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美国第一大国防承包商，总部位于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贝塞斯达，主营
业务包括军用民用飞机、导弹、卫星等，
代表产品有 F-35 战斗机、C5银河重型
运输机、“三叉戟”导弹。

通用动力公司

美国国防企业集团，总部位于弗吉尼
亚州福尔斯彻奇市郊，主营业务包括舰船
系统、作战系统、信息系统与技术、航空航
天，代表产品是F-111超音速战斗轰炸机。

雷神公司

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总部设在马
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主营业务包括导
弹、国防和商务电子、商用和执行特殊使
命的飞机以及工程与建筑，代表产品有
“爱国者”导弹、“宙斯盾”系统。

波音公司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要服务提
供商，总部位于芝加哥，主营业务包括军
用民用飞机、信息通信系统、导弹、卫星，
代表产品有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B-29轰炸机、波音 737客机。

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

美国航空航天飞行器制造商，总部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主营业务
包括军用民用飞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
行器，代表产品有 B-2隐身轰炸机、F-
14“雄猫”战斗机、E-2C“鹰眼”预警机。

(张文文辑)

美国军火界“五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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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国政府在放宽武器出口限
制领域动作频频。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5月 16
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一项计
划，旨在使向国外出售轻武器变得更为
容易。此前，特朗普于 4月 19日签署备
忘录，大幅放宽美国常规武器特别是无
人机系统的出口与转让限制，并承诺向
盟友出售更多美制武器装备。

新意几何

放宽限制简化程序，外

交官充当“推销员”

美国在武器出口管制上有一系列
规章制度，各部门的审查非常严格。此
次放宽常规武器出口限制政策，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授权美国军工企业以直接商

业销售的方式，与外国政府进行有关
常规武器出口的谈判。以军用无人机
为例，按照美国此前规定，出口对象国
仅限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3 国。而
且，相关企业与外国政府的无人机交
易需要以美国政府为窗口进行，出口
审批通常需要数年之久。今后，相关
企业将可以直接与外国买家签署合
同，不再受官方对外军售计划的限制，
美国政府只负责对相关交易实施必要
的监管。
——鼓励外交系统特别是驻外使馆

人员与外国军火商主动接洽，当好军火
“推销员”。今年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航
空展上，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
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蒂娜·凯达诺出
席，为F-35战机等武器站台。这一级别
的官员出席防务展，是比较罕见的。
——放宽武器出口审查限制。仍

以军用无人机为例，目前，包括美国在
内的 34 个国家加入了“导弹技术控制
机制”，无人机也属于这一机制的管控
范围。按照这项机制，那些不具备攻
击功能但安装有激光测距仪和目标指
示器的无人侦察机被视为攻击型装
备，很难申请到出口许可。根据特朗
普签署的备忘录，有关规定将被修改
或重新解释，相关类型无人机的出口
今后将无需许可证。
——简化武器出口审批程序。以

往，相关武器出口审批可能涉及国务
院、商务部、国防部和能源部等行政部

门，审批过程相当漫长，通常需要耗费
数年时间。而特朗普希望达到的目标
是，“只要盟国提出请求，就能够马上从
美国获得装备”。有报道称，美国政府
正在考虑将枪支出口审批权移交给商
务部负责，以“鼓励出口”。

动机几重

提振经济助力选举，强化

全球同盟体系

特朗普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的新政
具有鲜明的“美国优先”色彩，其背后也
有着多重考量。

首先，扩大武器装备出口，提振美
国经济。美国的军工企业吸纳了 250
余万从业人员，每年的经济贡献超过 1
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之
一。然而，受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削
减军费的影响，近年美国军工企业获得
的国内订单大量减少，不得不把销售重
点转向国际市场。当追求经济利益的
美国军工企业，遇上把经济安全视为国
家安全、希望振兴美国经济的特朗普，
双方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方面可谓一
拍即合。

其次，助力国会中期选举，打牢连
任基础。特朗普在上任之初，与美国
军火商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他曾威
胁取消“空军一号”订单，炮轰 F-35项
目“成本失控”，使波音公司和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等军火巨头股价大跌。
然而，在国内饱受“通俄门”困扰的特
朗普，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向
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美国军工企业
妥协，希望其助力共和党赢得今年秋
季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并为未来连
任打下基础。

再次，强化全球同盟体系，应对“大
国竞争”。强大的全球同盟体系，既是
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法宝”，也是冷战
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进行全球干预的
“工具”。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
战略》和《国防战略》等多份政策文件，
把“大国竞争”视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
胁，将中俄列为主要竞争对手。放宽武
器出口限制，不仅可以加深盟国在军事
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还
可增强其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使其
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降低美国的军事
成本和安全风险。

