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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起眼的零件越赚钱

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这些
知名的美国军火巨头每制造一架飞机、
一艘军舰，就能让五角大楼支付数千万
甚至数亿美元，但华盛顿一个研究军事
开支的非盈利组织“监督政府项目”指
出，大宗武器装备的生产商获利并非
最高，因为针对这些大型项目的审计和
监督比较严格，制造企业一般不能胡作
非为。

该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反倒是那些为
上述装备生产小型配套零件的公司，往往
会获取难以想象的超高利润。总部位于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商用和军用飞机零
件供应商TDG集团（TransDigm）就是这
样一家企业。多年来，TDG集团一直为
美军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F-16“战隼”战斗机和
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提供零部件，
从2012年4月到2017年1月，五角大楼共
与该集团签订4942份合同，总金额达4.71
亿美元。

然而，五角大楼近日发布审计报告
显示，上述与TDG集团签订的合同中存
在“几乎可以冲垮胡佛大坝的水分”，若
继续履约，美国防部今后几年将为成本
仅 2800万美元的零部件多支付 9100万
美元。

《财富》杂志援引这份报告称，TDG
集团常年从防务合同中牟取暴利，其生
产 1个约半英寸（1英寸约 2.54厘米）长
的金属销，利润甚至是成本的 90多倍。
五角大楼总监察长办公室对 TDG集团
生产的 100个零部件进行审查后发现，
其中 98个利润率高得离谱——最低
95%，最高 9380%。比如，该集团把成本
仅 32美元的轴承护圈定价 803美元，把
F-15战斗机引擎上使用的1枚造价3美
元的螺丝帽定价67美元，把一个成本71
美元的金属环定价4835美元……

文章称：“零件越不起眼，他们越敢
要高价，而且要价每年都水涨船高。比
如，五角大楼2007年首次向其采购一种
约4英寸长的联轴器，当时成本约287美
元，合同要价 1239美元，10年后其单价
已涨至7325美元。”

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

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
艾丽娅?库明斯说，目前尚不清楚类似
TDG集团的“高定价”现象在五角大楼
采购过程中是否普遍存在，但《财富》杂
志认为，逐利是商人的本性，只要监管不
到位、信息不透明，军事承包商们就可能
向五角大楼索要高价。

报道称，受美国现行采购法规限制，
包括国防部在内的政府部门难以在采购
过程中获取与成本相关的敏感信息和数
据，“根据 1994年的《联邦采购优化法
案》和最近的防务采购政策法规，承包商
在与军方做交易期间可以拒绝提供某些
影响竞争的敏感信息和数据，当五角大
楼派出的合同签订人员想确认对方报价
是否合理时，承包商就以上述理由拒绝
提供资料”。

美国防部负责采购事务的助理部长
凯文?费伊明确表示，在签订合同过程
中，承包商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

“我们无权过问某些敏感信息”。他说：
“这种状况早在 1998年就存在，致使我
们在采购来源单一的零部件时，很难判
断报价是否合理，只能按供应商的说法

拟制合同。”
审计部门抽查了五角大楼与 TDG

集团从 2015年到 2017年签订的 16份合
同，其中15份都拒绝提供成本和定价资
料。凯文?费伊解释说：“一旦TDG集团
拒绝，五角大楼合同签订人员几乎没有
选择余地，他们或者在信息不对等情况
下签订可能受‘敲诈’的合同，或者放弃
采购这些零件，但必须承担破坏美军任
务能力的后果。”审计报告发现，TDG集
团就是用这种手段，让这15份合同的利
润增加了260万美元。

不排除内外勾结的可能

尽管五角大楼审计报告将焦点集中
在TDG集团的“不当获利”上，但美国媒
体认为，TDG集团从国防部牟取超高利
润的时间跨度之长（至少 5年），难免让
人怀疑五角大楼内部有人为牟利“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华盛顿观察》周刊称，自小布什总
统以来，军事承包商就与政府部门“交往
甚密”。比如，小布什上台后一年半，白
宫任命超过30名军事承包商的前经理、
顾问或主要合伙人出任政府的高级决策
职位。拉姆斯菲尔德任国防部长期间，

甚至创造了陆海空三军部门主管都来自
军事承包商的纪录。美民主党参议员罗
伯特?伯德由此感叹：“军事承包商和五
角大楼的关系太密切了，很多武器购买
合同可能因此沦为承包商与官员们利益
交换的筹码。”

美智库“世界政策研究会”研究员
威廉姆?哈顿说：“我们不想让官员成
为利益均沾者，但实际上资金浪费和
腐败问题已经存在，症结在于监督个
人行为的机制停滞了太久，除一个概
括性草案外，行政部门并没有拿出可
行性措施。”

美零件供应商牟取千倍暴利—

五角大楼真是“冤大头”吗？
■李 赐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在“军队-
2019”论坛“信息对抗现实问题”研讨会
上表示，西方正在同俄罗斯展开信息
战，目的是为控制俄罗斯，继而控制全
世界。不过，俄方不会改变信息透明的
政策，同时将采取回击措施。

