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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期在全球肆意挥舞经济制
裁大棒，对自己的盟友也进行任性打
压。据美国媒体报道，为给美国军工
巨头牟利，美国近期决定通过超常举
措，向欧洲防务公司“下黑手”。

为本国企业拉订单

美军欧洲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
政府近期提出“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
划”，为 6个购买美国军工产品的欧洲
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
克罗地亚、希腊、斯洛伐克）提供总额高
达 1.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协助上述
国家军队尽快完成从俄制武器向美式
装备的转换。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合作伙伴摆脱俄罗
斯武器供应链和物流链，让俄罗斯承包
商和服务人员以及俄制武器装备零部
件无法进入北约联盟基地或合作伙伴
的军事基地。”

在上述6个欧洲国家中，美国军工
企业主要向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斯
洛伐克出售直升机，并分别为其提供
3000万、3060万和 5000万美元的资金
支持；向克罗地亚、希腊和斯洛伐克出
售步兵战车，分别为其提供 2500万、
2500万和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上
述军工产品原先主要被欧洲防务公司
垄断。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政府
这么做不只是为让上述国家购买一架
直升机或两台装甲车，而是想通过提供
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让这些外国伙伴
和盟友大量采购美制武器装备。

据美国媒体透露，“欧洲资本重组
激励计划”目前得到特朗普政府的高
度重视，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展：一方
面，该计划的资金投入可能会继续增
加，具体数额在 5000万到 1亿美元之
间；另一方面，该计划的适用范围可能
会扩展到更多欧洲国家，如波兰、匈牙
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等。有消息称，美

国国务院最早将在今年 6月底或 7月
初审议扩展“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

遭欧洲盟友齐吐槽

对于美国政府“服务”东欧国家的
做法，欧洲盟友和主要防务公司并不
领情，他们认为“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
划”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目的
是以抵制俄制武器装备为由，向欧洲
防务公司“下黑手”，让美国军工企业
获益。欧洲媒体分析认为，如果“欧洲
资本重组激励计划”成功推行，欧洲空
客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的直升

机业务将受到重大影响，多个欧洲国
家的步兵战车研发生产业务也会受到
极大冲击。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道格
拉斯?巴里指出：“从欧洲制造商的视角
来看，美国政府此举并没有多少利他和
无私成分，更多是为让美国军工企业在
欧洲市场分得更多‘蛋糕’。如果我是
欧洲防务公司（高管），在看到‘欧洲资
本重组激励计划’不断扩展后，我会倾
向于说服本国政府采取类似举措（反制
美国军工企业）。”

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欧洲和
北约事务副部长助理的吉姆?唐塞德
也坦言，“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划”对

美国本土军工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利
好消息，但“如果我是欧洲防务公司，我
会说，‘我希望美国人不要为本土军工
企业提供如此大额的援助’，因为此举
会使我们（欧洲防务公司）的业务受到
巨大影响”。

美欧裂痕或加剧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大
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为一己私利
不断指责和打压美欧关系，原本“坚不
可摧”的跨大西洋伙伴间不断爆发矛
盾和摩擦。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将
发展自主防务列为优先任务，近年来

通过欧洲防务基金计划和“永久结构
性合作”防务协定等，强化欧洲内部防
务合作，鼓励欧洲军工企业独立研制
武器系统，将美国军工企业排除在合
作框架之外。

特朗普政府此次提出的“欧洲资本
重组激励计划”，名义上是为遏制俄式
装备，实际上是与欧洲盟友抢占军火市
场，是打压欧洲军工企业、破坏欧洲防
务合作的一记“重拳”。一方面，美国以
该计划为诱饵，成功打入部分欧洲国家
的陆战装备市场，并诱导上述国家对美
制武器装备产生依赖，促使其投入巨资
采购更多武器装备和用于维修保养。
据悉，“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划”还包含
一条“霸王条款”，即美国一旦发现其中
的欧洲国家再次购买俄制步兵战车和
直升机零件，那么这些国家可能会面临
美国制裁。长此以往，美国军工企业将
顺理成章成为以上甚至更多欧洲国家
军火市场的霸主。

另一方面，该计划让美国军工企业
对其欧洲竞争对手形成“非对称优势”，
或将对欧洲军工企业的发展产生灾难
性影响。在美国“防务新闻”网站近日
评选的全球军工企业百强榜中，美国有
42家军工企业上榜，前10名中有7家为
美国军工企业。美国的欧洲盟友虽然
也有 20家军工企业上榜，但近年来销
售额呈下滑趋势。“欧洲资本重组激励
计划”表面看类似于美国对外援助计
划，实际是在帮助本已处于优势的美国
军工巨头们进一步增加与欧洲竞争对
手的博弈筹码，以最终让欧洲军工企业
在欧洲“大本营”全线溃败。

