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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近期，俄海军宣布放弃两艘基洛夫
级巡洋舰升级计划，并暂缓实施现役航
母“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的修复方
案。在连续多年未有大型水面舰船列
装、新一代暴风级核动力航母和领袖级
导弹驱逐舰的设计研发遭遇资金和技
术瓶颈情况下，俄海军战斗力水平和发
展方向引发外界关注。面对质疑，俄海
军新闻局官员表示，新一代小型护卫舰
和导弹舰及其搭载的“口径”巡航导弹
等先进武器将实现海战场“以小吃大”，
而战略核潜艇的性能优势，将确保俄海
军维持稳定的战略威慑力。

俄方表示，海军已制定一系列军购
规划，包括采购柴电潜艇、新一代哈斯
基级核潜艇、保障舰、扫雷舰、护卫舰、
通信舰及科研试验舰，并计划批量采购
可携带“口径”-NK巡航导弹的小型导
弹舰。其中，赴青岛参加中国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戈尔什科夫
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是轻型护卫舰的典
型代表，该舰属 22350型，具备先进的
隐身和雷达技术，排水量4500吨，可搭

载“口径”巡航导弹、“锆石”超音速导弹
和“棱堡”反舰导弹。俄媒称其“承载了
未来俄海军水面力量的希望”。近期，
俄总统普京出席了该型舰5号和6号舰
的开工仪式。

与 22350型护卫舰战力相似，经受
中东反恐实战检验的11356型舰，凭借
机动灵活、火力强大等特点，成为地中海
战役行动编队的核心力量，并多次与美
法战舰直接海上对峙。其首舰“戈里格
罗维奇海军上将”号和2号舰“埃森海军
上将”号多次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对“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陆上目标实施精确打
击。目前，仍有3艘该型舰处于建造中。

今年年初，“完美”号、“响亮”号两
艘20380型小型护卫舰在日本海试航，
遭到美日侦察力量持续跟踪与监视，作
为近海快速支援响应的重要力量，该型
护卫舰已在俄海军服役5艘。此外，以
21631和22800型为代表的千吨位以下
导弹舰，也在俄海军大批量服役，具备
强大的反舰和对陆攻击能力。

除海上袖珍舰外，俄海军潜艇部队

是另一支制衡对手的重要力量。俄现
有“德尔塔-3”“德尔塔-4”和“北风之
神”3类 12艘战略核潜艇，配备“轻舟”

“圆锤”等4款潜射弹道导弹。当前，俄
在建核潜艇数量高达10艘，包括4艘北
方之神-A级弹道导弹核潜艇、5艘亚
森级攻击核潜艇及“哈巴罗夫斯克”号
专用核潜艇。俄海军将在2020年前后
接装 10艘基洛级和拉达级柴电潜艇，
去年，黑海舰队已接收 6艘基洛级潜
艇。另外，俄还加紧发展类别丰富的无
人潜航器等水下机器人，如“拨弦古
琴-1P”“视界-600”等，处于样品试验
阶段的“洛沙里克”深水作业艇和核动
力无人潜航器“美女-K”已成为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眼中钉”。

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轻小型战舰，
与潜艇和水下无人作战系统等新质力
量协同配合，将显著提升俄海军整体作
战效能和非对称优势。俄海军通过发
展策略的灵活调整，既拓展了能力范
围，也丰富了威慑手段，为未来作战行
动做好积极准备。

据美国“最新防务”网站报道，5月
底，美海军第二舰队将派舰艇进入波罗
的海，参加“波罗的海行动-2019”多国
海上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这是第二
舰队自去年重建以来首次在国际场合
正式亮相且地点敏感。此举向外界传
递出一个信息：俄罗斯将在北大西洋遭
遇强大对手的挑战。

从配角转变为主角

“最新防务”网站报道称，美海军第
二舰队2011年撤编后，全球战略与安全
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其间俄罗斯海军
实力迅速壮大，增加了在波罗的海、北
大西洋及北极的海上巡逻活动，美俄两
国在这些地区摩擦不断。美国前防长
马蒂斯在解读新版《国防战略》时强调，
美国不能坐视俄罗斯军力扩张，应“回
调”战略重心，从打击恐怖主义回归到
大国战略竞争。

美海军第二舰队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宣布重建。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
理查德森表示，第二舰队任务范围涵盖
美国东海岸、北大西洋及北极地区，将
对部署在这些区域的船舶、飞机和地面
力量进行业务和行政领导。

“最新防务”网站称，通常认为，第
二舰队是对第六舰队的补充和加强，实
际上，二者在作战模式与任务方面有本
质区别。第二舰队更多时候将充当尖
刀，对抗俄罗斯军舰、飞机或潜艇，而不
再像在中东或阿富汗那样，仅充当地面
战场的支援力量。这是一种从配角到
主角的转变，是实施反恐战争以来很少
见的任务模式。

