上午，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楊祖珺在南京與台北為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舉辦的視訊
交流會上連連發問。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張連紅說：「為了和平、
為了未來，大家走到一起，以正確的歷史觀形成維護
和平的合力。」
此次視訊交流的主題為「銘記民族抗戰史 共護和平
謀未來」，由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南京
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台灣財團法人民主文化基金會
主辦，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台灣新國際理論與實

號，今年七八月間就闖入南海台海，面對解放
軍的震懾反擊，無功而返。自解放軍在八月發
射多枚東風導彈後，連續兩月南海台海再不見
美航母蹤影。
可以透露的是，這次「里根」號將再次無功而
返 ， 這 何 止 是 繼 發 射 「 東 風 21-D」 和 「 東
風-26」後，「東風-17」導彈推進部署的震懾，
中國多軍種多方向成體系出動兵力針對「台獨」
和外部干涉勢力的演練已鮮明展示解放軍維護南
海台海和平的實戰能力。「台獨」勢力依恃美國
在地圖上劃幾條島鏈就侵犯一個亞太大國的時
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依法批准為出國人員緊急接種

■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南京-台北視訊交流會昨日舉
行。圖為南京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光復是中國人民共創的民族解放
針對台灣陸委會「不希望民眾團體參加兩岸紀念台
灣光復活動」，楊祖珺說：「翻開台灣近代歷史，我
所熟稔的基隆中學鍾皓東校長和他的『愛人同志』蔣
碧玉女士，在1940年從台灣到上海，而後在廣東參加
『東江縱隊』，為的是與全中國人民一齊對抗日本侵
略行動。台灣共產黨謝雪紅，1920 年代在上海與中共
人員聯合參加抗日，無奈遭日本警察逮捕。這類台灣
人民在台灣或在大陸，與中國共產黨並肩抗日的故
事，在彼時，屢見不鮮。」
她強調，台灣得以光復，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創造
出來的民族解放。

《為了和平》大型電視紀錄片開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紀念中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經
中央軍委批准，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組織拍
攝了 6 集大型電視紀錄片《為了和平》。該
片從昨日（18日）起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
晚 8 點檔黃金時段播出，每天 2 集，國防軍
事頻道等其他頻道重播，部分省、區、市衛
視跟進播出，中央主要新聞網站、重點門戶
網站和「學習強國」平台等同步推出。

史論結合 回顧抗美援朝
該片共 6 集，分別為《正義擔當》、
《殊死較量》、《血性迸發》、《英雄讚
歌》、《萬眾一心》、《偉大勝利》，每
集約 50 分鐘，採取史論結合、故事表達的
方式，回顧呈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抗美援朝

戰爭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全面反映抗
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質和偉大勝利，深入
反映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豐富內涵和時
代價值，集中展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
事跡和革命精神，生動展現全國各族人民
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大力支援和家國情
懷，充分彰顯中華民族不畏強暴、維護和
平的堅定決心和巨大貢獻。
■《為了和平
為了和平》
》海報
海報。
。
網上圖片

該知情人士稱，目前義烏市採購了部
分新冠疫苗，為Ⅲ期臨床試驗疫苗，尚
未正式註冊上市，經依法批准用於緊急
接種，主要面向在義烏因經貿活動必要
出國人員，暫不對一般市民開放。
15 日，浙江省嘉興市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在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新消息
稱，重點人群可以緊急接種新冠疫苗
的消息。16 日上午，浙江義烏也開始
新冠疫苗緊急使用。記者當天實地探
訪了義烏江東街道社區衞生服務中
心，根據此前該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工
作人員的說法，該中心目前有五六百
支新冠疫苗。
據記者觀察，一小時內有約二十人
來接種新冠疫苗，多數是要出國工作
或是有出國打算。對於非出國人員，
現場工作人員建議不着急打。在現
場，並未發現有被勸退的人員。
16 日中午，記者聯繫到紹興市疾控
中心，對方表示，目前只有針對出國
人員的預約，但需要提供證明，如出
國留學需要提供通知書。通過疾控中
心預約後，5天後可以接種疫苗。

一針 200 元 共 2 劑

根據嘉興市疾控中心的說法，緊急
接種新冠疫苗的價格是 200 元（人民
幣，下同）/支（瓶），2 劑次共 400
元。
接種現場負責信息登記的工作人
員表示，此次接種的是由北京科興中
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新冠滅活
疫苗，目前該疫苗正在境外開展Ⅲ期
臨床研究。與此前嘉興疾控提到的新
冠疫苗廠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