未来，为在欧洲市场攫取更多经
济利益，与诸多军工巨头有密切联系
的特朗普政府势必继续推行并扩展

“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划”。然而，美
国的欧洲盟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美
国和欧洲盟友间的裂痕或将在争夺和
对抗中进一步加大。

欧媒：美向欧洲防务公司“下黑手”
■胡小刀

美国“最新防务”网站报道称，以
色列政府已与本国防务企业签订合
同，准备投入巨资研制自主产品，替
换在本国服役超过 40年的美制火
炮。外界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以色
列在装备采购领域正逐渐失去对美
国盟友的信心。

早该淘汰的美国货

报道称，以色列政府与埃尔比特
系统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达 2.8亿美
元，首批投入资金为 1.25亿美元。按
照合同，埃尔比特公司将用12年时间
研发和生产“阿特莫斯”轮式自行榴
弹炮，替代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美
制M109履带式自行榴弹炮。

一名前以色列国防军炮兵军官
告诉“最新防务”网站，以色列国防军
装备和使用的M109履带式自行榴弹
炮早该被淘汰了。“我们从美国人手
里买来的本来就是二手货，而且美国
人的历次升级都会有意无意地‘遗
忘’他们卖给以色列的同类产品。”以
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地面系统分部执
行副总裁、退役少将加蒂?萨姆尼说，

“我们现在装备和使用的 M109履带
式自行榴弹炮已经十分破旧，无法再
继续支持下去了。”

萨姆尼指出，该型榴弹炮的履带
系统尽管具备出色的越野和载重能
力，但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维护成本
高，不太适合以色列国情。因此，以

色列政府希望以机动性更强、成本更
低廉的轮式自行榴弹炮替代它。

试图减少对美依赖

“最新防务”网站称，以色列起初
计划从国外购买大口径压制火炮，其
中美国和德国产品是关注重点。但
德方动辄就暂停甚至取消合同的做
法引起以方担心——沙特记者卡舒
吉遇害案后，德国立即宣布全面暂停
对沙特的军火出售。在以色列政府
看来，就算他们的铁杆盟友美国也不
完全靠得住——谁知道做事全凭心
情的特朗普会不会一觉醒来就宣布
对以色列进行军火出口限制呢？

萨姆尼说：“对白宫的怀疑可以
理解，美国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字
国，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曾于 2006年
在黎巴嫩使用此种弹药，一些未爆炸
的弹药造成 40名平民死亡。也许有
一天，特朗普会以此为由，加大对以
色列军售限制。谁能说得准呢？”

于是，以色列决心自主研发、制造
M109履带式自行榴弹炮的替代品。
萨姆尼指出，“阿特莫斯”火炮总重22
吨，可由 1架“大力神”运输机搭载运
输，不需要重型运输就能实现远程空
运重新部署，作战性能远超 M109履
带式自行榴弹炮。另外，“阿特莫斯”
火炮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配备不同的
榴弹炮，比如以色列国产 155毫米榴
弹炮以及德国克劳斯玛菲?魏格曼公

司的同类产品。最引人关注的是，该
系统甚至能配备130毫米口径的俄制
M46火炮。对此，“最新防务”网站评
论称：“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在装备领
域不再一味依赖美国，来源多样化将
成为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关键。”

受制美国引发担忧

“最新防务”网站注意到，尽管
“阿特莫斯”火炮系统号称以色列国
产，但实际上该项目有近一半工作需
在美国完成。这是特朗普政府修改
对外军事援助资金法案的结果。此
前，以色列获得美国军事援助资金
后，可将其中 25%用于支持本国武器
研发并购买本国产品。但特朗普在
新版援助法案中要求以色列必须将
全部援助资金用于购买美制产品。

“不得已，我们必须把部分产品
转移到美国制造。”萨姆尼说，“我们
在美国开设分公司承担相应生产任
务，然后给产品贴上‘美国制造’标
签，用来满足白宫的要求。‘阿特莫
斯’火炮系统的制造也不例外。”

虽然可以用美国人的钱造自己
的火炮，但包括萨姆尼在内的以军人
员仍表达了对以色列过度依赖美国
的担心。他们认为这不仅影响以色
列国防自主，而且会逐渐弱化以色列
防务企业的研发能力。“长此以往，我
们可能会在某些军事技术领域失去
领先地位。”萨姆尼说。

以军将用国产火炮替代美国货以军将用国产火炮替代美国货
■■王王 权权

近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完
成对新一届内阁成员的任命，人员组成
相比上一届任期有大幅调整，包括内政
部、财政部、国防部等关键岗位。其中，
被称为莫迪之下“第二人”的内政部长
拉杰特?辛格接替西塔拉曼成为印度新
防长，这一调整引发外界普遍关注。

莫迪的特殊“代言人”