影响几许

恶化地区安全形势，加剧

人道主义灾难

长期以来，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将
对外军售视为维护全球霸权、实现地缘
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特朗普政府放宽
武器出口限制，也是妄图以“美国制造”
实现“美国优先”。其在热点地区扩大军
售的做法必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严
重负面影响，无人机等先进武器的扩散
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东亚，日本是美国强化对外军售
的重点。之前，美国已经向日本出售了
“宙斯盾”系统、“爱国者”导弹、F-35战
斗机、“鱼鹰”直升机等一系列先进武
器。但美国对此仍不满足，特朗普去年
9月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韩国可
以从美国购买更高精尖的武器。美国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在 F-22和
F-35 战机的基础上，为日本设计一款
全新的隐形战机。美国扩大对日军售，
很可能刺激已经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
本在军事冒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中东，沙特和伊朗分别是逊尼派
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领头羊”，多年来
一直在争当地区“老大”。美国在退出
伊核协议并加大对伊制裁力度的同时，
持续加大对沙特的军售力度，或将改变
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增加两国发生直
接冲突的危险。

在南亚，美国政府积极推进“印太
战略”，在将亚太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
的同时，不断放宽对印度的军售限制，希
望将之打造成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
点。2017年 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时，
宣布购买价值 20亿美元的 22架无人侦
察机，并希望能尽快完成在印度建立美
国F-16战机生产线的协议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此次放宽
武器出口限制，意味着此前其在军售问
题上标榜的人权和防止武器扩散等原
则有所倒退。特别是，美国大幅放宽军
用无人机的出口，将导致无人机在作战
中的滥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一旦
这些武器落到恐怖组织等“敌人”手中，
美国自身也会面临更大的安全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的政策，既不明智，也不合时宜。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大幅放宽常规武器出口与转让限制—

三问美国武器出口“新政”
■慕小明

2017年5月，美国和沙特签署了

价值高达110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售

协议。

2017年 11月，韩国宣布将从美

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同月，罗马尼亚和波兰购买美国

“爱国者”导弹系统的程序分别取得

进展，金额合计约140亿美元。

……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初，曾放

出狠话敲打波音等军火巨头，令其市

值一度大跌。不过，特朗普很快便转

变观念，充当起美国“第一军火推销

员”，将其商业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取得了远超前任的销售业绩。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陆续出

台政策放宽对武器出口的限制，以

进一步提高军售效率和业绩。特朗

普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因

于美国国内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

游说。这个由军队、军工企业和国

会议员所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触

角已经渗透到美国军、政、学界的方

方面面，被称为影响美军售等内外

政策“看不见的手”。

举例来说，波音、洛克希德-马

丁、雷神等军火巨头一直将大批退役

军官和国防部离任官员吸纳到公司

任职，同时将其代表安插到国防部、

国务院和国会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并

为某些重量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新

闻媒体提供大量资助，以掌控社会舆

论的“喉舌”，为其抢夺军火订单铺

路。这也就意味着，许多美国政要与

这个庞大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现任美国防长马蒂斯从军队

退役后，曾担任通用动力等多家大公

司的董事会成员，充当这些公司的代

言人。其之所以能够进入特朗普的

视野担任国防部长，背后离不开“军

工复合体”的助力。

“军工复合体”的战略思维和政

策倾向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和保守

主义色彩，政治立场相对偏右。它

善于运用均势战略手法处理安全问

题，热衷于在海外寻找“敌人”，将安

全问题泛化，从而为其源源不断地

对外销售军火创造有利条件。例

如，“9·11”事件后，在“军工复合体”

的操控下，小布什政府打着“爱国”

和“公众安全”等旗号，暗中左右各

项内外政策，将大量国家行政和财

政资源都投入反恐战争的“无底

洞”，导致美内外政策“军事化”倾向

不断加剧，美国军费开支由2001年

的 3105亿美元一路攀升到 2010年

的7080亿美元。这也正是奥巴马任

内决定摆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泥潭、持续削减军费开支，以弱化

“军工复合体”对美内外政策干预的

深层次原因。

特朗普上台后，以应对大国竞争

为牵引，强力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

扩军计划，放松对外武器出口限制，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军工复合体”

势力的全面回归，美内外政策的“军

事化”倾向或将重新加剧。

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在告别演说中，就曾谆谆教诲国内

民众要时刻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

“怪兽”对美国政治的侵蚀和渗透：

“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

无意形成的不正当影响力，而且这

种不正当权力配置的灾难可能会持

续下去……”这句忠告，同样也适用

于今天的美国。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

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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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媒体报道，原定7月6日在华

