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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EP-3E偵察機
9月26日到南海上空偵察
最近距離廣東沿海僅有47.81海里

資料來源：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美軍P-8A偵察機
9月26日到南海上空偵察

資料來源：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陸軍事專家：震懾台美勾連勢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凱雷 北京報道）
國產新一代隱身戰鬥機
殲-20自2011年首飛後即
引發國際矚目。近年來，
從研發、試訓到列裝作戰
部隊，殲-20形成實訓實
戰「實打實」的戰鬥力，
進一步提升空軍綜合作戰
能力，如今已具備戰備值
班能力和超視距空戰能
力。
殲-20是亞洲最先進的

戰機，擔負着中國對空、
海的主權維護任務。
殲-20是中國的自主研製
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新
一代軍機，具備高隱身
性、高態勢感知、高機動
性等能力，於2017年正
式入列空軍，填補了中國
沒有第五代戰鬥機空白，
打破了美國在隱身戰機上
「一家獨大」的格局，標
誌着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
個能自主設計、生產和製
造隱形戰鬥機的國家。
據報道，殲-20在交付

部 隊 後 ， 和 殲 -16、
殲-10C組成混編作戰分
隊。在執行制空任務時，
殲-20戰機利用自身的戰
場態勢感知優勢以及隱身
優勢，率先出動奪取戰場
的制空權。有分析認為，
殲-20已具備夜間實戰的
能力。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

周年大閱兵，殲-20五機
編隊首次飛越天安門接受
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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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機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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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馬靜、凱雷北京報

道）美台相互勾連，不

斷挑釁滋事，解放軍

被曝作出了強力部署。據台灣媒體報

道，大陸對台軍事鬥爭第一線福建廈

門、浙江衢州傳出戰車與戰機部署，其

中第五代隱形戰機殲-20現身衢州機

場，報道稱該機場距台北僅500公里，

殲-20從該機場向台灣方向飛7分鐘至8

分鐘，台防務部門巡航戰機就會進入

殲-20長程導彈有效打擊範圍。軍事專家

指出，殲-20的部署或許不僅是為了應對

台灣戰機，更是對近期不斷抵近南海的美

軍的一次威懾。

據台灣中時新聞網報道，浙江衢州市民眾近日
拍攝到解放軍最先進第五代隱形戰機

殲-20，正在浙江沿海重要空軍基地衢州機場降落
畫面。
報道稱，一段衢州市民拍攝的視頻顯示，一
架殲-20低空低速飛越衢州市區上空，附近即衢
州空軍基地。有分析認為，該架殲-20可能隸屬
安徽蕪湖空軍基地的「王海大隊」，近日向前部
署至衢州空軍基地。報道稱，衢州機場是解放軍
面向東海、台海重要大型空軍基地之一，距台僅
500公里，長年駐紮大量蘇-30、蘇-27及殲-10等
戰機。

台民代：廈門大規模部署戰車
報道還說，殲-20從該機場掛彈起飛，以其時
速近2,000公里的速度飛行7分鐘至8分鐘，台
防務部門北部戰機就會進入其長程空對空導彈有
效距離，15分鐘至20分鐘就能飛抵台灣上空轟
炸。
此外，國民黨金門民意代表陳玉珍接受台媒採

訪時爆料，在福建廈門出現大規模戰車部署，有
不少廈門台商朋友和她聯絡，稱在廈門市區目擊
戰車部隊在進行大規模移動。

專家：與美F-35對抗實力有餘
軍事專家邵永靈指出，殲-20所進駐的衢州機
場，距離台灣僅有約500公里，這意味着殲-20無需
掛載副油箱，以機內油箱所能達到的作戰半徑即可
覆蓋這段短短的距離。其可憑借良好的隱身能力和
強大的相控陣雷達與信息化能力，在不被台灣雷達
發現的情況下，進行隱匿的空中偵察任務。若一旦
「出事」，則可憑借遠射程的中距空空導彈完成空
中「點名」，實現「敵明我暗」的狙殺效果。
邵永靈指出，考慮到美軍航母與兩棲攻擊艦