66岁的辛格是一名物理学教授，也
是除莫迪和阿米特?沙阿外第三位印度
人民党主席，2013年曾力挺莫迪成为印
度总理候选人，被外界视为莫迪心腹。
2014年莫迪就任总理后，辛格被任命为
内政部长。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辛
格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掌握着极大的权
力，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处理查谟和克
什米尔问题上，作风强硬，曾使用武力
平定反政府武装和游击队骚乱。为强
化对动荡地区的控制力，辛格还特别允
许准军事部队在金融事务方面享有更
多自治权，试图从经济上打击恐怖分子
和反政府武装。

《经济时报》注意到，辛格在莫迪政
府中的职责，早已超出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国内稳定的范围，莫迪有时需要他
来帮助自己处理内政部职责之外的政
治或经济问题。辛格本人也意识到莫
迪的信任，时常有意无意发表一些对印
度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的看法。他曾
代表莫迪表示，世界已开始意识到印度
不再是个弱国，而是世界强国之一，自
己将让印度不再受贫困、贪污腐败、恐
怖主义等问题的困扰，“在 2022年前建
成‘新印度’。”

《经济时报》认为，莫迪选择辛格接
任国防部长，是希望后者帮助自己在国
家防务和安全事项上加分。莫迪曾公
开表述，国家安全是首要任务，在竞选
中他也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能够捍卫国
家安全的强人。有分析称，印军今年年
初在克什米尔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助
推了他的竞选。如果他想继续在国家
防务事项上加分，则需要一位强硬的助
手，在内政部长职位上证明了忠诚和能
力的辛格于是成为首选。

被指承诺停留在口头

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承诺，
将在 2022年前解决克什米尔争端、恐
怖主义等延续了 50年之久的问题。他
还表示，克什米尔问题仅是印度面临
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解决起来并不困
难。“我们已经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发展
分配了最大可能的资金。至于恐怖分
子，他们大部分来自其他地方，限制他
们的流动，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克什
米尔问题。”

不过，印度媒体对辛格是否能完成
莫迪的期许存在怀疑。印度报业托拉
斯报道称：“他（指辛格）曾承诺在 2018
年中期解决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边境争
端，但至今仍无太大进展。我们有理由
相信，他的其他承诺可能也只是停留在
口头上。”

莫
迪
心
腹
出
任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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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消息报》近日报道，俄海军北
方舰队已换装新式电子战装备，不久，

“摩尔曼斯克-BN”“克拉苏哈”等远程
电子战系统还将配备新式“季夫诺莫里
耶”电子设备。报道称，远东地区堪察加
半岛部署“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
统后，整个北方海航道都将被纳入电子
战装备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些装备可对
非法侵犯俄国界的舰艇和飞机的通信、
导航和指挥系统进行干扰。

实现电子战系统全覆盖

据报道，俄海军驻堪察加半岛独立
电子战中心，被认为是俄东部军区和太
平洋舰队表现最优秀的电子战部队。部
署在北莫尔斯克和堪察加半岛的电子战
系统可对整个北方海航道实施监控，能
够确保关键运输走廊的安全。有了这些
电子战系统，俄军驻北极部队集群可随
时得到加强，登陆舰或飞机可迅速将电
子战设备运送到科捷利内岛或者法兰士
约瑟夫地群岛上。

俄军事专家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
指出，在北方海航道部署的电子战中心
下辖多个营和独立连，配备各式电子战
系统，“摩尔曼斯克-BN”是最新装备之
一，部署在科拉半岛和堪察加半岛后，可
切断整个北方海航道上的短波通信。另

外，俄军在北方海航道还部署了“克拉苏
哈-4”等电子系统，可以致聋卫星通信、
GPS导航以及与无人机的通信信道。

可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

据报道，“摩尔曼斯克-BN”可压制
最大半径 8000公里内的通信和控制通
道，能够使潜在敌人的军舰、无人机和
军事司令部丧失通信功能。“季夫诺莫
里耶”系统既是一个无线电技术侦察
站，也是一个强大的压制设备。该系统
可形成一个“干扰伞”，防止潜在敌人通
过雷达发现半径数百公里内的指挥中
心、部队、防空系统、重要工业和行政中
心等目标。

俄军事专家维克托?穆拉霍夫斯基
指出，俄军驻北极地区电子战分队可遂
行多样化任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保障北方海航道航海安全；二是控制
该地区的电子环境。他指出，最近几年，
除导航、水文地理和救援保障外，北极地
区的军事安全也受到多方关注。俄军已
在这些方向开设机场，目前正在修建空
中、水面和水下环境照明系统，以实现对
该地区的全覆盖。电子战是这一工作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预见，随着北
方海航道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俄罗
斯在该地的军事部署也将随之加强。

俄部署新式电子战系统
保北方海航道安全

■木子李

德法两国决定合作开发新型武器系统德法两国决定合作开发新型武器系统，，摆脱对美依赖摆脱对美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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