在部署模式上，第二舰队也与其他
舰队大不相同。第二舰队司令安德鲁?
刘易斯表示：“其他舰队海外部署通常遵
循这样的模式，即接受命令-整理装备-
出发，而且目的地通常设在类似波斯湾
这样的有限地域。第二舰队的部署则有
所不同，是对‘动态部署’概念的实践，即
整个舰队可分解为可快速部署的小型指
挥集群，根据需要随时在格陵兰和地中

海之间快速机动，对欧洲地区的反潜或
军事存在等任务进行指挥与控制。”

“最新防务”网站解读刘易斯的话
报道称，第二舰队实际上可被视为美海
军在北大西洋地区部署的一支快速机
动力量。舰队的组合更灵活，反应更迅
速，可随时在广大区域内机动，可充当
北约盟军在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军事
行动的急先锋。

对所属人员要求严格

美国“海军时报”网站称，目前永久
性配属给第二舰队的舰艇数量很少，但
该舰队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司令部，各
类参谋人员多达200余人。刘易斯对这
一问题并未做出正面回应，只是称自己
的下属已经“足够多”了。

刘易斯指出：“一个作战司令部的
规模不必太大，我不介意手下有多少
人，重要的是这些人是否有能力完成任
务。我希望我的司令部精干、有远征能
力而且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刘易斯接受“最新防务”网站采访
时指出，第二舰队对人员素质要求很
高。“他们必须具备充沛的体力、敏捷的
反应能力，可快速、灵活地出入各类冲
突地区，切实履行所担负的职责。更重
要的是，舰队指挥官必须具备独立思考
能力。”他说，自己手下的军官不能像棋
盘上的棋子，只知道被动地执行任务，
而应主动适应所处环境，能够根据上级
的“纲领式命令”，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
具体行动方案。

旨在传递三大信号

“最新防务”网站认为，为对抗俄罗
斯而重建的第二舰队选择波罗的海为
亮相舞台“最恰当不过了”。报道称，

“波罗的海行动-2019”演习地点靠近加
里宁格勒海岸。“那里是俄罗斯重点防
御地带，密布雷达、电子对抗设施以及
导弹等，堪称‘俄罗斯后院’。包括美国
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这里进行海上和
陆地指挥与控制演练，无疑是向俄罗斯

发出挑战。这也是美海军重建第二舰
队的目的所在。”

美国《防务邮报》网站评论称，“波
罗的海行动-2019”将是第二舰队重建
后面临的第一场重要考试，成功与否直
接影响美海军“动态部署”概念的实
践。“对俄罗斯来说，第二舰队在距离本
国海岸如此近的狭窄水域演练军事课
目，无疑是一场挑衅。别忘了，去年北
约在挪威举行‘三叉戟接点’演习时，俄
罗斯军方曾试图干扰参演舰艇和飞机
的电子通信。或许在波罗的海，俄军的
反应将更加激烈。”

刘易斯称第二舰队有能力处理“来
自外界的任何过激反应”。他声称：“第
二舰队进入波罗的海参加演习实际上
是一种威慑。我们将借此机会向外界
传递三大信号，即美海军高超的职业素
养、美国与北约成员国牢固的伙伴关系
以及无处不在的美国军事力量。我们
必须进入波罗的海，我们要让对手确
认，美海军不惧怕任何危险，而且有能
力处理任何突发情况。”

暂时只能“打嘴仗”

“最新防务”网站称，尽管第二舰队
的长远目标是掌握北大西洋的控制权
和主导权，但目前只能进行司令部作
业，原因是该舰队短期内无法获得足够
多的作战舰艇。“增加舰艇数量是一件
说易行难的事情。在没有充足预算资
金建造更多新舰艇的情况下，美海军希
望通过延长数十艘老旧舰艇的服役期
限，来解决舰艇数量不足问题。但目前
来看，这一举措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

美海军官方网站称，海军维修基地
目前力不从心，大量维修作业不得不积
压下来，近半数接受维护或大修的船只
无法按时完工。比如，2017年 11月进
入诺福克海军船厂大修的“巴丹岛”号
两栖攻击舰，本来预定 2018年 6月完
工，但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船厂中。美海
军官员确认，目前，近 70%进入船厂接
受维护的驱逐舰无法按时离开，加剧了
美海军舰艇数量捉襟见肘的局面。

欧盟议会日前批准欧盟委员会去
年 6月提交的总额为 200亿欧元（1欧元
约合 7.6元人民币）的 2021至 2027财年
防务预算，其中包括 130亿欧元的欧洲
防务基金。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欧盟
相关机构计划设立一名防务专员，以有
效推进欧洲防务基金的规划和支出管
理。对此，有分析称，不可否认，欧洲防
务基金将增强欧盟战略自主性，也为欧
盟共同防务描绘了一个美好未来，但效
果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欧洲防务基金项目是“欧洲防务行
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由欧盟
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领
导的团队负责管理。相比欧盟在其他
防务领域的改革与合作，欧洲防务基金
项目的推进可谓顺风顺水。

由于欧盟各国国防工业规模普遍
偏小，发展很不均衡，军备研发和采购
也是各自为政，约 80%的军备采购都是
在成员国国家层面完成。德国总理默
克尔曾表示，美国只有50至60种不同的
武器系统，而欧洲有 160多种不同武器
系统。其结果是军备物资经常出现高
成本的重复购买，造成极大资源浪费。
据不完全统计，2006至 2016年，欧盟各
成员国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缺乏合作而
浪费的资金，每年高达 250亿至 1000亿
欧元。