可能搭載有F-35C和F-35B隱身艦載機，以同為
五代機的殲-20進行對抗，也是一種合理的選
擇。身為一款重型五代機，殲-20的作戰半徑、
留空時間和彈藥攜帶能力無疑均優於作為中型五
代機的F-35系列，將在空中佔據相當程度的優
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凱雷
北京報道）「美國海軍9月26日派
出包括EP-3E及P-8A偵察機到南海
上空偵察，其中，EP-3E偵察機最近
距離中國廣東沿海僅有47.81海里
（約 88.5 公里）。」26日上午，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SCS Prob-
ing Initiative）計劃平台在twitter上
發布的這一消息引發關注。

再刷新最近中國距離
台灣媒體稱，這再次刷新美國軍
機抵近偵察中國的最近距離紀錄。
中國軍事專家指出，美國偵察機
近期不斷在南海頻繁挑釁，甚至多
次抵近廣東海岸偵察，純粹是軍事
挑釁與施壓，不斷破壞南海地區的
和平穩定。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胡波
此前針對南海緊張局勢指出，短期
內美國並不太可能作好在海上與中

國大動干戈的準備。同時，美軍如
果採取諸如轟炸或奪取中國在南海
駐守島礁的行動，則勢必招致中方
的全面反擊。

中國國防部明確反對
對於美軍近期在中國周邊活動頻

繁、軍機在沿海高頻度抵近偵察等情
況，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校
此前在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曾回應
稱，美方加大對華挑釁施壓力度，對
此我們的態度清晰明確：一是反對，
二是不怕。美方一些政客在大選前為
了一己私利，極力破壞中美兩國兩軍
關係，甚至妄圖製造意外事件和軍事
衝突。中國軍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世界
和地區和平穩定。我們奉勸美方一些
政客認清現實，保持理性，停止挑
釁，推動兩國兩軍關係回到正確的軌
道。

美偵察機再闖南海
距廣東不足50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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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迎來選舉
季的美國國內抗
議與疫情反彈疊
加，南海、台海

成為特朗普政府向外轉移危機
的「主戰場」，加強美台關係
挑動台海危機的同時，美軍艦
機頻繁進入南海，可謂雙重施
壓。最新的一次發生在9月26
日上午，美海軍偵察機再次抵
南海觀察，這次僅距中國廣東
海岸47.81海里。

面對危機升級，有人擔憂
1996年「台海危機」將再現，
觀察全球戰略變局，中美近來
南海博弈已體現出新的戰略平
衡，中國堅定捍衛主權的決心
與力量，已在近期中方軍事演
習得到充分體現。

解放軍戰機頻繁警示
面對外來勢力與分裂勢力的

挑釁，中國多次在南海舉行軍
事演習，並宣布劃定臨時禁飛
禁航區，而美軍偵察機不斷公
開或偽裝成客機抵近偵察破壞
南海和平，今年僅上半年以
來，美軍近3,000架次軍機，60
多次軍艦闖南海，台海、東
海、黃海的海空域也遭到多次
闖入。值得警惕的是，台灣當
局乘機「興風作浪」，從捷克
議長、美副國務卿先後訪台，
民進黨當局「挾洋自重」，以
為挾洋、投靠、勾連外部勢力
就可以搞對抗、謀分裂，不斷
在政治、軍事上試探挑戰一個
中國原則底線。正如國台辦發
出的嚴正警告：勾連外部勢力
搞「台獨」，是在走危險的獨
木橋，腳下是萬丈深淵，梯子
在別人手裏，隨時都有可能粉
身碎骨！

針對外國政要近期訪台勾
連，解放軍戰機多機型、多批
次、多空域在台灣島南西北三
個方向展開軍事飛行，這是新
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而
殲-20 戰機近日進駐衢州機
場，距離台島僅有約 500 公
里，隨時投射最強戰力，這無
疑是對「台獨」分子與外部干
涉勢力最新實戰警示。

雙航母東風導彈打靶
乘美國大選混戰之時，台灣

當局冒險甘當美國棋子「火中
取栗」，而作為台灣的「扶梯
人」，美軍表面上不斷派出軍
機施壓，甚至傳出要派駐美軍
駐紮島內助台「以武拒統」。
原來，所謂美軍派向台島駐部
隊是一上尉在非正統軍事學院
刊物上的撰文囈語。

