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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累军火出口额下滑

这份报告名为《美国军工能力》，由
美国防部制造业和工业基地政策办公室
发布。报告指出，尽管自 2016年以来，
五角大楼持续向武器和弹药生产商划拨
资金补贴，但不少中小规模军工企业仍
因入不敷出破产。报告强调，中小型军
工企业是支撑整个行业的基础，如今基
础开始动摇，必须采取应对措施。

报告宣称，中小型军工企业陷入生
存困境，影响到美国对外军贸——近年
来，美海军武器装备出口额急剧下滑，从

2007年占全球市场的 63%，跌落至 2017
年的 17%。美国的客户群也在流失，韩
国和巴基斯坦原是美制武器装备的两个
可靠客户，但从 2008年到 2017年，巴基
斯坦进口的军用品中，“美国制造”份额
从 31%减 至 12%，韩 国 则 从 78%减 至
53%。调查显示，上述问题源于美制武器
装备质量徘徊不前、价格居高不下。报告
宣称，这与基础研发费用、零部件生产成
本等密不可分，“大部分从事基础研发和
零部件生产的中小军工企业都在挣扎中
求生，没精力考虑提升质量等问题”。

归罪于不友好的生态链

报告认为，美国中小型军工企业举
步维艰，主要因为其身处不友好的生态
链，在“研发-生产-销售”这个链条中，
主导者是大型军工巨头，中小型军工企
业很难摆脱对其依赖。

究其原因，一是中小型军工企业往
往资金来源单一，只能靠五角大楼或军
工巨头的订单，“他们生存的环境缺乏竞
争，使得企业丧失活力”。比如，美军飞
机需要一种沙尘过滤装置，全美只有4家
企业可以生产，在缺乏竞争情况下，这些

企业满足于生产单一产品，却因五角大
楼账单支付不稳定常常陷入资金困境。

二是中小型军工企业使用的技术老
旧、保守，且经常陷入“用人荒”。报告指
出，受实力限制，中小型军工企业很难在
购买技术专利时投入巨资，“订单性质决
定了他们‘够用即可’的信条，因此技术
水平常年没有突破”。此外，人才缺失也
是一大问题。制造飞机零部件的中小企
业，由于待遇、发展前景等因素不被看
好，很难吸引技术熟练的软件工程师。
来自美国劳工部的预测数字显示，2018
年至 2026年，美军重要船只建造项目
中，将有6%至17%的重要工作岗位缺乏
合格雇员。

三是五角大楼摇摆不定的政策，让
中小型军工企业很难适应。报告指出，
这些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差，政策稍
有变动，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以一家
为导弹生产电压控制开关的军工企业
为例，五角大楼向其下单时声称这种开
关将至少使用 5年，结果几个月后就宣
告停用，直接导致该企业破产。此外，官
方决策决定着中小型军工企业的发展方
向。比如，五角大楼决定对陆军重型装
备“只升级不换代”，使得配套的中小型
军工企业不断削减技术力量，保留的工
程师“缺乏设计制造新型地面作战车辆
能力”。

为推行政府补贴而发布

不过，针对美国防部“自揭家丑”的
做法，美“防务新闻”网站注意到，五角大
楼发布《美国军工能力》报告，是在白宫
出台“防务工业基础研究”之后。“防务工
业基础研究”建议政府启动《防务制造法
案》相关条款，向“关键的防务生产线提
供额外补贴”，以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
关。文章认为，《美国军工能力》报告和

“防务工业基础研究”相配套，都是为在
军工行业内推行政府补贴而发布。

更有分析称，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
的武器出口国，给全球安全埋下巨大隐
患，很难想象中小型军工企业会对其武
器出口造成较大影响。