与国防相关媒体饱受攻击

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对卫星通讯社说，近年来针对俄境内重
要军事和民用目标的网络攻击愈演愈
烈，其中与国防有关媒体成为重点目
标，自 2013年以来，俄国防部发现并挫
败超过2.5万起针对国防媒体的网络攻
击，国防部下属宣传网站和官方电视频
道红星电视台都未能幸免。科纳申科
夫说：“针对国防媒体的网络攻击，意在
夺取或控制我们的话语权。”

俄国家计算机事件协调中心副主
任穆拉绍夫透露，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遭受网络攻击的次数，从 2017年的 24
亿次增至 2018年的 43亿次，除让媒体
难以发声外，大多数攻击都是为获取与
俄国防技术和核工业有关的情报，以及
能源、导弹制造等信息，“网络武器化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

多渠道抹黑俄公众人物

科纳申科夫提出，目前“某些国家”
正展开针对俄罗斯的全方位信息战，网
络攻击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手段是通
过各种宣传渠道抹黑俄公众人物，“从
政治家到商人，再到媒体从业者和博
主，都成为被攻击的‘靶标’”。

他说，北约、欧盟及其他对俄罗斯
怀有敌意的西方政治或军事组织掌握
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宣传渠道，可以极
其便捷地诋毁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
声誉，进而降低俄国际影响力。比如，
美国全球媒体署（前身为“广播理事
会”）掌握着“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等
电台广播，年均投入反俄节目的资金超
过 1400万美元。此外，美驻俄外交人
员还会向持反俄立场的非政府组织和
所谓“独立媒体”提供帮助，令其在反俄
宣传战中充当“急先锋”。

科纳申科夫说：“在不远的将来，俄
武装部队各层级指挥官——从方面军
到集团军，再到各军种领导人，以及俄
政治领导人，都将面临来自国外的宣传

压力。”他指出，某些西方媒体信誓旦旦
地指责俄击落 MH-17客机，就是他们
栽赃俄罗斯的典型案例。

不会改变信息透明的政策

俄卫星通讯社在评论中指出，尽管
饱受信息攻击之苦，但俄罗斯不会在信
息领域“闭关锁国”。数据显示，为增加
军事行动透明度，2018年俄方共邀请超
过2.4万名国内外记者和媒体人士参与
报道与军事相关的活动。自 2015年以
来，俄国防部共组织来自30个国家、超过
1000名记者前往叙利亚，报道当地战况。

不过科纳申科夫强调，这不代表俄
罗斯对来自国外的信息攻击无动于衷，

“谁敢向我们身上泼脏水，谁就要做好
承受我们反击怒火的准备”。据介绍，
俄已成立专门从事信息战的部队，这支
部队使用的宣传工具和渠道“智慧、有
效”，主要是曝光西方的谎言。

加拿大智库全球化研究中心网站
刊文，肯定了俄针对信息攻击采取防御
措施的做法。文章称，21世纪不具备信
息战实力的国家，就如同 20世纪没有
军队的国家一样，等于没有国防。

用“怒火”回击“脏水”

俄“硬”对西方全方位信息战
■杨 扬

8月 3日起，“国际军事比赛-2019”
将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
坦等10国举行。随着赛期日益临近，各
界关注度不断攀升。俄媒体称，本届

“国际军事比赛”对抗性更强、竞争更激
烈，特别是将通过引入新项目，营造竞
技环境下的战场氛围。

报道称，本届赛事规模进一步扩
大，至少有30个国家206支参赛队报名，
且承办国由 7个扩展至 10个，蒙古、印
度、乌兹别克斯坦主动提出承办部分项
目。除武装部队参赛外，俄紧急情况部
及其他强力部门也将参与部分项目。
俄专家表示，创设“国际军事比赛”，目
的就是在西方遏制下，通过军事竞技密
切盟友和伙伴关系。

俄国防部专门开设“国际军事比

赛”网站，对本届32个比赛项目的内容、
规则、条件等进行介绍。与上届相比，
新增的 4个项目实战味道更浓，其中有
一项“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比赛
已于2月21日提前收官，这也是“国际军
事比赛”首次拓展冬季赛事项目。

该项目要求参赛方以山地作战班
组形式参加，即 9人一组（1人替补），两
天内在海拔 3000米高度的雪山上完成
50公里行军，其间分地域展开11个专业
课目考核，包括精确定位与测量、山地
条件下实弹射击、绳索攀爬、救援和物
资运输等。俄方派出空降兵选手参赛，
并在与安哥拉和塔吉克斯坦的较量中
拔得头筹。《红星报》称，这是一场极限
条件下的实战演练，不过对俄空降兵来
说是训练常态，他们今年还进行了 7000

公里雪地接力行军。
“北极星”特战分队比赛也颇受关

注。参赛队员将组成特战班组，除领
队、空降专家和翻译外有12名成员（含2
名救援保障人员）。在 6个阶段的赛程
中，选手要完成机降与集结、战场搜索
和救援、夜战和通过雷场等课目，每个
阶段中还设置具体的“作战环境”和“作
战内容”。俄专家认为，逼真的战场环
境和近乎苛刻的训练内容，可以让选手
在战场氛围下锤炼心智，“这是军事竞
技的独特魅力”。