盛顿举行的首次美印防长外长“2＋2”会

谈，因为美方“无法避免的原因”被推

迟。此前，因为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被特朗普解职，对话已经被推迟过一次。

对话的再次推迟，正值美印分歧越

来越大之际，而印度欲从俄罗斯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便是分歧之一。

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是当前

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该系

统可同时制导72枚导弹，打击36个目

标，射程范围达400公里。优异的性能

使其自诞生之日就吸引了众多国际买

家的“眼球”。同时，俄罗斯积极推销该

系统，不仅收获数个大单，而且长袖善

舞，使S-400的销售成为与美博弈、撬

动地缘格局的重要抓手。

在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欲

从俄罗斯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

早在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便与俄总

统普京就购买S-400达成协议，双方签

署了约60亿美元的引进合同。现在，

这一军购大单正好“撞上”美方对俄制

裁，美欲对印实施“长臂管辖”，要求印

度停止这一合同。其实，作为印度军队

武器装备的最大供应方，俄罗斯与美国

博弈不断。作为印度的“夙敌”和邻国，

巴基斯坦也向俄表达了购买S-400的

意向。俄罗斯在南亚地区格局中的重

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在中东地区，俄通过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多方施加影响，借此

营造有利于己的地区形势。

沙特与卡塔尔自去年6月断交风波

之后，双边关系至今没有缓和迹象。两

国都欲利用域外方俄罗斯的支持，以制

衡地区敌对势力。日前，卡塔尔同俄罗

斯签订采购S-400协议的消息，就令沙

特非常紧张，并威胁对卡实施军事打

击。一次军售贸易已然演变成一场外

交风波，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冲突。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土耳其

是北约在中东地区的唯一成员国，但其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土耳其修宪与选举、叙

利亚难民等问题上，矛盾不断加剧。俄罗

斯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矛盾中看到了改

善两国关系的机会，在引发土俄关系紧张

的问题上尽量保持克制，并于去年同土耳

其达成了向其出售S-400的协议。俄罗

斯借助这笔军售成功在北约盟友间打入

一个“楔子”，引发美国极大担忧和不满，

俄罗斯也借此在中东地缘格局重塑中“分

羹”谋势，占据了有利位置。

综上可见，S-400的出售已经成为俄

罗斯谋求突围、撬动地区战略格局的重要

抓手，不仅使俄罗斯获得丰厚的利润，还

为其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打开外交局面、拓

展战略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图：战斗执勤中的俄罗斯S-400

防空导弹系统。 图片来源：东方IC

俄借 S-400 军售撬动地缘格局
■李 辉

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军火市场
上，瑞典一直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
量。目前，瑞典国防工业规模仅次
于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位
居欧洲第五，创造了“小国大军
工”的奇迹。

瑞典人口和国土有限，其之所
以能成功躲过两次世界大战，除了
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中立的外交政
策之外，也与其不容小视的军事实
力特别是健全的国防工业体系息息
相关。

作为瑞典国防工业的支柱企业——
萨博防务集团成立于 1937年，目前约
有员工 1.4 万人，2017 年营业额约为
35.12亿美元，在全球 100家防务公司

中排名第 38位。经过多年发展，萨博
防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生产体
系，业务涵盖陆海空天等多个领域，
堪称瑞典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著名的“鹰狮”多用途战斗机，
是该集团旗下的拳头产品。“鹰狮”
可执行对空格斗、对地攻击和空中
侦察等多种任务，已在瑞典、捷
克、匈牙利以及南非等多国空军中
广泛装备使用。由于性能出众、物
美价廉，“鹰狮”在国际战斗机市场
所占份额长期保持在 5% 到 10% 左
右。此外，萨博的优势产品还包括
RBS- 15 等一系列高性能导弹以及
“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等陆
战武器系统。

近年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和
军火市场的发展，萨博防务集团的
业务范畴也不断向军用无人机等高
新技术领域拓展，其中包括欧洲多
国合作研发的“神经元”无人机项
目。作为核心成员之一，萨博公司
负责该项目 25%的研发，包括整体设
计、航电系统、动力系统以及机身
制造等。

作为瑞典舰艇制造工业的“旗
舰”，萨博集团下属的考库姆造船公
司拥有两款在世界海军史上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王牌产品”——“哥特
兰”级常规潜艇和“维斯比”级轻型
护卫舰。
“哥特兰”级潜艇，是全球首款采

用“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常规潜
艇，主要执行反潜和反舰作战任务，
也可执行布雷、运送蛙人及近岸侦察
等任务，是瑞典海军在 21世纪的骨干
力量。美国海军曾于 2004年专门租借
一艘该级潜艇，用于演练反潜战法。
这表明，该型潜艇已成为全球常规潜
艇中的佼佼者。
“维斯比”级轻型护卫舰，是全球

首批采用复合材料替代钢材作为舰体
的战舰。该舰在外形、材料、动力、
武器布局等方面都采用了多种隐身设
计，隐身性能位居世界前列。该型护
卫舰可执行多种近海作战任务。

随着波罗的海局势的日趋紧张，
瑞典于 2018年 1月正式恢复义务兵役
制，并着力加强军力建设、增加军费
拨款，这也为瑞典国防工业深度转型
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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