五角大楼报告宣称中小型军工企业陷入泥潭

美国防部为何自揭短板
■李 赐

G20大阪峰会呼吁市场开放的声
音尚在耳边，作为东道国的日本就对
韩国展开贸易限制措施。日本经济
产业部发布公告，宣布从 7月 4日开
始限制对韩国出口部分制造芯片和
智能手机的材料，并计划于 8月 1日
左右把韩国排除在贸易“白名单”之
外，使其无法享受尖端技术出口免申
请优惠。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对 外 解 释
称，限制对韩出口措施是“贸易管理
问题”，但韩国方面显然无法接受这
种说法。在日本发布公告之后，韩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一名官员随即发
表讲话称，“日本政府的这项措施让
人感到遗憾”，收紧对韩国高科技材
料 的 出 口 违 反 了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规
则，韩国将坚决回应。韩国一方面
批评日本此举与 G20峰会宣言“背
道而驰”，要求日方撤回上述措施，
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反制举措，并着
手研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的
法律程序。

韩方反应如此强烈，很大原因在
于日本此举打到了韩国的痛点。日
韩高科技制造业密切相连，日本几乎
垄断了用于制造电视和智能手机面
板的氟聚酰亚胺、半导体制作过程中
的核心材料光刻胶和高纯度半导体
用氟化氢。韩国作为全球半导体和
面板产业的重镇，如果找不到这些材
料的替代供货商，将面临“无米下锅”
的局面。

日本此次瞄准韩国的“七寸”，而
且未把韩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放
在眼里，日本政府官员强硬表态称，
限制出口“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还威胁称“日本政府准备了百余
个报复筹码，现在才只用了一个”。

目前看来，日韩贸易争端进一步
升级几乎无法避免，这会对两国经
贸产业领域造成冲击，也将给两国
关系和地区未来经贸发展环境带来
影响。

韩国的处境被动，不仅在于相关
产业被日本“掐住脖子”，更在于其整
体发展环境面临困境。特朗普此前
多次批评韩国“占美国便宜”，除在经
贸领域要求韩国对美国让步让利外，
还要求韩国为驻韩美军支付更多费
用，此时，日本又出面“补刀”，无疑令
韩国困局雪上加霜。

虽然从表面看日本抓住了“好时
机”，置韩国于被动境地，但此举会带
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极后
果。撇开韩国回击可能造成的损失
不说，日本仅道义失分产生的影响就
无法估量。

尽管安倍把限制对韩出口措施
辩称为“贸易管理问题”，但明眼人都
清楚，这是把“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典
型手法。日韩两国矛盾自去年 10月
以来呈现激化趋势，在韩国最高法院
做出日本新住铁公司应当对二战期
间强掳韩国劳工进行赔偿的判决之
后，两国围绕这一问题，从相互指责
很快上升到外交摩擦，进而在领土争
端和历史问题上进一步激化了对立
情绪。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日本此番
就是要用经济制裁手段，迫使韩国在
相关问题上让步，但此次争端已导致
两国政界、商界、民间和社会舆论都
被调动起来，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
性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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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黑海军演引俄不满

乌克兰国防部 7月 1日发布消息
称，“海上微风-2019”联合军演当天在
乌克兰启动，将持续至 7月 12日，演习
地点位于黑海西北部和乌南部的敖德
萨州、赫尔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参演
兵力包括来自 19个国家的 3000名士兵
（其中有逾 9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32
艘舰船和 24架战机。美海军此次派遣
包括“卡尼”号驱逐舰在内的多艘舰艇
参演。

美军欧洲司令部宣称，此次演习旨
在加强美国与黑海地区盟友及合作伙
伴的协作能力，展示在“大西洋决心”行
动（北约应对俄罗斯“入侵”）下，维护黑
海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也是美国1个月
内第二次在俄罗斯“家门口”举行联合
军演：6月9日至21日，美国等18个北约
国家举行了“波罗的海行动-2019”年度
海上军演。

针对这场威慑意味浓厚的“海上微
风-2019”联合军演，俄方指责美国的举
动“十分危险”，并迅速做出回应。军演
开始当天，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岸防导
弹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出动“舞会”和