“事故区域”核事故应急救援比赛
和“马术马拉松”骑兵分队比赛这两个
新项目，因参赛选手特殊格外吸睛。前
者将引入俄地方强力部门人员参与，后
者“10人+10马”的选手阵容颇有新意。

在“事故区域”核事故应急救援比
赛中，将划分特殊赛道、强者接力和胜
者冲刺 3个阶段。首个阶段，两支队伍
将同时出发，在 1600米长的“特殊赛
道”上完成 20个小项目，到最后一个阶
段，重点考验单个人员素质。此外，救
火、烟障下穿越火力突击地带、通过核
污染区等课目，都需要来自军地的队员
协同配合。俄方参赛队主要由国防部
第12总局组成，目前越南和柬埔寨也报
名参赛。

在蒙古举行的“马术马拉松”骑兵
分队比赛，将有 4国参加，选手们需在
130公里骑行中完成 14个项目的比拼，
包括射击、越障和投弹等。

尽管目前各方披露的内容有限，但
无论是传统项目还是新设项目，“国际
军事比赛”都将从战场环境和实战要求
层面对赛事精心设计，值得拭目以待。

“国际军事比赛-2019”新增多看点
■初 颖 祝 洁

随着美俄博弈日趋激烈，美国对
伊朗政策由“极限施压”升级为“战争
边缘”，伊朗则强硬回击，令低浓度浓
缩铀存量突破“上限”。面对美国的战
争叫嚣，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公开说

“不”，称美国不应把北约拖入海湾地
区的军事行动。

在无人机被伊朗击落后，美代理
国防部长埃斯帕表示，“不会容忍进
一步事件发生”，美军近期更是动作
频频。美空军 6月 29日发布消息称，
多架 F-22“猛禽”战斗机已抵达卡塔
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美《空军》杂
志称，首批抵达该基地的 F-22至少有
5架，这里距伊朗的直线距离不到 200
公里。美“国家利益”网站分析称，美
军一旦对伊朗发动空袭，将综合运用
隐形和非隐形战机，并通过电子战等
手段对伊朗实施防空压制，F-22必然
扮演“踹门人”角色，用于突破伊朗防
空系统，尤其是俄制 S-300PMU2防空
系统。

此外，美国会部分参议员近日提
出一份关于《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的
修正案，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对伊
朗发动军事行动前，必须首先获得国
会授权,但经过参议院的激烈讨论，该
修正案最终未能通过。美国媒体评论
认为，这可能将进一步助长特朗普政
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军事冒险主义。

对于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伊朗
近日强硬回应。伊朗外长扎里夫7月1
日表示，伊朗的低浓度浓缩铀存量已
超过伊核协议规定的300公斤上限，同
时伊朗启动了退出伊核协议的第二阶
段进程。伊朗国会核小组委员会主席
左诺尔日前在接受中东媒体采访时表
示，如果美国打击伊朗，不仅美国将遭
受重大损失，“以色列的寿命也就只有
1.5小时”。

在美伊关系日趋紧张背景下，欧
洲国家集体对美国可能的军事行动要
求说“不”。近日，北约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举行成员国防长会议，埃斯
帕在会上试图说服北约盟国提供帮
助，将美伊之间的对峙“国际化”，但法
国国防部长当面警告称，美国不应把
北约拖入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并呼
吁美国正视伊核协议。德国等欧洲国
家近期也多次强调维护伊核协议的重
要性。

总的来看，美伊近期博弈持续升
级，有着较为深刻的原因。美国希望
通过向伊朗周边集结兵力和发动舆论
攻势，造成伊朗国内的恐慌情绪和混

乱局面，迫使伊朗向美国服软。伊朗
则选择“以进为退”，通过突破伊核协
议束缚，一方面向美国展示抵抗意志
和自卫能力，获得更多谈判筹码，一方
面借此表达对欧洲国家维护伊核协议
努力不足的不满，敦促欧洲国家在缓
解伊朗制裁压力方面推出更多实质性
举措。

对欧洲国家来说，美伊开战不仅
会让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态势面临重大
挑战，还会让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
通道的航行自由受到重大影响，进而
令欧洲国家的能源和经济利益蒙受
重大损失，因此，欧洲国家此次选择
集体发声，表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争端。但从当前趋势看，美国未
来或将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
度，伊朗也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应对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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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彦岭行军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比赛是雪地作战行军比赛是““国际军事比赛国际军事比赛””首次拓展的冬季赛事项目首次拓展的冬季赛事项目

俄邀请多国媒体记者前往俄驻叙空军基地采访俄邀请多国媒体记者前往俄驻叙空军基地采访

五角大楼手握数千亿美元
的军费预算，一向被各大军火制
造商视为“摇钱树”，一些公司更
将其当成“冤大头”，在售卖武器
装备零部件时漫天要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