更具象徵意味的是，面對美
軍在南海施壓挑釁，近有中國
雙航母舉行針對性訓練，前有
中國火箭軍從青海、浙江兩個
方向，向南海美航母編隊經常
出沒的海域活動靶船，發射了
數枚東風導彈並準確命中，這
在 24 年前的台海危機中，不
可想像，也無從想像。

當前南海台海危局中，中國
所擁有的航母力量、火箭軍力
量與《反分裂國家法》彰顯14
億中國人維護統一的決心與意
志前所未有，中國堅定倡導大
國間管控危機，堅定與亞洲各
國維護南海和平，堅定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和安
全，已形成堅如磐石的反干涉
謀和平合力，1996年「台海危
機」時所謂「美中對峙」的局
面已不可能再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凱雷

解放軍 26 日東海實彈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浙江海事局發布《浙航警0713》，東海於9

月 26 日 7 時 30 分至 13 時在 28N-51.98N 122E-12.23E、

28N-53.23N 122E-13.87E、 28N-51.40N 122E-15.70E 和

2N8-50.15N 122E-14.08E四點連線水域範圍內進行實際使用武

器訓練。禁止駛入。

■ 網民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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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20戰機去年在慶祝人民空軍成立70周年航空開放
活動上掛彈飛行展示。 資料圖片

匯軍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蘇州報道）9月26日，
以「水韻江蘇美好鄉村」為主題的「江蘇省鄉村旅
遊節」在蘇州高新區千年古村樹山村開幕，江蘇省
文化和旅遊廳發布了50條鄉村旅遊精品線路，啟動
秋冬季鄉村旅遊市場。
此次「江蘇省鄉村旅遊節」推出鄉村旅遊重點

村，展示鄉村非遺和鄉村旅遊文創產品，除了瓜
果採摘、欣賞蘇繡、農耕體驗、溫泉康養等鄉村
旅遊傳統項目外，增加了生態科普、非遺傳承、
戶外拓展、房車露營等新業態。
樹山村是中國農業旅遊示範點、國家級生態

村，被譽為姑蘇城內的世外桃源。「中國刺繡藝
術館」距離樹山村半小時車程，可近距離欣賞頂
級刺繡作品——現代刺繡大師梁雪芳的大作雙面
三異繡《果盤與花籃》，繡面正反都有繡，一面
繡有獻花，一面繡有鮮果，且兩面針法和色調都
不同。
美食是感受鄉土最純粹的方式。樹山村民說，

品味江南水鄉，首推銀魚蓴菜羹。銀魚是著名的
「太湖三白」之一，色澤如玉，肉質鮮美，而蓴
菜是從太湖中新鮮採來的，爽滑鮮嫩，別有風
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第27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26日開幕，因
疫情原因首次以線上+線下展會形式進行。
由承辦單位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有限公
司搭建的實體展廳，集中展示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為主題的精品出版物，以及全景記錄
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期刊。
線下展廳展出了70種有關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鬥爭重大戰略成果的圖書，如《武漢戰疫
日記》、《鍾南山：蒼生在上》、《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防護手冊》（多語種版），以及

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出版基金資助的優秀
圖書和近年來的中國好書等。「精品期刊」
展區展出了生動講述醫護人員、基層幹部群
眾的感人事跡和英雄壯舉的刊物，如《求
是》、《中華醫學雜誌》等。
「雲書展」則應用5G閱讀新技術，借助

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技術，實現線上和線下
展覽有機融合；同時還採用全景3D復刻技
術，真實還原精品展現場。
首個線上圖書版權貿易平台Rights Link也

在展會期間應用，實現365天24小時交易永

不落幕。

97個國家和地區逾千展商線上註冊
據悉，截至9月25日，來自97個國家和地
區的近1,400家展商完成線上註冊，並上傳
3.8萬餘種中外版權圖書。
其中，新展商數量達200家；國際出版50

強中有25家註冊參展。「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和地區達31個。烏拉圭、亞美尼亞、佛得
角、蒙古、愛爾蘭、土庫曼斯坦為首次參
展。

抗疫主題圖書亮相北京書展 江蘇50線路啟秋冬鄉村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