“堡垒”岸防导弹系统，完成阵地转移、
起竖部署和模拟发射等多项训练。俄
黑海舰队在演习期间也派遣侦察力量，
持续监视美海军“卡尼”号驱逐舰、英国
海军“邓肯”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多
伦多”号护卫舰的动向。7月 3日，俄黑
海舰队与俄南部军区空天军部队举行

跨军种演习，演习内容包括保护克里米
亚半岛重要海岸基础设施、在海上反击
假想敌舰队等。

俄称美“厚颜无耻”

事实上，美俄近期在乌克兰等其他
热点问题上的战略角力持续加剧，呈现
多方位升级态势。

在“海上微风-2019”军演开始前，
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4艘岛级巡逻
艇，该艇此前由美海岸警卫队使用，未
来将交付乌克兰海军。对于美国的“无
私馈赠”，乌克兰也“投桃报李”，7月 6
日，乌克兰宣布历史上首次从美国直接

进口石油，当日一艘运送7.5万吨美国石
油的油轮停靠在乌克兰敖德萨港。对
于美乌种种举动，俄总统普京近日在意
大利访问时呼吁欧盟秉持公正之心，不
要强制俄罗斯单独去遵守“明斯克协
议”。普京还强调，为履行“明斯克协
议”，乌克兰必须取消前总统波罗申科
对顿巴斯进行经济封锁的法令。

在中东，美俄一直围绕叙利亚问题
暗中较劲，近期在伊核问题和军售方面
也加大博弈力度。俄罗斯将军售作为
在中东开展“外交突围”和塑造地缘态
势的重要抓手，积极向沙特、卡塔尔和
土耳其等美国盟友推销俄制武器装
备。尤其是俄方近期将向土耳其交付

首批S-400防空反导系统，还有消息称，
如果无法获得F-35战机，土耳其将考虑
引进苏-57战机。

在南美洲，美国通过瓜伊多等反对
派头目持续加大对委内瑞拉政局的影
响力度，俄罗斯则不断强化与马杜罗政
府的军事合作，并呼吁反对派与马杜罗
政府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此外，为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影响力
的“扩张”，美国际开发署日前提出“反击
克里姆林宫负面影响”方案，要求“通过
维持各国经济和民主稳定性，回击克里
姆林宫负面影响所带来的挑战”。

该方案计划帮助欧洲国家保护其
政治体系不受外部干预，如为乌克兰中

央选举委员会提供技术设备；计划通过
提升当地媒体能力，达到“反对信息操
控”目的，如为欧洲国家 270万名新闻
工作者提供培训；计划帮助伙伴国家减
少对俄罗斯的能源和经济依赖，如实现
美国与乌克兰以及中欧国家的电网同
步等。

对于这一方案，俄外交部7月6日回
击称，美国际开发署的论调“来自冷战
时期”，目的不是在世界舞台营造合作
氛围，而是进行思想斗争和宣传，“这份
方案声称俄试图破坏各地民主，简直是

‘厚颜无耻’”。

斗而不破是常态

总的来看，由于美国在全球采取霸
凌主义行径，不断强化欧洲等方向的军
力布势，加速推进对俄罗斯的全方位战
略围堵，迫使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强硬手
段做出反击，导致美俄战略博弈近期呈
现点多、面广、强度大等特点。

不过，美俄双方也在释放一些战略
沟通的积极信号。俄总统普京近日透
露：“华盛顿似乎正在考虑恢复与俄罗
斯的一系列战略问题对话。我认为，双
方在军备控制方面达成具体协议将有
助于国际稳定。”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表示，俄美元首在 G20峰会期间的会晤
推动了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对话，类
似对话对美俄双边关系和国际社会都
有必要。美国媒体近日也透露，特朗普
有意与俄罗斯开展军备控制和安全合
作方面的对话。