欧盟设立欧洲防务基金，初衷就是
通过支持共同防务技术和装备研究，加
强各成员国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提高欧
盟防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准入
条件过高”，欧洲防务基金也被一些中小
成员国质疑从中“夹带私货”。虽然欧盟
委员会表示，欧洲防务基金将加大对中
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投资，以在欧盟范
围内建立开放且有竞争力的单一防务市
场，但同时也规定，该基金将投放于欧洲
排名前四的防务研究及技术投资者，并
且只有至少涉及3个成员国的合作项目
才能获得资金支持。这意味着拥有欧洲
规模最大、创新和竞争能力最强防务企
业的法德等国将成为最大受益者，而对
于防务企业多为中小规模企业的其他成
员国而言，似乎并非福音。

欧盟强调，这笔基金主要用于防务
工业和研究，而不是用于发展所谓“欧
洲军队”，但美国仍然担心其防务企业
可能会被排除在欧盟防务项目之外。
对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来说，他们更愿
意把自身安全寄托在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身上，同时也对欧洲防务基金项目要
求让渡部分主权感到担忧。荷兰首相
马克?吕特认为，欧洲安全只能依靠北
约体系来保障。

据悉，此次获批的 130亿欧元欧洲
防务基金中，41亿将用于防务技术和装
备研发，89亿用于提升成员国的防务能
力。去年以来，法、德、意大利及西班牙
等欧盟防务生产商已启动新一代战斗机
和无人机联合项目。而部分中东欧国家
则主张利用这笔基金升级老化的国防工
业，以期能够更好地融入北约体系。

可以预期，在欧洲防务基金拨付到
位之前，欧盟各成员国围绕如何管理和
使用基金的争论和博弈还会持续。至
于是否会设立防务专员，或许要等到11
月莫盖里尼结束任期、新一届欧盟委员
会正式运行才会揭晓。欧洲防务基金
能否开启欧盟共同防务新的一页，有待
进一步观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按时足额缴纳会费是国际
组织会员国的应尽义务，但在
日本，向国际组织缴纳的年度
会费，竟被当成了外交工具。
日本外务省日前专门强化向国
际组织缴纳会费的管理，旨在
牵制一些对日本发表不利言论
的国际组织，强迫有关机构“改
善运营模式”。

据日本《每日新闻》5月 7
日报道，2018年，日本向国际组
织缴纳的会费比过去10年的最
高水平减少约 20%。2019年，
日本最初列出的这笔费用仅为
284亿日元（1日元约合 0.06元
人 民 币），比 2018年 减 少 约
2.6%。事实上，日本外务省早
在 2015年就开始实施国际组
织会费评价制度，某一国际组
织是否对日本有用，成为重要
评价标准。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在
3月 8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宣
称：“要有张有弛，该削减的就大幅
削减，也会考虑放弃缴纳。”

日本因为“赖账”上头条，早已不
是第一次。2015年 10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
入《世界记忆名录》后，日本官房长官
菅义伟曾公开指责教科文组织作出
决定的方式“很不透明”“应该改革现
行制度”。除“炮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外，日本还做了一件令外界震
惊的事，就是故意拖欠 2016年约 40
亿日元会费。对此，日本政府冠冕
堂皇地解释称，这样做是为使世界
记忆遗产项目不被“政治利用”，要
等到相关申遗制度得到改善后才能
继续缴纳会费。

尽管有日本媒体为政府解围称，日
本“选择性”缴纳会费是因为财政形势
严峻，但实际上，日本财政预算年年攀
升。3月27日，日本通过高达101.4571
万亿日元的2019财年预算，再创新高，

这也是日本财政预算首次在原始阶段
超过10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支出连
续7年上涨。这些都表明，会费支出并
不会令日本政府捉襟见肘。

3月 24日，日本政府与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举行政策磋商。日本
方面指责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向日
本发表单方面意见，是功能不健全的
表现，并警告称，这可能影响日本缴纳
会费。此前日本政府曾设立“2025年
前实现有1000名日本职员在联合国工
作”的目标，试图通过增加在联合国工
作的日本职员数量间接影响联合国的
运转。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与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时曾直截了当地
提出，“政策往后排，首先得雇日本人，
不然就减你们预算”。

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以拒缴或减
少会费为由，向国际组织施加政治压
力，反映出日本对待国际组织的功利
心态。如果日本继续采取这种做法，
那么其费尽心思在国际上“刷”来的存
在感，终将被一点点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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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舰队将首次亮相波罗的海

美海军将抵“俄罗斯后院”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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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军舰艇参加军事演习美海军舰艇参加军事演习

■祝 洁 石 文

俄海军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号护卫舰

灵活调整发展策略，欲实现海战场“以小吃大”

俄海军打造非对称“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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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费制约国际组织
无益日本外交

日本威胁联合国要减少会费日本威胁联合国要减少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