总的来看，美俄对于安全问题缺乏
共识，在中东地区、欧洲安全局势，乃至
北极之争等方面，两国存在“绝对竞争
关系”，双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俄双方对
抗性博弈的“主基调”还将延续，美国在
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多个领域仍将
继续对俄施压。不过，作为两个核大
国，美俄冲突会在不断变化中试图寻找
一个平衡，也会继续维持在可控范围之
内，极力避免升级为“热战”。

黑海军演再推美俄角力升级
■杨 淳

“突破防务”网站7月8日称，波罗
的海三国之一的爱沙尼亚，正紧锣密
鼓制定《十年防务战略》（2020年至
2030年），以明确未来 10年的战略政
策和采购重点。

爱沙尼亚是北约组织内部8个防
务开支达到或超过 2%目标的成员国
之一。数据显示，2019年该国防务开
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3%，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达 2.5%。爱沙尼亚驻
美国大使约纳坦?弗赛维夫介绍说：

“在我们的年度防务预算中，有40%用
于装备采购。”

弗赛维夫表示，爱沙尼亚希望大
规模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式武
器，以替换老旧的苏联时期装备，其
中陆军是重点换装目标。他说：“爱
沙尼亚人口少、经济弱，不可能不计
代价研发成本高昂、技术复杂的第四
代和第五代战机或新型军舰，我们的
着眼点是建设一支可负担的武装力
量，因此陆军建设是重中之重，未来
也是如此。”

在该原则指导下，爱沙尼亚去年
在全球范围疯狂“买买买”：与韩国签
订 155毫米口径榴弹炮采购合同、并
从芬兰引进与之配套的 155毫米炮
弹，从法国采购近距导弹防空系统，

从美国购买“标枪”反坦克导弹系
统。今年，爱沙尼亚还将延续“扫货”
模式——继从荷兰购买 44辆二手的
瑞典制 CV-90步兵战车之后，又同
美国刘易斯机器与工具公司签订合
同，花费 2400万美元采购 1.6万支新
型步枪。弗赛维夫说，这种全球采购
行为令买卖双方均可获益，“我们借
此提升战斗力，进而增强北约在欧洲
东部的防御能力，对方则可得到更多
工作机会”。

弗赛维夫透露，未来10年爱沙尼
亚的战略政策之一，是进一步加强与
北约成员国的防务合作。他说，爱
沙 尼 亚 无 法 投 入 全 方 位 的 军 力 建
设，需要北约成员国提供支持，“从
目前局势看，我们必须不断提升集体
防卫能力”。

为此，爱沙尼亚积极参与“共享
弹药”计划，该计划有 16个北约成员
国参加，他们通过合作购买各种武器
弹药，并共同享有使用权。今年5月，
爱沙尼亚政府与美国签订一份为期5
年的防务合作协议，两国将在提升战
斗力、国防援助、网络防御等领域开
展深入合作。此前，爱沙尼亚军队士
兵曾前往美空中国民警卫队下辖基
地接受近距离空中支援培训。

保陆军、重合作

爱沙尼亚确立未来防务重点
■杨 扬

““海上微风海上微风--20192019””联合军演旨在加强美国与黑海地区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协作能力联合军演旨在加强美国与黑海地区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协作能力

近日，美国和乌克兰等
国在黑海地区举行了一场针
对俄罗斯意味浓厚的联合军
演，引发俄方强烈不满。分
析人士指出，此次军演只是
美俄战略角力多方位升级的
一个缩影，双方正在多条“战
线”较劲。

保护美军士兵免受化武
攻击的关键部件供不应求，
战机重要零件生产商随时可
能破产，一家导弹组件制造
商倒闭两年五角大楼却没察
觉……美国军工制造业究竟
出了什么问题？五角大楼近
日发布报告宣称，在繁荣的
行业表象下，美国中小型军
工企业正在泥潭中求生。

美军重要船只建造项目中将有美军重要船只建造项目中将有66%%至至1717%%的重要工作岗位缺乏合格雇员的重要工作岗位缺乏合格雇员

爱沙尼亚军队士兵参加演习爱沙尼亚军队士兵参加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